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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青岛昆仑海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安平
县德跃丝网制造有限公司诉被告青岛昆仑海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冀1125民初1383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城关法庭领取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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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安平县人民法院
深圳市恒泰创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原告长汀县童
坊镇黄坊村揭屋一、二组与黄德平、黄坊村委、第三
人你公司林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
告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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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16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福建省长汀县人民法院
刘晨乐、周灵彤、潘幸：本院受理张立位诉你确认合
同效力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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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群峰：殷莉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事
裁定书及传票等。原告诉请为：1、请求判令原被
告离婚;2、请求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9时30分(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北
塘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刘婷、黄从武：本院受理原告许益中诉刘婷、黄从武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依法缺席判决。现向你公
告送达(2021)苏0205民初421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一、解除许益中与刘婷于2017年11月18日签
订的关于鲁Q013LT汽车买卖协议。二、刘婷于本
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许益中购车款370000元。
你应于自公告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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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小锋：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无锡市分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
纷一案，已依法缺席判决。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0205民初625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案为小额
诉讼程序，一审终审。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王高：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无锡市分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
一案，已依法缺席判决。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
0205民初625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案为小额诉
讼程序，一审终审。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无锡市飞扬暖通设备有限公司、李春坤：本院受理无
锡科瑞嘉通风管道制作有限公司与你们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21)苏0205民初416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东北塘人民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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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国强、廊坊雄德建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21)苏
0205民初5187号原告无锡正升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与
被告无锡市汇久物资有限公司、廊坊雄德建材有
限公司、孟国强、南通同启欣商贸有限公司、河北
豫龙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应诉、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以及廉政监督卡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无锡市锡山区华夏中路6号)第五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郑华峰：本院受理原告薛明星与被告郑华峰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205民初
70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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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元国：本院受理原告杨宁宁诉你建设工程合同纠
纷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
0205民初249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安镇人民法庭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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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贵：本院受理原告锡山区溪桥钢材加工厂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苏0205民初196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安镇人民法庭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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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海祥：本院受理原告无锡市宇然服饰厂诉你买卖
合同纠纷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苏0205民初124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安镇人民法庭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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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塔环保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江
苏嘉年华建设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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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安镇人民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无锡绿洲五羊车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无锡
赛盈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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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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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安镇人民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10028号 祁春：原告周宏炎诉你
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
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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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20日内。本案定于
2022年3月11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三法庭适
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新余市盛鑫五金工具有限公司、许方辉、许益盛：
本院受理原告温州亚特合金科技有限公司与你
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送达，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
568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虹桥法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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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美钦：本院受理原告邬爱华与被告郭美钦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6749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虹桥法庭领取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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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三七：原告姜桂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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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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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小庆、江月霞：原告江玉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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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合议庭通知书。自公告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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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分(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发区法庭第二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洪小香：原告张国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皖0705民初4052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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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铜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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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月：本院受理原告李小明诉你离婚纠纷(2022)辽
0727民初15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故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
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视为送达。答辩期及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义县人民法院
顾维广：本院受理原告王炯诉你民间借贷纠纷(2022)
辽0727民初61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故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
