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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刘厚行、刘勤：本院受理原告汤文恩与被告刘厚
行、刘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苏1323民初4816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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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周依群：本院受理原告泗阳县三联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与被告周依群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苏1323
民初49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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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高宇：本院受理原告泗阳县三联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与被告高宇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苏1323民初
498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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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杨加云：本院受理原告郭正英与被告杨加云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1)苏1323民初535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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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1)苏1323民初5856号 张鑫：本院受理原告邢
丽丽与被告张鑫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1)苏1323民初4374号 贾通：本院受理原告庄
雪青与被告贾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苏1323民初
437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来本院领
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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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1)苏1323民初5212号 陈二丽：本院受理原告
张建华与你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苏1323民初
521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领
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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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1)苏1323民初5348号 江苏美之杰建材科技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泗阳华荣新型建材有
限公司与你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苏1323民初
534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领
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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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1)苏1323民初5434号 张如成：本院受理原告王
桃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苏1323民初5434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来本院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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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宿
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1)苏1323民初6539号 蒋志伟：本院受理的原
告江苏宝洲电子机械有限公司与被告蒋志伟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09时
1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1604号 王毓平：本院受理原告李
顺琼与被告王毓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
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王毓平于本判决生效
后十日内向李顺琼偿还借款本金200 000元及利息，
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200 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
1%为标准，自2019年7月1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
本金给付之日止；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
付本金，上述利息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如果未
按本判决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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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3660号 遂宁众泰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陈开方与被告遂宁众
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四川省昌林投资有限公
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民事判决
书，判决主文如下：1、遂宁众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四川省昌林投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向陈开方给付逾期交房违约金5 266元、
逾期办证违约金1 769.50元，合计7 035.50元；2、
驳回陈开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
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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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3661号 遂宁众泰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胡维多与被告遂宁众泰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四川省昌林投资有限公司商
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民事判决
书，判决主文如下：1、遂宁众泰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四川省昌林投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
后十日内向胡维多给付逾期交房违约金4 092
元、逾期办证违约金1 347.96元，合计5 439.96元；
2、驳回胡维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
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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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3719号 任小妹：本院受理原告雷
全与被告任小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
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任小妹于本判决生效
后十日内向雷全偿还借款138000元。如果未按本判
决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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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4089号 罗其山：本院受理原告
罗正义与被告罗其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案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一、罗
其山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罗正义偿还借款
40 000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借款本
金40 000元为基数，自2021年6月2日起至本判决
确定的本金给付之日止，按同期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进行计算。若未按本判决确定
的给付之日给付本金，上述利息计算至本金付清之
日止；二、驳回罗正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
判决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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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4132号 郭美红：本院受理林郁与
被告郭美红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民事判
决书，判决主文如下：郭美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向林郁支付所欠劳务费54200元及利息，利息的
计算方式为：以54200元为基数，从2019年10月10日起
至本判决确定的款项给付之日止，按同期一年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
日给付款项，上述利息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如
果未按本判决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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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
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7622号 唐平安、陈桂芳：本院
受理原告遂宁市北兴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唐
平安、陈桂芳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
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一、唐平安、陈桂芳
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遂宁市北兴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支付2013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
间物业服务费8 766.03元；二、驳回遂宁市北兴物
业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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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
取计60元，由遂宁市北兴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负担20
元，由唐平安、陈桂芳共同负担40元。本判决为终审
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关于对陈国雨的《催告书》送达公告

陈国雨：(地址：正阳县王勿桥乡大陈店村小陈店
组 ；性 别 ：男 ；民 族 ：汉 族 ；身 份 证 号 ：
412829196112127631；电话：13623963485) 你截止目前
尚未依法履行我机关于2021年05月15日对你作出的
行政决定(《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正卫医罚〔2021〕
8号)，因采取直接送达、邮寄送达方式无法送达正
卫医罚〔2021〕3号《催告书》，现公告送达，在收到本
送达公告之日起10日内，将1、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
壹仟元整(￥1000.00)；2、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
50000.00元)，加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元)
缴至中原银行正阳支行，账户：正阳县财政局非税
收入归集户，账号：523010005224012。如不履行上述
义务，本机关将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如你对此
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有关
