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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2021)桂0331破6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荔浦市财政局的申请，于2021年
12月6日裁定受理桂林远翔日用工艺品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广西华桂律师事务所为桂
林远翔日用工艺品有限公司管理人。桂林远翔日用
工艺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22年1月10日前，向桂
林远翔日用工艺品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广西
荔浦市荔城镇滨江南路3号二楼广西华桂律师事务
所，邮政编码：546600，联系人：莫秋菊，联系电话：
18934813553)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
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
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
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
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
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
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
程序行使权利。桂林远翔日用工艺品有限公司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桂林远翔日用工艺品有
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2年
1月14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召开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
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
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
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广西壮族自治区荔浦市人民法院
王记业：本院受理景贵德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山西天鸿建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董博林诉你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晋0821民初146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205室领取。如不服本判决，可于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
魏显华：本院受理王朝辉诉你合伙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云2625民初1495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文山壮族苗族自
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省马关县人民法院
李兴友：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
关支行诉你、文山州佳宏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云2625民初138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省马关县人民法院
熊发川：本院受理李继明诉你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云2625民初
146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文山壮族苗
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省马关县人民法院
和丽华：本院受理何云诉马关县运达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樊崇祥、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云2625民初632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文山壮族苗族自
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省马关县人民法院
姜翠琼：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宁
县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云0424民初1207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一、由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
告欠款本金人民币8047.38元及支付至2021年5月6
日止的利息1033.71元、违约金380.32元，合计9461.41
元;二、由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
自2021年5月7日起至欠款清偿之日止的利息、违
约金，按《中国农业银行金穗信用卡领用合约(个
人卡》约定计付至款项偿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
告费400元，由被告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
审管办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玉
溪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省华宁县人民法院
杨永萍：本院受理云南华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你、禄思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云0424民初1350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由杨永萍、禄思东于判决
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偿还原告贷款本金人
民币90000元及支付自2017年3月21日起至2021年7
月31日止的利息48342.81元，以上合计138342.81元;
2021年8月1日之后的利息按《农户小额信用借款
合同》约定的利率计付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二、禄
思东在承担责任后，有权在其承担的责任范围内向
杨永萍追偿。案件受理费3066元，保全费1212元，由杨
永萍、禄思东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审判
管理办公室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省华宁县人民法院
周伟明：本院受理李善超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证据材
料副本、举证须知、权利义务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青
阳法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江苏鸣圣物资贸易有限公司、郝文强：本院受理
江西省瑞广贸易有限公司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增加
诉讼请求申请书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须知、权利义务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转换程序通知书及合议庭成员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临港经济开
发区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江峰：本院受理杨德刚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须知、权利义务书、廉政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审判团队告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15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十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王振伟：本院受理朱晓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审判团队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
送达。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七审判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陈赶望、陈园园：本院受理陶柔石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
苏0281民初9150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自公告
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无
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端家俊：原告陈俊与你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1183民初5640号民事
判决书、上诉须知。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审判
监督庭领取，逾期不领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刘江：本院受理宋建峡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举证须知、合议庭成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严飞：本院受理(2021)苏1183民初3208号唐庆春诉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事
审判第七庭领取，逾期不领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自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金小平：本院受理(2021)苏1183民初7320号孟芝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举证须知、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董振帼：本院受理(2021)苏1183民初2948号葛超诉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事
审判第七庭领取，逾期不领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自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陈鹏：本院受理刘春晓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天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定于答辩及举证期满后第3日9：30(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禄口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庹林惠：本院于2021年10月27日刊登的被告庹林慧、
刘传翠公告中，“庹林慧”应为“庹林惠”，特此更正。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赵建新：原告庄晓斌与被告朱标民、林灿宏、赵建新、
陈世标返还原物纠纷一案，案号为(2021)粤0307民初
35568号。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一朱
标民、被告二林灿宏、被告三赵建新、被告四陈世标
返还原告庄晓斌所有的车牌号为粤B.3E36C丰田皇冠
车辆；2、判令被告三赵建新赔偿因非法扣押、处分车
辆给原告庄晓斌造成的交通费支出损失47040元；3、判
令被告三赵建新赔偿原告车辆折旧费80000元；4、本案
诉讼费全部由四被告承担。以上各项共计人民币：
127040元。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
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
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
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方案》以及《民事诉讼程序
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本案由审
判员曹玲一人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现因你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天视为送达。你应在公告期满
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答辩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提
出副本，并于答辩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证
据。定于2022年03月16日14时30分在横岗第一审判庭公
开审理。逾期不出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张杨、程正阳、钟芳娥：本院受理原告天下达融资租
赁(厦门)有限公司与被告张杨【(2021)闽0206民初11222
号】、被告程正阳【(2021)闽0206民初11225号】、被告钟芳
娥【(2021)闽0206民初11228号】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共3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案件的起诉状、证据、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审判流程公开告知
书及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十五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次日上午八时
三十分在本院第十八法庭(厦门市湖里区金尚路1789
号六楼)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举证期限最后一日、开庭日期是法定休假日的顺延
至法定休假日结束的次日)。特此公告。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送达公告