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视为送达。答辩期
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义县人民法院
于喜智：原告黄晓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等。自公告起3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
举证期的期限均为送达后15日，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
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理。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人民法院
陈剑波：本院受理王均锋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
鄂0684民初279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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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
安徽明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张明、汪士菊、张俊文、
田忠静、张智勇、王来成、陈成、杨正元：本院受理
霍邱县兴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诉你们追偿
权纠纷一案，因你们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21)皖1522民初5652号案件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等。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
于公告期满后次日上午0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一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李新磊：本院受理郑杰杰诉你离婚后财产纠纷一
案，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
1522民初8897号案件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次日下午15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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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严旭、周正英、严明、栾静：本院受理原告李建军诉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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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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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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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温岭市圆力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因遗失
浙 江 民 泰 商 业 银 行 台 州 分 行 出 具 的 号 码 为
31300051？50370175、31300051？50370176、31300051？
50370177，金额均为100000元、出票人为浙江豪贝泵业
股份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三张，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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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宁波君越仓储设备有限公司因遗失浙
江民泰商业银行出具的号码为31300051 49878013、
金额为30000元、出票人为浙江玛克威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
报，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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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
李金喜：本院受理李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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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摆世勇：本院受理原告李德玉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
通知书、民事诉讼权利义务须知、举证通知书、
诉讼风险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
后的第三日上午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准时
开庭，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硕县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7561号
陈刚、伍爱琼：本院受理原告四川正合意物业服
务有限公司与被告陈刚、伍爱琼物业服务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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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刚、伍爱琼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向四川正合意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给付2020年1月
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的物业服务费848.54元
及资金占用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本金
848.54元为基数，从2021年1月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
的本金给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予以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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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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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费减半收取为25元，由陈刚、伍爱琼共同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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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川0903民初2485号
王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遂宁分行与王杰信用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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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杰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遂宁分行信用卡尚欠透支本金47974.83
元及利息、违约金，利息、违约金的计算方式为：
以实际尚欠透支本金为基数，从记账之日起，按
合同约定标准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本金给付之
日。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金，
利息、违约金支付至本金付清之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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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号
贺斌：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遂宁分行与被告贺斌信用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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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
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信用卡透支本金
20 000元及利息、违约金，利息、违约金的计算
方式为：以本金20000元为基数，自记账日始按
合约约定的标准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本金给
付之日。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
金，利息、违约金支付至本金付清之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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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31号
唐小明：本院受理原告黄昭芬与被告唐小明、石
桂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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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小明、石桂芳于本
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向黄昭芬偿还借款100
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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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号
王韬：本院受理原告舒鑫元与被告王韬民间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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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舒
鑫元偿还借款100000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
为：以本金3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1日起；以
本金30 000元为基数，自2021年1月1日起；以本金
40 000元为基数，自2021年4月7日起，均按同期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为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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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0号
遂宁市安居区蝶彩青苹果家具店、夏勇：本院受
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与
被告遂宁市安居区蝶彩青苹果家具店、夏勇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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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市安居区蝶彩
青苹果家具店、夏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偿还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贷
款本金58 654.50元、利息625.13元及罚息、复利，
罚息、复利的计算方式：第一笔借款自2020年12
月20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本金给付之日止，以本
金28 654.50元为基数，按借款合同约定利率标准
计算；第二笔借款自2021年5月16日起至本判决
确定的本金给付之日止，以本金30 000元为基
数，按借款合同约定利率标准计算。若未按本
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金，上述罚息、复
利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二、驳回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的其他诉讼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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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2号
蒋琴、吴相岚：本院受理原告唐小华与被告蒋
琴、吴相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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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蒋琴、吴相岚于
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向唐小华偿还借款本