规定，可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10日内到正阳县卫
生健康体育委员会进行陈述和申辩。联系电话：
0396-8938886，联系人：陈军；地址：正阳县卫生健康
体育委员会法制股(正阳县西城区文化路与中华路
交叉口南)，邮政编码：463600。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正阳县卫生健康体育委员会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京顺卫医罚告[2021]J4-006号
吉春红（150502198210257162）：你涉嫌于2015年10
月26日至2021年8月11日在北京市顺义区北小营镇
御光明路与202乡道交叉口西50米的钰足康专业修
脚店内非医师开展治疗刺瘊等诊疗活动，其违
法所得28150元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本机
关拟对你(单位)作出没收药品、器械（详见《证据
先行登记保存决定书》京顺卫医保决[2021]J4-06
号）并罚款人民币9万元整的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
四条和第四十五条规定，你（单位）享有对此进
行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如你（单位)无进一步陈
述、申辩的意见，本机关将调查终结并依法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如你（单位）有进一步陈述、申辩
的意见，请于5日内提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三
条第一款和第六十四条规定，你（单位）有要求举行
听证的权利。如你（单位）要求听证，应当在收到本
通知后5日内提出书面申请。逾期视为放弃听证。

北京市顺义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胡智铭：原告张忠来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辽0882民初4998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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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大石桥市人民法院
付瑶：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
林市吉林大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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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0202民初
251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民事审判一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
迟玉增：本院受理张津铭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吉0202民
初375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民事审判一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
查玉考：本院受理查焕国诉兴义市则戎镇人民
政府行政协议一案，诉讼过程中，查焕国死亡，
你作为查焕国的继承人可继续参加诉讼，现向
你送达参加诉讼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
为送达。提交身份证明和参加诉讼申请书的时
间均为公告期满后10日内，逾期不提交申请则视
为你放弃参加诉讼的权利。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曾昭成：原告河北滦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0824民初2587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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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滦平县人民法院
关永诚、赵文龙、赵民：原告河北滦平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本院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冀
0824民初216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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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上诉于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滦平县人民法院
刘桂岩：原告河北滦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0824民初2177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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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滦平县人民法院
王民：原告河北滦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
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0824民初2590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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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河北省承德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滦平县人民法院
王民：原告河北滦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0824民初2688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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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滦平县人民法院
王国龙：原告河北滦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0824民初3038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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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河北省承德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滦平县人民法院
朱纪峰：原告河北滦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冀0824民初3085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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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滦平县人民法院
路明：原告河北滦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
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审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冀0824民初3196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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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滦平县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温州大全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温州
广播电视传媒集团与你公司(被申请人)之间的合
同纠纷一案，立案号为(2021)温仲字第315号。因以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2021)温仲裁字第315号裁决
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地址：温州市锦江路458号深
蓝国际大厦12楼；联系电话：0577-88965650)。

温州仲裁委员会
林骅：本委受理申请人李荣光与你(被申请人)之间
的合伙协议纠纷一案，立案号为(2021)温仲字第876
号。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本
委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选定仲裁员的函及相关
证据材料。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你的答辩期限、选定仲裁员期限、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15日、20日内。选定仲裁员期
限届满后，本委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定于2022年4
月8日14时30分在本委第三仲裁庭进行开庭审理。
请你于开庭3日前来本委领取仲裁庭组成通知书及
开庭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无正当理由不到庭，
将依法缺席裁决。(联系电话：0577-88965673)

温州仲裁委员会
武龙：本委受理(2020)并仲裁字第781号，申请人晋城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与被申请人范海燕、武
龙之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0)并仲裁字第781号裁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来本委领取裁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太原仲裁委员会
太原市金禹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曹焕金、山西迅马
旅游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刘峰、邢小娟、王禹、王思
雨：本会受理(2018)并仲裁字第757号，申请人山西融
金振兴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被申
请人太原市金禹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曹焕金、山西
迅马旅游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刘峰、邢小娟、王禹、
王思雨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主体变更决定书、变更仲裁通知书、
变更仲裁申请书(副本)、举证通知书等。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你方应在公告送
达期满后15日内提交答辩书及相关文件、30日内
提交证据。开庭时间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
九时(节假日顺延)，逾期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陈凤金、柳丽英、郭建焰、王春兰、郭秋金、曾德
山：本会受理(2019)并仲裁字第636号，申请人山
西融金振兴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与被申请人陈凤金、柳丽英、郭建焰、王春兰、郭
秋金、曾德山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主体变更决定书、变更仲
裁通知书、变更仲裁申请书(副本)、举证通知书
等仲裁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
为送达。你方应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提交答
辩书及相关文件、30日内提交证据。开庭时间定
于举证期限届满后次日十六时三十分(节假日顺
延)，逾期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郭秋金、曾德山、陈凤金、柳丽英、郭建焰、王春兰：
本会受理(2019)并仲裁字第378号，申请人山西融金
振兴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被申请
人郭建焰、王春兰、郭秋金、曾德山、陈凤金、柳
丽英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方公告送达主体变更决定书、变更仲裁通知
书、变更仲裁申请书(副本)、举证通知书等仲裁
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
达。你方应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提交答辩书
及相关文件、30日内提交证据。开庭时间定于举
证期限届满后次日上午十时三十分(节假日顺
延)，逾期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太原嘉利信贸易有限公司、叶金发、周进金、唐亚
粦、陈玉珍：本会受理(2019)并仲裁字第515号，申请
人山西融金振兴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与被申请人太原嘉利信贸易有限公司、叶金发、
周进金、唐亚粦、陈玉珍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主体变更决定
书、变更仲裁通知书、变更仲裁申请书(副本)、举
证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视为送达。你方应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内提交答辩书及相关文件、30日内提交证据。
开庭时间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次日十五时(节假
日顺延)，逾期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郭建焰、王春兰、郭秋金、曾德山、陈凤金、柳丽英：