北京顶秀时尚理发有限公司：你单位尚未履行本
我机关于2021年5月10日对你做出的行政处罚决
定（京大卫公罚[2021]122号）。依据《行政强制法》
之规定，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催告书》。本公告
自发布之日，经60日即视为送达。公告送达之日起
10日内，将罚没款1000元、加处罚款1000元缴至中
国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大兴支行。如不履行上述内
容，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如你
对此有异议，可在公告送达之日起10日内到我委
进行陈述和申辩。（北京市大兴区黄村西大街80号
北京市大兴区卫生健康监督所 ，电话：0 1 0 -
60283541）特此公告。

北京市大兴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赵西铭：本院受理原告文绍忠与赵西铭劳务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安平县人民法院
邹盛钱、骆传英、邹兰兰：本院受理原告黄朝树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第
三日上午九时(遇节假日顺延)在大冶市人民法院第
十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黄光蓉、郝伟伟：本院受理原告襄阳红牡丹实业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21)鄂0684民初1922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
王芳：本院受理赵德萍与你和李厚芝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
金国付：本院受理西塞山区林氏轮胎批发商行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鄂0203民初124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
60日内来本院西塞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区人民法院
黄从军：本院受理原告沈海波与被告黄从军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皖1502民初693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孙岗法庭领取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姜德柱：本院受理王世环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辽0323民初370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岫岩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石家庄林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赵县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诉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等。自
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联盟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阜阳市民丰商贸有限公司、安徽冠宇模具配件有限
公司、王连军、吴海燕：本院对原告阜阳市安泰担
保行业保障金运营有限公司诉被告阜阳市民丰
商贸有限公司、安徽冠宇模具配件有限公司、王
连军、吴海燕追偿权纠纷(2021)皖1202民初12951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原告要求你偿还本金及利息等合计24722103元，担
保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赵杰、钱腾腾：本院对原告阜阳市安泰担保行业保障
金运营有限公司诉被告赵杰、钱腾腾追偿权纠纷
(2021)皖1202民初14554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速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原告要求你偿
还本金及利息等合计3602779.51元，担保房产享有
优先受偿权，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李小翠：本院受理原告汪艳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皖1202民初977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杨长盛：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百展包装装潢有限公
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668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柳市人民法庭领取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胡志豪：本院受理原告吴东权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382民初679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柳市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秦统圣：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沪变电力科技有限公
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风险提示书、
文书上网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转普通程序)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柳市人民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答辩期限与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本案定于2022年2月24日14时在本院柳市人民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镇江市嘉毓电气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万
正电源集团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
367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柳市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崔超、贵州俊鑫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周旭诉
被告你(单位)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单位)公告送达(2021)黔0502民初10732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
节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张以凯：本院受理原告张晓云诉被告张以凯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黔0502民初1136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蒋金荣、裘惠芬：本院已受理原告程鑫安、刘树红
诉你合同纠纷(2021)皖0422民初5967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证据副本、合议庭组成通知书、监督卡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及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深圳市傲虎盛互动科技有限公司、蔡金标：本院
受理原告刘毓青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书副本、举证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
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
于2022年3月10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陈小玉：本院受理原告周芝梅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桂0326民初937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周芝梅与被告陈小玉离
婚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周芝梅负担。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桂林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县人民法院
无锡伯仕不锈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福海
与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方公告送达本院(2021)苏0205民初2246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东北塘人民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陈柏才：本院审理原告黄金海诉你方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苏0205民初
633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潘小康：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
肥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皖0104
民初781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江苏太钢诚浦钢业有限公司：原告江西乐希金属
制品有限公司诉被告江苏太钢诚浦钢业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1)苏0214民初5448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无锡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
王海峰：本院受理原告苗克胜诉鞍钢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鞍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建筑装饰工程分公
司、北京森桦建业防水工程有限公司与你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辽0304民初340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
王海峰：本院受理原告王江领诉鞍钢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鞍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建筑装饰工程分公
司、北京森桦建业防水工程有限公司与你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辽0304民初340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鞍山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
王海峰：本院受理原告唐中君诉鞍钢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鞍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建筑装饰工程分
公司、北京森桦建业防水工程有限公司与你劳务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辽0304民初340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鞍山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
王海峰：本院受理原告刘新安诉鞍钢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鞍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建筑装饰工程分
公司、北京森桦建业防水工程有限公司与你劳务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辽0304民初340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鞍山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
王海峰：本院受理原告崔青海诉鞍钢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鞍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建筑装饰工程分
公司、北京森桦建业防水工程有限公司与你劳务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辽0304民初340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鞍山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