金500 000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以本金500
000为基数，从2021年5月18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
本金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3.85%为标准予以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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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驳回唐小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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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号
王坤秀：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遂宁分行与被告王坤秀信用卡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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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坤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信用卡尚欠透支
本金29 730.36元及利息、违约金，利息、违约金的
计算方式为：以实际尚欠透支本金为基数，自银
行记账日始按合约约定标准，计算至本判决确
定的本金给付之日。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给付
之日给付本金，利息、违约金支付至本金付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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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49号
贺羽平：本院受理原告遂宁市北兴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与被告贺羽平、陈勇均物业服务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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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羽平、陈勇均于本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向遂宁市北兴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支付2015
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物业服务费5
010.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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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元，由贺羽平、陈勇均共同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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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川0903民初7660号
李伶伶：本院受理原告遂宁市北兴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与被告蒋开松、李伶伶物业服务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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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一、蒋开松、李伶伶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向遂宁市北兴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支付
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物业服务费
3 8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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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元，由蒋开松、李伶伶共同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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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黔2322民初2934号
潘邦环：本院受理兴仁县宏兴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与潘邦环(2021)黔2322民初2934号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联系，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新楼6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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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
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2021)黔0115执恢390号 郭永鸿：本院受理中国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分行与贵定县现代
家电超市、赵嘉钰、郭永鸿、吴军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9月22日依法对被执行
人郭永鸿名下所有的观山湖区长岭北路中天会
展城A9组团1-5栋(4)1单元23层2号(不动产登记
证明号：Y1414493)房屋进行网络询价，网络询价
结果分别为：京东大数据评估询价平台均为
2945814.00元;中国工商银行融e购电商平台均为
2977133 .00元：阿里拍卖大数据询价平台均为
2506962.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
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第十三条的规
定，因评估报告有限期限为一年，本院拟以上述
询价结果的平均值2809970.00元作为参考价由合
议庭合议后进行网络司法拍卖。本公告自发出
之日起即视为送达，如有异议，请于收到公告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出。逾期，本院将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
条、第二百四十七条之规定，对被执行人郭永鸿
名下所有的观山湖区长岭北路中天会展城A9组
团1-5栋(4)1单元23层2号(不动产登记证明号：
Y1414493)房屋进行网络司法拍卖。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
胡晓宇、姜涛：本院受理吉林省再就业小额贷款
担保服务中心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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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
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2021)川0903民初2113号
柏宏光、孙洪维：本院受理原告遂宁市船山区丰
龙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被告柏宏光、孙洪维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采
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21)川0903民初211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主文如下：一、被告柏宏光、孙洪维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遂宁市船山区丰龙小额
贷款有限公司偿还利息22 066.66元；二、原告遂
宁市船山区丰龙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就被告柏宏
光、孙洪维所有的位于蓬溪县蓬南镇邻遂路(和
谐家园)A幢4单元5楼1号房屋折价、拍卖或变卖
后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三、驳回原告遂
宁市船山区丰龙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
请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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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为人民币2
780元，公告费1 380元，合计4 160元，由被告柏宏
光、孙洪维负担。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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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川0903民初287号
曾清秀、陈良分：本院受理原告徐和富诉被告曾
清秀、陈良分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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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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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苏0311民初4535号
徐州市亿冠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徐州方祥投
资担保有限公司、汤胜平、黄义碧、何朝春、阮
永琴、汤益晖、汤燕容、李玉书、刘秋英：本院
受理原告邓海昀与你们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
0311民初453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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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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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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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7号
丁效荣：本院受理原告陈尔举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 )苏0311民初26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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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须
知、案件受理费催缴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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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50号
段海峰、宜昌九京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董丽玲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公告期满后的第3
日9：3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九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9171号
尹明业：本院受理原告程译萱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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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公告期满后的
第3日9：3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九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7974号
李志华(住江西省鄱阳县侯家岗乡闾田村)：原告
吕骏与被告李志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
状副本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开庭审理时间为2022年
3月7日10时00分，开庭地点为本院8号审判庭。合
议庭组成人员：李恒帆、李绍娟、应群敏。逾期不
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3812号
何燕华：本院受理原告四川富通道桥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告何燕华、杨长清挂靠经营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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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被告何燕华、杨长清在本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偿还原告四川富通道桥股份有限公司