本会受理(2019)并仲裁字第376号，申请人山西融金
振兴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被申请
人郭建焰、王春兰、郭秋金、曾德山、陈凤金、柳丽英
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主体变更决定书、变更仲裁通知书、变更仲裁
申请书(副本)、举证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你方应在公告送达
期满后15日内提交答辩书及相关文件、30日内提交
证据。开庭时间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次日九时(节
假日顺延)，逾期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迁安海胜商贸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王建新诉
你单位工伤待遇等劳动争议一案(迁劳人仲案字

【2021】第530号)。因无法联系你(单位)，现依法向
你(单位)公告送达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举证
通知及仲裁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
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十日
内，定于2022年3月15日9时在迁安市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庭(河北省唐山市迁安市创客广场5号门
A1112室)开庭审理。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
将依法缺席裁决，联系电话0315-763958。

迁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海南因果文化传媒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本委受
理的邓跃文诉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三劳人仲裁字〔2021〕第
711号裁决书。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
本委领取裁决书(地址：三亚市迎宾路285号市房
地产服务中心11楼)，逾期视为送达。本仲裁裁决
为非终局裁决。你公司如不服本仲裁裁决，可自
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三亚市城郊人民法
院起诉；逾期不起诉，仲裁裁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一方当事人拒不履行生效仲裁裁决的，另一
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三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三亚瑞彩海景酒店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周俊
婷等49人诉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三劳人仲裁字〔2021〕第748号
-第796号裁决书。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到本委领取裁决书(地址：三亚市迎宾路285号市
房地产服务中心11楼)，逾期视为送达。本仲裁裁
决为非终局裁决。你公司如不服本仲裁裁决，可
自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三亚市城郊人民
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仲裁裁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一方当事人拒不履行生效仲裁裁决的，另一
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三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海南永猫国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已经受理
胡仁裕与你单位劳动争议案(琼劳人仲案字

〔2022〕第191号)，并定于2022年2月25日15时开庭
审理。因无法送达你单位，限你单位在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委(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海府路69
号艺苑大厦10楼，联系电话：0898-65311325)领取
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和开庭通知书等，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按时出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海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海南港翔农牧有限公司：本委已经受理颜朋与
你单位劳动争议案(琼劳人仲案字〔2022〕第213
号)，并定于2022年2月28日10时30分开庭审理。因
无法送达你单位，限你单位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委(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海府路69号艺苑大
厦10楼，联系电话：0898-65311325)领取应诉通知
书、申请书副本和开庭通知书等，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按时出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海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张邵平：本院受理孙荣家诉你与辽宁超群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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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大石桥市人民法院
马新华：本院受理鲍兴磊诉你所有权确认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辽0882民监4号
民事裁定书、应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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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
起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
席裁判。

辽宁省大石桥市人民法院
(2021)陕0102民初13436号 朱成龙、景媛：本院受
理原告西安市住房置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
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陕0102民初1343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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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陕
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陕0102民初5587号 苟天峰、刘海颖、陕西
兴庆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
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1)陕0102民初55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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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
于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赵文成、张俊明：本院受理魏观亮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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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宋家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人民法院
王常春：本院受理贵州兴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1)黔2322
民初4863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举证及应诉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诉讼风
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廉政监督卡、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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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依法缺席审理。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汪天金：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黔西南分公司与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2322民初3524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6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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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
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贵州房聚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
有国)：本院受理张万丽与你司合同纠纷一案
(2021)黔2322民初5107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证
据副本、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
权利义务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

“三个规定”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
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时间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
限为答辩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9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审理(节假日顺延)，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广东赫本纺织品有限公司、杨翰卿：本院受理江阴
市上林纺织有限公司与你们定作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合议庭通知、举证须知、权利义务、民事裁定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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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长泾法庭第
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许永波：本院受理江阴市璜土常一建材经营部与
你、徐国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苏0281民初7978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
知，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临港经济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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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江阴市博恩广告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江阴市澄北畅
兄广告材料商行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权
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须知、廉政监督卡、(2021)苏0281
民初14074号民事裁定书(财产保全)、(2021)苏0281民
初14074号之一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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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期
满后第3日14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滨江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钱灵：本院受理承明惠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举证须知、权利
义务、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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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长泾法庭第四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沈革新：本院受理江阴市兴建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