领取提存款通知书

珠海市承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横琴粤澳深
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于二〇二一年十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将 收 地 补 偿 款 共 计 人 民 币
23056939 . 71元(大写贰仟叁佰零伍万陆仟玖佰
叁拾玖元柒角壹分)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提交
到我处。请你公司于二〇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八
日前，持提存受领人或其代理人有效的身份证
明文件及领取提存款通知书到我处领取提存
款。如你公司在规定时间内不领取，该笔提存
款将上交国库。我处地址：广东省珠海市吉大
九洲大道中1083号花园大厦二层。联系人：缪
海霞，电话：0756-2680200。

广东省珠海市横琴公证处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2021)浙0784民初6414号
韩跃龙(住甘肃省陇西县巩昌镇西郊坪501栋3单元302
室，公民身份号码：62242519710730031X)：本院受理原告
永康市迈耶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与被告韩跃龙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由被告
韩跃龙归还原告永康市迈耶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货款
180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从2020年2月1日起按月利
率2%计算至2020年8月19日止，从2020年8月20日起按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的四倍计算至被告付清货款时止)；二、由被告韩
跃龙支出原告永康市迈耶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为实现
本案债权支出的律师代理费9000元。上述款项限判决
生效后二十日内履行完毕。如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51元(已减半收
取)，由被告韩跃龙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
206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司光琼：本院受理原告王网兴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苏
0582民初1218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金港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
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缴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张家港市鑫三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张家港市华宏汽车配套件装饰厂与张家港市
鑫三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2民
初967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乐余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赵克：本院受理原告岳国志诉你与李艳丽房屋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届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史云飞：本院审理原告陈志利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冀0102民初2314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
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
张海栋：本院审理原审原告袁文修诉你与第三人孙
增芹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冀0102民再17号民事裁定书及袁文修上诉
状。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
(2021)浙0482民初4337号
刘炳清(身份证号码：430725196810076318)：本院受理原告
平湖市峰云电脑缝纫设备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
票、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证据材料。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与举证期限分别为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
于2022年3月10日上午9时30分(逾期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新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判决。