货款人民币53788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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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案件受理
费人民币570元，由被告何燕华、杨长清负担。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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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中朴：本院受理泰兴市德泉农资超市诉你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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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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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期满后第3日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宣堡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7416号
陈玫伊、吉冉、米福明、徐知阳：本院受理原告米
加伦、毛振碧诉被告遂宁市船山区双富砂石厂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申请追加陈玫伊、吉冉、米
福明、徐知阳为本案原告，追加刘桂龙为本案第
三人。因你们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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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追加原告申请书、追加第三
人申请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参加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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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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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苏1283民初10458号
朱荣军：本院受理原告奚晓霖诉你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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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转普裁定及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201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6628号
孟双全：本院受理原告倪伟与被告孟双全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784民初6628号民事判决书，请你自公告
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永康市人民法院民二庭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苏1283民初1928号
刘宏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泰兴分公司与被告扬州好享购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刘宏星电信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苏1283民初
192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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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泰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将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刘爱军：本院受理原告郭葱葱诉被告刘爱军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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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三楼民事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覃凌宇、路峰：本院受理原告孟丹平诉被告覃
凌宇、路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0)豫0402
民初3862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平
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5745号
刘泽：本院受理原告陈宇轩与被告刘泽民间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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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被告刘泽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
陈宇轩偿还本金342800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
式为：以尚欠借款本金342800元为基数，自2021年
1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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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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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40元，由
被告刘泽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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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爱莲、李建国、李大春、何建霞、李向丽、李
富国：本院受理原告薛保成、薛得松诉你们房
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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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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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黔2322民初5670、5671. 5672、5673、5674号
林春勇：本院受理原告沈国伦、曹学周、李秀
平、王家贵、王显华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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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10时0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潘家庄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柴金花：本院受理贵州省朝顺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与柴金花(2021)黔2322民初5323号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
庭前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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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限
届满后的第3日早上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道歉声明

  由于法律观念淡薄，2020年初至2021年6月，
本人温专业明知EXTRASUPERTADARISE(希
爱力)、Tadalafil&Dapoxetine HCITablets、美国金
虎鞭、滕素、 CROWN3000(顶点3000)等性保健
品含有毒、有害成分，仍通过微信、闲鱼网络平台
向全国不特定消费者销售284次，销售金额共计人
民币36000余元。本人的行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现经司法机关教育，本人已深刻反省，向公众真诚
致歉，承诺不再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对消费者在此
期间在我处购买的产品按购买价格予以退货。

道歉人：温专业
  由于法律观念淡薄，2020年4月，本人曹海颖
通过闲鱼网店销售保健品“速勃神鞭”。经鉴定，
上述保健品中含有西地那非成分。本人的行为
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现经司法机关教育，本人
已深刻反省，向社会公众真诚致歉，承诺不再实
施违法犯罪行为。

道歉人：曹海颖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海浩：本院受理刘传为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诉请：判你支付欠款110000元及资金占用费
(按年利率6%自2021年4月28日起计付)。因你下落
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
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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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7日15：30在本院第四号法庭公
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高丽娜、赵跃鹏：本院受理运城盛世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晋0821民初27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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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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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不上诉，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
林爱华：原告温州市江滨路鹿城段工程建设指
挥部诉被告林珍华、胡春梅、林爱华排除妨害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告送达(2021)浙0302
民初733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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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
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王金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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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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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新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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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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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立永、赵学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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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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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永昌、周景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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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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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连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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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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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秀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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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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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春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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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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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瑞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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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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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龙：本会受理(2020)并仲裁字第1311号，申请人