司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
庭通知、举证须知、权利义务、民事裁定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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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长泾法庭第
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李令先：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苏州市分公司与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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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通知、举证须知、权利
义务、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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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长泾法庭第四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徐秀峰：本院受理严会文诉你修理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举证须知、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15日至30日内，并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杨阳：本院受理王凯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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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材料、举证须知、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姬祥：本院受理管俊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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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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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琚湾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王昌明：本院受理张念升诉你及葛凯丰追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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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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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兴隆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罗静：本院受理潘福兰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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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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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琚湾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随州市恒松商贸有限公司、黎小松：本院受理湖
北闽东瑞格电机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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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郭文俊、张光会：本院受理唐书兵、范兆林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21)鄂0683民初190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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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刘妮娜：本院受理原告李洪雷与被告刘妮娜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开庭
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
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华山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
邢克萍、刘吉松：本院受理原告宫永军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鲁0215民
初885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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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交纳上诉费，上诉于青
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
张延友：本院受理原告黄绪民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鲁0215民初1181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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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交纳上诉费，上诉于青岛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
朱硕玉、李晓红：原告即墨区鑫利源汽车租赁服
务部诉你们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等。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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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华山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
宋文芳：本院受理原告王永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鲁0215民初12201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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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交纳上诉费，上诉于青岛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
朱崇发：本院受理原告于启波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鲁0215民初7291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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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交纳上诉费，上诉于青岛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
邹成龙：本院受理罗贵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赣0704民
初378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田村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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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大连市沙河口区工业总公司：本委受理的大连
星海融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你之间的物业服
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委[2021]大仲字第551号裁决书。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裁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

大连仲裁委员会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何学轻：本院受理原告毕节金鼎煤机设备制造
有限公司诉被告何学轻、梅相日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
票、举证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2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廖兴伟：本院受理李顺洪、李仕青诉你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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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8：40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1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通海县人民法院
王记兴：本院受理尹丽贤诉你合伙合同纠纷一
案，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自公告起3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
石进军：本院受理原告赵均平诉被告秦帅、石进军
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安平县人民法院
王腾、宋倩：上诉人东风汽车财务有限公司就
(2021)冀1182民初2130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河北省深州市人民法院
滕玲玲、田泉旺：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饶阳支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冀1124民初9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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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衡水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饶阳县人民法院
台创智能装备(东莞)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安徽申德精
密机械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皖0122民初7786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起经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上述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讼状，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法院
蒋平华、苏华：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铜陵市分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皖0705民初492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30内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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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铜陵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刘金莲：本院受理原告黄承兵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案号：(2022)桂0326民初18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
风险告知书、告知权利义务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上午9：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百寿人民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县人民法院
束庆育：本院受理原告寿县寿春瑶海综合大市场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与你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2021)皖
0422民初6178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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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