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
李艳：本院受理原告杨启文诉被告李军、李艳、黔东
南州祥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黔2632民初335号一案的民事判决书，
判决结果为：--、解除杨启文与黔东南州祥富汽
车销售有限公司在2018年6月15日订立的口头购
车合同；二、由黔东南州祥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退还杨启文购车款144800元、保险费2560元，共计
147360元，限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付清。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榕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2670号
被告王海华，住河南省永城市苗桥乡黄水寨村暗楼
东组014号，公民身份号码：41232819660208153X：本院受
理原告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浙江分公司与被
告王海华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由于被告王海华下落不明，适用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2021)浙0784民
初267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王海华支付
原告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浙江分公司垫付的
赔偿款15200元，款项限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履行完毕。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的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180元，公告费1178元，合计1358元，由被告王
海华承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浙江省永
康市人民法院立案庭209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十
五天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4042号
遂宁市奥丁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王阳：本院受理
原告聂伟与被告遂宁市奥丁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王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1.被告遂宁市奥丁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
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聂伟偿还本金384747元
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尚欠借款本金
384747元为基数，自2021年6月1日起至本判决指定
的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进行计算；若未按
照本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限履行给付义务，上述利
息计算至借款本金实际付清之日止；2.被告王阳
对被告遂宁市奥丁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第一
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 450元，由
被告遂宁市奥丁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和王阳共同
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龙凤法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1323民初5706号
徐宏国：本院受理的原告陈志邦与你房租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1)苏1323民初570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
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2524号
陈家飞、姚桂林：本院受理原告张理想与你们运输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苏0311民初2524号民事判决书(裁判主要内容：
被告陈家飞给付原告张理想运费17000元、停车费
4600元、压车费1000元、违约金3400元，合计26000
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2389号
铜山区蜜湖居室内装修服务部、赵新、陈绍武、崔波、
尹传双：本院受理原告桑颂与你们及任前进、张学明
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21)苏0311民初2389号民事判决书(裁判主要内
容：一、解除原告桑颂与被告铜山区蜜湖居室内
装修服务部签订的《住宅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合
同》；二、被告铜山区蜜湖居室内装修服务部、赵
新返还原告桑颂装修款74009元并赔偿利息损失、
双倍返还定金20000元；三、被告陈绍武、崔波、尹
传双、任前进、张学明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胡玉梅、熊海尚：本院受理原告高玉清诉熊海尚、胡
玉梅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三楼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江阴市国帆纺织有限公司、江阴市浩帆纺织有限
公司、居国平、王琴：本院受理原告张家港市国顺
纺织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须知、举证通知书、风
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1、
判令被告立即支付欠款81.5万元，四被告负连带赔
偿责任；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
0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锦丰人民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张涛：本院受理原告王代鹏诉被告张涛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法律文书，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传
票等诉讼文书各一份。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遂
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
时未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1年11月30日刊登在12版的被告为
邯郸市丛台区冯村博泽通讯器材门市、渤海国际
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告中，其中原告“冯志坤”
应为“李延平”，特此更正。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乔治峰，齐齐哈尔聚成旅游客运有限责任公司：本院
受理的原告马锁尔诉被告乔治峰、齐齐哈尔聚成旅
游客运有限责任公司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青海省乌兰
县人民法院(2021)青2821民初343号民事裁定书、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过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海省乌兰县人民法院
(2021)赣0502民初9193号 江西源江钢材贸易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柳瑶与被告赣州市金建贸易有
限公司、信丰县宏业钢材销售有限公司，第三人江西
源江钢材贸易有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
现依法在《法治日报》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权
利义务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传票等，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寿阳县全州汽配服务中心：本会受理的(2021)晋仲
字第404号申请人晋中市博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与你方之间的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
告送达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举证通知
书、选定告知书、开庭通知书等共14份材料。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举证和选定
仲裁员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
2022年2月28日9时在本会仲裁一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裁决。

晋中仲裁委员会
贵州宝源测绘有限公司、第三人王冰逸：本委受
理福劳(人)仲案字(2021)163号严豪勇与你们劳动
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
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委定于
2022年3月1日15时在本委(福泉市政务服务中心17
楼仲裁庭，(法院旁))开庭审理，务必准时参加庭
审，逾期将依法裁决。

贵州省福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保定市朋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申请
人张文靖(身份证号：130622197602012618)与你之
间的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20】
保裁字第15号关于中止仲裁程序的决定书，待审
理条件具备后程序继续。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内
来本会领取(保定市国家大学科技园6A号楼5层
东)，逾期视为送达。

保定仲裁委员会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钟美英：本院受理张德振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粤1427民初456号民

事判决书一份，判决：被告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向原告偿还借款530000元，自公告之日起

经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梅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

王丽娜、杨洋、雷霜：本院受理绥阳县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黔0323民初2212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旺草法庭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还应在上诉期满后7

日内向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费，上诉于遵

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晴隆县陈小马剪粉加工厂、陈小马：本院受理贵州省

晴隆民族中学、盘州市殷实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晴隆

县分公司诉你们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21)黔2324民初1985号起诉状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范友情：王顺英与你离婚一案，本院已于2021年11月
9日立案受理，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人员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

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

审判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芦明福：本院受理卢世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青0105民初3572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发生法律效力。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夏孝靖：本院受理王崇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应诉通知书、合

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期和举证期分别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及30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崔卜文：本院受理顾植强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青0105民初
442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解除原告与被告于2019