并定于2022年3月15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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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宏：本院已受理原告安徽寿县联合村镇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0422民初3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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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
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张勤周：本院已受理原告王菊应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监督卡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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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11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正阳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朱仁忠、张翠美：本院受理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锡山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205民初366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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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顾国晓：本院受理朱华玲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环资庭领取民事判决，逾期则视
为送达，本判决书送达当事人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11555号 侯春娥、杨相乐、杨余
鹏、吴林针：我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雁东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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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本案定于2022年3
月11日9时00分在本院大荆人民法庭适用普通程
序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11033号 章育志、项云珍、潘善
敏、金鹏：我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仙溪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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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本案定于2022年3月11日
9时00分在本院大荆人民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11554号 牟国云、陆廷燕、牟国
青、牟海林：我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仙溪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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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本案定于2022
年3月11日9时00分在本院大荆人民法庭适用普
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王素伟：本院受理韩连坤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0109民初
343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即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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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人民法院
石复生：本院受理张元芬、卢锡明与石复生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21)黔2732民初1611号，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到我院领取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
告知书、康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如逾期未领取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第三日上
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不到将依法缺席审理。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唐田红、蒙速妹：本院受理三都富民村镇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蒙速妹、唐田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案号为(2021)黔2732民初2381号，因你们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到我院领取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
告知书、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等材
料，如逾期未领取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
2月28日下午15时00分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到将依法缺席审理。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陆密：本院受理原告石长法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2021)黔2732民初2203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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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上述
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2年3月1日10时3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张贵发：本院受理韦贵芝与张贵发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相关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并定于2022年3月30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家事少年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蒙帮勇：本院受理贵阳恒晨饲料有限公司与蒙帮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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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相关诉
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2022年4月7日下午15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王金恋：本院受理原告保定满城区利丰村镇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被告王金恋、李刚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供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
2022年3月4日上午9时在保定市满城区人民法院审判
楼第七审判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保定市满城区人民法院
康文海：本院受理原告保定市九州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诉被告康文海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供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2年3月4日
上午9时30分在保定市满城区人民法院审判楼第
七审判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保定市满城区人民法院
姜治良：本院对原告蚌埠中建集装箱有限公司
阜阳分公司诉被告姜治良租赁合同纠纷(2021)皖
1202民初162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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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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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要求你退还租
赁物并支付租赁费4800元，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黄洋：本院对原告董彬诉被告黄洋民间借贷纠
纷(2021)皖1202民初180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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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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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偿还借款2000元，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张盼盼：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六安市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皖
1502民初8090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于公告
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安徽省
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杜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六安市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502民初
813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于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民
一庭提交上诉状副本，上诉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王尚军：本院受理赵东彬诉陈绍岭中介合同纠纷一
案，追加你为本案当事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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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
视为送达。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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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邯郸市泰亚投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杨
兰与被上诉人刘保平、原审被告杨立华、王伟
鹏、邯郸市泰亚投资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3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七审判庭公
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孙泽强：本院受理孙泽平诉你物权确认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辽0304民初
32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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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本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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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百年天成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贵
州新大洲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王平、张力丹、
第三人长顺县百年天成旅游文化有限公司、贵
州百年天成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