年11月30日签订的《仓库租赁合同》，被告于判决

生效15日内向原告支付租金7200元，并返还位于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双苏堡村74号的仓库。自公

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张国臣、张海锋、王德山、胡耀权、田野、郑传海、

张国军、王清丰、房爱国、金连海、贾金宽：本院受

理阿荣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亚东信用社诉你们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内0721民初2573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2022年2月28日9时在本院第

八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杜贤平：本院受理徐威诉你及刘志权房屋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内
0721民初200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或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

法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呼伦贝尔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朱庆华、朱庆峰、苏国东、蓝贵虎、闫慧勇、王明浩、万

忠国、郭永虎、富敬志、黄铜庆、方晓明、何俊华、沃宝

忠、纪孝国、赵长龙、桑洪涛、桑桂江、祁风河、杨勇、

韩勇、姜凤龙、单文生、包利福、梁好喜、孙成龙、黄俭

峰：本院受理阿荣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音河信用社

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1)内0721民初3641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定于2022年2月28日10：30在本院第八

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梁永红：本院受理夏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115民初8840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贵州诗意置业有限公司：本院于2021年11月11日作出
(2021)黔0323民初37号绥阳县博成建筑材料租赁站诉

贵州建工集团第七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你司及

第三人苟天彬租赁合同纠纷《民事判决书》，现因绥

阳县博成建筑材料租赁站及第三人苟天彬对本判

决不服提出上诉，因你司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遵义中拓万佳装修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何德

琴诉你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司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合议庭通成

员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交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

定于2022年3月21日9点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潘广庸：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

与朱国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辽0115民初3394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八号法庭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至沈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潘广庸：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

与朱国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辽0115民初3398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八号法庭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至沈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王长海：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

辽中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辽0115民初3325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八号法庭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至沈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林田中：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

辽中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2021)辽0115民初
4493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

提交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八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李娥：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辽

中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2021)辽0115民初4488号，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八号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昌广涛：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

辽中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2021)辽0115民初
4514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

提交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八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何倩：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辽

中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2021)辽0115民初4474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

交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八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焦德占、李海峰：本院受理沈国林诉你们财产损

害赔偿纠纷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开庭传票、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

各一份。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15天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曙光法庭公开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民法院

武威：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辽0115民初378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到本院八号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至沈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宁绍忠：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

与孙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辽0115民初3772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八号法庭领取，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至沈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辽宁盘锦正邦养殖有限公司辽中分公司、辽宁盘锦

正邦养殖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刘英全诉你们合同纠

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三日九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

庭公开审理，如不按时到庭，则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史慧源：本院受理西宁碧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青0105民初204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60日来本院廿里铺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金树宝：本院受理相海峰诉你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晋0821

民初263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60日内来本院立案

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运

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万立辉：本会依法受理了卢洪恩申请与你方买卖合

同纠纷仲裁案([2021]佛仲字第1251号)。因你方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

证据材料、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选定仲裁员的函、

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

辩期及选定仲裁员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0日内。

答辩期满后本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定于2022年3

月11日9时30分在本会开庭审理本案，签收裁决书的

时间为2022年4月29日，逾期视为送达(见本公告后可

到本会签收上述材料，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佛

山新城天虹路46号信保广场北塔第16层)。

佛山仲裁委员会

道歉声明

  本人因网络销售个人信息，侵犯了公共利

益，本人保证永久删除保存在微信、网盘等存储

介质内的公民信息。特此道歉。

道歉人：张宁
  本人李末晗因网络贩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

为损害社会公益利息，特此道歉。

道歉人：李末晗
  本人因污染环境，损坏了社会公共利益，特

此道歉。道歉人：南京新永洪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李委、经海洋
  本人污染环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现正式在

此公开道歉，并承担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费用。

道歉人：汪林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杨军红：本院受理常州九航食品有限公司与你及
天宁区兰陵相龙如海副食品超市、郭相龙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当事人
书、参加诉讼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兰陵第二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昆山市花桥镇龙其超市(王声远)：本院受理华联超
市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
举证材料、简转普裁定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13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三
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昆山市玉山金湖世纪华联超市虹桥加盟店(吴妃燕)：
本院受理华联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侵害商标权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简转普裁定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十五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14时在本
院第十三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昆山市开发区莉莉水电五金商店(经营者蔡林江)、深
圳市浅水艇厨卫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柏瑞润兴
(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你们侵害商标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原告举证材料简转普裁定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13：30在本院第
十三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广西田阳八只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苏州
众人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
举证材料、简转普裁定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举证期限为十五日。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13时30分在本院第十
七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昆山隔壁生鲜超市有限公司、徐敏峰：本院受理
付秀英、王正军、苏启超、汪伟诉你们及蒋晓栋合
伙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21)苏0583民初1756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江苏东恒海鑫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苏州联席贸
易发展有限公司与你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
587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陈会科、董小税、昆山科威华龙定制家具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
行与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19110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陈琪：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
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19112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郭治国：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
山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19115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胡清波：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
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19116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娄鹏：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
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19124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潘荣飞：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
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19127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尚月岩：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
山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19131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孙小妹：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
山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19137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吴春红：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
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1914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
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吴建平：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
山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19143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徐方亮：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
山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19149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伍韶林：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
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19152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常州市武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薛志平诉
刘兆听、刘新梅、刘新燕、第三人常州市武进新城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及你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方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前黄人
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张强：本院受理常州市丹叶电机厂诉你分期付款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苏0412民初637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
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上海翔群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昆山富源达
五金研磨材料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13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陆家巡回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苏州市吴江区鸿景园林绿化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王丙坤：本院受理周惠娟诉你们提供劳务者受害
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1)苏0583民初1252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
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昆山鸱夷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昆山来祥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诉你定作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12276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陈静：本院受理占加明与你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1093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书，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全爱芹：本院受理原告赵怀扣与被告全爱芹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苏0981民初422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柯文瑶：本院受理苏卫红诉你定作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981民初325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盐
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东台市旭晖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市博恩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重庆智坤商贸有限公司、熊新翔、刘
强：本院受理(2021)苏0981民初6579号原告东台市
中小企业信用联合会与被告东台市旭晖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重庆市博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重庆智
坤商贸有限公司、熊新翔、刘强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
裁定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
的第3日下午3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肖卫斌：本院受理何飞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1112民初215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被告肖卫斌于
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何飞货款398 6
元，并支付违约金797元，合计为4783元】。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辛丰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镇江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陈燕：本院受理陈勇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1112民初2167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被告陈燕于本判决生效
后十日内给付原告陈勇货款73471元，并支付自2021年
7月7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
失】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辛丰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李书华：本院受理原告马小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镇江市丹
徒区人民法院(2021)苏1112民初2316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被告李书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偿还原告马小双借款本金15万元及逾期还款利
息(以本金15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3月1日起按照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案件受理费
3300元，由被告李书华负担(该费用于本判决生效
后十五日内交缴纳。开户名称：镇江市丹徒区人
民法院;开户账号：701801880000428210039484;开户
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丹徒新区支行)。
公告费700元，由被告李书华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镇江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付昉于2021年12月6日上午不慎遗失身份
证件，证号23010319680425516X，现声明作
废。自遗失之日起不承担任何及被人冒用
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
王庆辉于2021年12月6日不慎遗失身份证件，
证号：110102196511250433现声明作废。
本人黄鹏里不慎将山东现代职业学院毕
业 证 书 遗 失 ，毕 业 证 书 编 号 ：
13321201606001875。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贤林律师事务所伍慧群律师由于不
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执业
证号：11101200911190005)，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李琦不慎将中华人民
共 和 国 律 师 执 业 证 丢 失 ，执 业 证 号 ：
11101201611946183，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蓝色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3064793925，声明作废。
北京鑫势力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和公章，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4MA01BNB192，声明作废。
北京御都风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不
慎 遗 失 基 本 户 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账 号 ：
2 0 0 0 0 0 3 2 9 1 8 3 0 0 0 1 2 9 7 5 2 1 4 ，核 准 号 ：
J1000182284201，开户行：北京银行芳草地
支行，声明作废。
北京明特克冶金炉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注
册号：110 1 0 8 1 5 0 7 0 1 1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声明作废。
北京优优美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编码：1101170084779)一枚，声明作废。
木木味觉(北京)商贸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北
京市小规模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副本，许
可证编号：SP205200000404，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北京创意麦奇教育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679644979P)
作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鑫势力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MA01BNB192)
作废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发票
专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新耀华都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MA006WK204)