异议之诉纠纷一案，被告王平不服本院一审
(2021)黔2729民初1201号判决提出上诉，因你单位
工商注册地送达不能。本院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案上诉状副本、送达地址确认书、举证通知
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贵州省长顺县人民法院
程康：本院受理原告刘玉琼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503民初8916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城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法院
张小见、何文勃：本院受理马标与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
皖1621民初753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内
来本院涡北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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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
杜珍珍：原告吴云鹤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应诉、举证通知
书、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告知合议庭通知
书。自公告起经过30日即视为公告送达。答辩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8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常州亿盈栎商贸有限公司、王春明：原告铜陵市弘
昌物资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皖0705民初
449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30内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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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铜陵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鲍国庆、王丽荣：本院受理田树安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
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起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综合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吉林省洮南市人民法院
赖芝礼：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市分公司诉被告赖芝礼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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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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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浙0382民初11319号 何阿林：我院受理原
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市分公
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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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本案定于2022年3月3
日14时10分在本院大荆人民法庭适用普通程序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11320号 陈久青：我院受理原
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市分公
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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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本案定于2022年3月3
日14时10分在本院大荆人民法庭适用普通程序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11050号 叶函平、干知形、叶云
宝、李顺亮：我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大荆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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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本案定于2022
年3月11日9时00分在本院大荆人民法庭适用普
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特825号 本院于2021年12月1日立
案受理申请人郑和平申请宣告郑元好死亡一
案。申请人郑和平称，下落不明人郑元好(男，
1973年3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乐清市
柳市镇柳南村，公民身份号码330323197303143658)
于2014年在北京务工时无故失踪。下落不明人郑元
好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
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
人郑元好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郑
元好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
知悉的下落不明人郑元好情况，向本院报告。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张祥志：本院受理的武虎、马丽丽与你民间借贷
纠纷(2016)皖1302执1006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领款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0日内，来本
院办理领款手续，逾期不来院办理的视为放弃，
该款将依法退还申请执行人。

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人民法院
李国鹏：本院已受理原告龙宏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监督卡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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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正阳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李军永、彭洋：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阜阳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们去向不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
皖1204民初3659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
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人民法院
肖志新：本院受理原告姚启春诉你加工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182
民初395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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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
李梅、苗可才：本院受理原告杨春诉被告李梅、苗可
才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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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答
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08时30分整(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万纪周：本院受理原告朱树忠与被告万纪周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205民初
638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无
锡市锡山区华夏中路6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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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恒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上海
百宝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与你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205民初6384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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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邢国军、许伟芹：申请执行人陈春普与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由于你们未能履行(2021)苏0903民
初684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
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因你们长期在外，无法送达，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和本院
(2021)苏0903执3180号之一执行裁定书，拍卖你们名下
位于盐城市区新西门路110号403室不动产。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2020)皖8601破9号之二 合肥尚派置业有限公司
已被宣告破产，现有财产亦经分配，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
本院于2021年12月10日裁定终结合肥尚派置业
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合肥铁路运输法院
(2021)浙0203民催66号 本院于2021年9月17日立
案受理申请人东莞市三润塑胶科技有限公司的公
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依法办
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于2022年1月6日判决：宣告号码31300051
46640933、金额3万元、出票人宁波伟裕工贸有限
公司、收款人南昌夕肴商贸有限公司、付款行临
商银行宁波鄞州支行、出票日期2021年6月17日、汇票
到期日2021年12月17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自本判
决公告之日起，该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催66号之一 本院于2021年9月17日立
案受理申请人东莞市三润塑胶科技有限公司的公
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依法办
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于2022年1月6日判决：宣告号码31300051
46657224、金额3万元、出票人宁波金辰宝品钢铁有限
公司、收款人宁波道禾钢铁有限公司、付款行临商
银行宁波分行、出票日期2021年6月22日、汇票到期日
2021年12月22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自本判决公告
之日起，该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催73号之四 本院于2021年10月26日立
案受理申请人丰县富鑫钢化玻璃厂的公示催告申
请，对其遗失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
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2
年1月6日判决：宣告号码31300051 50486066、金额5万
元、出票人宁波弈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宁
波玖信贸易有限公司、付款行宁波东海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海曙支行、出票日期2021年6月28日、汇票到期
日2021年12月28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自本判决公
告之日起，该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催73号之五 本院于2021年10月26日
立案受理申请人山东赫阳塑粉有限公司的公示催
告申请，对其遗失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依法办理了
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于2022年1月6日判决：宣告号码31300051 46655031、金
额5万元、出票人宁波碧海蓝帆商贸有限公司、收款
人宁波安蒂拉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付款行临商银行
宁波慈溪支行、出票日期2021年6月18日、汇票到期日
2021年12月18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自本判决公告
之日起，该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催74号之五 本院于2021年11月10日受
理了申请人绍兴市隆展化工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
申请。对其遗失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号码31300051？
50487226、票面金额10万元、出票人宁波八村物资有
限公司、收款人宁波一昕贸易有限公司、付款行宁
波东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曙支行、出票日期2021
年9月9日、汇票到期日2022年3月9日)依法办理了公
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该申请人申请撤回公示
催告。本院于2022年1月6日作出(2021)浙0203民催74号
之五民事裁定，裁定终结本案的公示催告程序。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催1号 申请人佛山市兴辰达五金有
限公司因遗失持有的银行汇票一份，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汇票号
码31300051 46625307、金额5万元、出票人宁波捷诚达
新材料有限公司、收款人宁波珍亿新材料有限公
司、付款行临商银行宁波慈溪支行、出票日期2021年
6月24日、汇票到期日2021年12月24日。自公告之日起
60天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
报，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
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 )浙0203民催1号之一 申请人无极县普
源皮革制品有限公司因遗失持有的银行汇票一
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
法予以公告。该汇票号码31300051 51008977、金
额3万元、出票人宁波金辰宝品钢铁有限公司、收
款人宁波道禾钢铁有限公司、付款行临商银行
宁波分行、出票日期2021年7月20日、汇票到期日
2022年1月20日。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利害关系
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本院将依
法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李淼不慎遗失身份证，证号：131022199208130314，
声明作废。自见报之日起不承担被人冒用而引发
的一切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李 勇 遗 失 道 路 运 输 从 业 资 格 证 一 张 ，证 号
61252419740110187X，声明作废。
李成友遗失身份证，证件号为452230195203066016，自
遗失之日起本人不承担他人冒用之后果。特此声明。
于博伟遗失人民警察证，(证号)警号：北京市海淀
公安分局038224，声明作废。
李光藉于2021年12月21日遗失第二代身份证，号
码：452127199409123033，声明作废。
郭 存 虎 在 海 南 海 口 遗 失 身 份 证 ，证 号 ：
152726198007064211，自登报之日起本人不承担他
人冒用的后果，特此声明。
杨立军遗失中信联合汽车(北京)有限公司2013年5
月28日开具的押金收据，收据号0720350金额两万
零柒百元整，声明作废。
杨惠杰于2021年12月30日不慎遗失第二代身份
证，号码：44088200208151618，本人已申领新证，此
证已失效。特此声明。
周凯凡将在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汨
罗 市 支 公 司 投 保 的 保 险 单 号 为
804012019430681000004的保险单发票(发票号：
36268291)丢失，特此声明。
本人魏怡昕于2021年1月9日遗失第二代身份证
(身份证号：331021199402040022)，已挂失，此后由
此张身份证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本人一概不予
承担，特此声明。
本人池奇于2022年1月1日不慎将第二代身份证遗失，
身份证号码：410527200011069872，自登报之日起不承
担被人冒用而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本人陈清枝于2022年1月7日在福建省福州市不慎遗
失第二代身份证，号码为：350182198806233564，有效期
限：2021年07月06日-2041年07月06日，签发机关：福州
市长乐区公安局，自本声明发布注明遗失日起所有
与本身份证有关事情与本人无关，特此声明。
北京哈锅机电设备中心(注册号：110106604429510)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北京远名扬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14MA01PLA64G，声明作废。
北京朝青时代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053483885369)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和
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声明作废。
北京焱升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5MA01RHYY6R)不慎遗失公
章，声明作废。
中 安 汉 辰 国 际 贸 易 ( 北 京 ) 有 限 公 司
91110113MA01ANCE6M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雅琦家居装饰中心(注册号：110105604296174)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声明作废。
北京嘉乐斯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不
慎遗失工会法人资格证书正本，证书编号：京工
法证字第01102001236号，声明作废。
北京京五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6MA01EL4J2C)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和
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声明作废。
北京欧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MA01MDRJ0J)不慎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山东诚彩格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100MA3NUNY9XM)不慎遗失公章、法人人
名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北 京 市 雅 菲 客 商 贸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 注 册 号：
1101082557616)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税务
登记证(税号：110108748846102)正、副本和组织机
构代码证(代码号：748846102)正、副本，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北京华龙知星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QREQ5P)作废公章、财务
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佰驰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5530696493)作废发
票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天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16MA004JQM6E)作废公章、财务专用
章、财务专用章(1)、合同专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通洋伟业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6MA01QKGH5Y)作废合
同专用章，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博容百益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1C71B99)作废财务
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跃凯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06074171646A)作废合同专用章、财务
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北京体藏国际艺术博物馆(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5051434925F)作废发票专用
章一枚，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北京蒲公英翼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302MA01UD1H2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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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万元减至人民币10万元。请债权人
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
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知更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0832718132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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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5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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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旷视天地广告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6MA01QQWA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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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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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心智造(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13085461606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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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债
权人于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
或提供相应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适才互动(北京)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55855672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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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万元人民币，请
债权人于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