作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永宏万达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327141091J)作废
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御都风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MA003FH96Y)作废公章、财务专用
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法人人名章各
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中庆新兴科技有限公司第一
销 售 分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87541906481)作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博学书轩图书文化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2MA7D4R0T4T)
作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松杰建筑装饰有限公司第一
装 饰 设 计 分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766270418Q)作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北京鑫华兴达货运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792128060C)经股东会
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由原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1900万元，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
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或提
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清大电子商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0785440591)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
资本，由原注册资本1799万元人民币减少至
1777万元人民币，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
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
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盛世华文出版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726368402W)经
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
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1450万元人民币减少
至1000万元人民币，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公
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
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聚通天下投资顾问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1169166813XQ)经股东会决议，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
册资本人民币6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00
万元，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司减资公告见
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
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东翰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6MA002BPJ2P)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
本，由原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51
万元人民币，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
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
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永光创业电器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754691282L)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
资本，由原注册资本5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35
万元人民币，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
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或
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天外天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0628082162)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
本，由原注册资本人民币30万元减少至人民
币29.7万元，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
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或提
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杰秀亚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MA01JNN866，
经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
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
减至人民币50万元，请债权人自本公告之
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
供相应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梦境美宿文旅发展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14MA02AQGN4X，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
原注册资本人民币4 4 0 万元减至人民币
43 0万元，请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
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伟拓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093086527E)经股东会
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由原注册资本人民币5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49.5万元，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
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或提供
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源创引力文化传播有限责任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0741453684)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
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600万元人民币减少
至300万元人民币，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
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
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鼓歌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1MA008C679E)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
本，由原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30万
元人民币，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
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或提
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大福来谷谷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MA01JR304D)
经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
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
90万元人民币，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见
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
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像素胡同(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1MA01JPU94P)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
资本，由原注册资本7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50
万元人民币，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
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或
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仁财汇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1MA01LWFX5Y)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
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人民币200万元减少
至人民币100万元，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
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
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喜浪(北京)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9MA01M07459)经
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
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减少至
人民币50万元，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见
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
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新龙瑞艺保温涂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768453218K)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
资本，由原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减少至
人民币1万元，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
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或
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亿家信诚房地产经纪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90K392)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
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减
少至500万元人民币，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公
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
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联之龙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MA007DU01X)经股
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
本，由原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10万
元人民币，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
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或提
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北京美语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059216519T)经
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清算组成员：北京能动时代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清算组负责人：杨明，请债权债务人
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北京翔鹤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7096968146U)经股东会
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
组成员：祝丛武、艾连强、李小娃，清算组负责
人：祝丛武，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北京晟泊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6MA01E3H19Y)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
算组成员：樊旭光、韩非易，清算组负责人：樊
旭光，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常宝威远汽车运输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12746727548A)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销登记，清算组成
员：张常宝、代旺，清算组负责人：代旺，请债
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明特克冶金炉技术有
限责任公司(注册号：1101081507011)经股东会
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销登
记，清算组成员：无锡市苏嘉镁砖有限公司、
新冶高科技集团公司，清算组负责人：龚海
涛，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隆川科技有限公司(注
册号：110105013243716)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销登记。清算
组成员：郑伟、迟尧；清算组负责人：郑伟。请
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个人独资企业登报声明：北京自由渡美发中
心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110302MA00B76Y2W)，现拟申请将企业组
织形式由个人独资企业变更为有限责任公
司，变更后的公司名称为北京亦站沙龙美发
有限公司，本人承诺原个人独资企业的债权
债务全部由变更后的北京亦站沙龙美发有限
公司承继。投资人：李冬红，021年12月8日。
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公告：北京凤
英 信 息 咨 询 部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2110118MA7D50WA40，现拟变更为企业组
织形式，变更后的企业类型为有限公司，变
更后的企业名称为北京明英轩商贸有限公
司。本人承诺变更后若有原个体工商户经营
期间未结清的债权债务，仍由本人承担。个
体工商户姓名：王凤英，2021年12月8日。

公告

杨梓源(身份证号为：532501197504241520)：
  你于2010年09月08日与刘馨签定的《股
权转让协议》，因你未付款给刘馨，而且一直
无法联系到你，你已构成违约。根据相关法
律规定，现本人刘馨立即解除该《股权转让
协议》。特此公告

公告人：刘馨
日期：2021年12月0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