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标新视野职业教育发展中心(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5765004038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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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3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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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恒科天地矿业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2756035537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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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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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悦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8MA01CNB4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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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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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驷海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08MA00FPM74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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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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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企未来(北京)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9MA0217GEX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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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2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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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宏鼎轩商务酒店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6MA0050F93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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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万元减少至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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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策游文化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16MA7F4RBX9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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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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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北京京五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6MA01EL4J2C)经股东决定，拟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杜鹃，清算
组负责人：杜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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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总公司同意，北京青年旅行社股份
有 限 公 司 密 云 营 业 部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110228MA019MMY54)；北京市密云区东菜园小
区3-4-102，由于经营原因，自见报之日起登记注
销，如有债权债务人，请见报后10日内跟北京青年
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联系；联系人：马思源，手机
13321171546；逾期将按相关规定处理；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北京佳和长信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8MA01RQLC8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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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天美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赵宠，清算组负
责人：赵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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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353011100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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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俊源、李铮，清算组
负责人：赵俊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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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06344281168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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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雨歆、邢国华，
清算组负责人：邢国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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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网安先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1061281141U)经股东决定，拟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刘骑，清算
组负责人：刘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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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金正泰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1344344560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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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新东、赵伟，清算组负责人：黄新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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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邦迪泰瑞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1344344667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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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新东、
赵伟，负责人：黄新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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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朝青时代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3483885369)经股东决定，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
北京全聚友国际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清算组负责
人：马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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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驿国际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130671046XR)经股东决定，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梅
玫，清算组负责人：马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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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西城区阎岭舞蹈艺术培训学校
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经主管单位同
意，拟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
清 算 组 ，清 算 组 成 员 ：阎 岭 ，联 系 电 话 ：
13810286460。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
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北京全聚友国际文化投资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1306710347X)经股东决定，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梅玫，清
算组负责人：马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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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易注销公告：北京大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5666279351N)经股东决定，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并承诺承担未受清
偿的债权债务，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20天
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市雅菲客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11010825576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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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鑫、马菁
萱，清算组负责人：李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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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朗智伟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号：110108000835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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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冠群、
魏海燕、吴亚辉、杜建新、许震球、索立鸽，清算组负
责人：吴亚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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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利影(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59767035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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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学琦、周宇、张亦春，清算组负
责人：刘学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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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公告：北京同悦园
快 餐 店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110108MA00QY8W4G，现拟变更为企业组
织形式，变更后的企业类型为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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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工商户签
名：贾晓风，2022年1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