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与被申请人赵
龙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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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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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内提交仲裁庭组成人员及庭审
方式选择书、15日内提交答辩书及相关文件、30
日内提交证据。逾期未提交仲裁庭组成人员及
庭审方式选择书，本会主任将依法指定仲裁员
组成仲裁庭，你方应于仲裁庭组成后3日内来本
会领取仲裁庭组成通知书及开庭通知。开庭时
间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十五日十点三十分(节
假日顺延)，逾期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王丽青：本会受理(2020)并仲裁字第1322号，申请
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与被申请人
王丽青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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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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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内提交仲裁庭组
成人员及庭审方式选择书、15日内提交答辩书
及相关文件、30日内提交证据。逾期未提交仲
裁庭组成人员及庭审方式选择书，本会主任
将依法指定仲裁员组成仲裁庭，你方应于仲
裁庭组成后3日内来本会领取仲裁庭组成通知
书及开庭通知。开庭时间定于举证期限届满
后第十五日九点三十分(节假日顺延)，逾期仲
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刘新波、贾春兰、山西汇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刘江波：本会受理(2019)并仲裁字第1235号，
申请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与被申
请人刘新波、贾春兰、山西汇新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刘江波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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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仲裁规则及
仲裁员名册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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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内提交
仲裁庭组成人员及庭审方式选择书、15日内提
交答辩书及相关文件、30日内提交证据。逾期
未提交仲裁庭组成人员及庭审方式选择书，
本会主任将依法指定仲裁员组成仲裁庭，你
方应于仲裁庭组成后3日内来本会领取仲裁庭
组成通知书及开庭通知。开庭时间定于举证期
限届满后第十五日十四点三十分(节假日顺延)，
逾期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孝义市大宏标塑料有限公司、孝义市大秀山煤
业有限公司、山西硕麒煤制品有限公司、史志
强、郭兴华、史天朋、任静梅、侯永平、史志英、李
树森、杨丹：本会受理(2019)并仲裁字第1508号，
申请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与被申
请人孝义市大宏标塑料有限公司、孝义市大秀
山煤业有限公司、山西硕麒煤制品有限公司、史
志强、郭兴华、史天朋、任静梅、侯永平、史志
英、李树森、杨丹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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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仲裁规则及
仲裁员名册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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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内提交
仲裁庭组成人员及庭审方式选择书、15日内提交
答辩书及相关文件、30日内提交证据。逾期未提
交仲裁庭组成人员及庭审方式选择书，本会
主任将依法指定仲裁员组成仲裁庭，你方应
于仲裁庭组成后3日内来本会领取仲裁庭组成
通知书及开庭通知。开庭时间定于举证期限
届满后第十五日十五点三十分(节假日顺延)，
逾期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雷壮伟、郭宇娟、雷丽萍：本会受理(2020)并仲裁
字第1209号，申请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吕梁
分行与被申请人雷壮伟、郭宇娟、雷丽萍之间的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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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会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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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内提交仲裁庭组成人员及庭审方式选择
书、15日内提交答辩书及相关文件、30日内提交
证据。逾期未提交仲裁庭组成人员及庭审方
式选择书，本会主任将依法指定仲裁员组成
仲裁庭，你方应于仲裁庭组成后3日内来本会领
取仲裁庭组成通知书及开庭通知。开庭时间定
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十五日十六点三十分(节假
日顺延)，逾期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赵磊：本会受理(2020)并仲裁字第1306号，申请人
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与被申请人赵
磊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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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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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内提交仲裁庭组成人员及庭审
方式选择书、15日内提交答辩书及相关文件、30
日内提交证据。逾期未提交仲裁庭组成人员及
庭审方式选择书，本会主任将依法指定仲裁员
组成仲裁庭，你方应于仲裁庭组成后3日内来本
会领取仲裁庭组成通知书及开庭通知。开庭时
间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十五日十一点三十分
(节假日顺延)，逾期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尚君：本会受理(2020)并仲裁字第552号，申请人
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与被申请人尚
君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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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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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内提交仲裁庭组成人员及庭审
方式选择书、15日内提交答辩书及相关文件、30
日内提交证据。逾期未提交仲裁庭组成人员及
庭审方式选择书，本会主任将依法指定仲裁员
组成仲裁庭，你方应于仲裁庭组成后3日内来本
会领取仲裁庭组成通知书及开庭通知。开庭时
间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十五日八点三十分(节
假日顺延)，逾期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亳仲裁[2021]396号
亳州苏商置业有限公司：亳州仲裁委在2021年11
月23日受理了申请人江苏兴港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与被申请人亳州苏商置业有限公司合同
纠纷一案，申请人增加仲裁请求申请。现向被
申请人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举证通知等法律
文书，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之后于2022年2月
26日15时整到亳州仲裁委参加抽取鉴定机构，
2022年3月27日15时整为开庭时间。

亳州仲裁委员会
福建银汇恒通商务发展有限公司：本委受理徐
银芳、王童琛诉你单位工资、经济补偿等劳动
争议一案已依法受理。因无法联系你单位，现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申请书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视为送达。

合肥市庐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海南铃东能源有限公司：本委已经受理申请人
张跃军与被申请人你公司劳动争议案(万劳人仲
案字〔2022〕第3号，并定于2022年3月4日上午9时
30分开庭审理，因无法送达你公司，限你公司自
公告之日起30日来本委(海南省万宁市万城镇纵
一路北段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大楼七楼，
联系电话：0898-62236511)领取应诉通知书、申请
书副本及所附证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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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万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道歉声明

  由于法律观念淡薄，本人郝红月和妻子李
娜明知“每粒坚”等性保健品对人体有害，仍通
过微信予以销售。经检验，上述性保健品含有西
地那非成分。我们的行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现经司法机关教育，本人已深刻反省，向公众真
诚致歉，承诺不再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道歉人：郝红月、李娜
  由于法律观念淡薄，2020年11月3日至同年11
月18日，本人刘贝通过网络向他人购买粉色减肥
胶囊(食量减药丸)、蓝色减肥胶囊(蓝色药丸)后，
明知所购减肥产品含有禁止添加的西面曲明成
分，仍通过其经营的“田田田田田田店瘦瘦瘦”
淘宝店铺销售给他人食用。本人的行为损害了社
会公共利益，现经司法机关教育，本人已深刻反省，
向公众真诚致歉，承诺不再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道歉人：刘贝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李明恩、李春奎、薛亚秋：本院受理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1 )吉0202民初292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来本院民事审判二庭领取，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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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
广东锦绣天地市政工程有限公司、陈庆堂：本院
受理徐雄权诉张永凤、谢壮雄、谭正国、雷爱新、
张永富、张永增、广东锦绣天地市政工程有限
公 司 ，第 三 人 陈 庆 堂 执 行 异 议 之 诉 一 案

【(2021)粤1427民初1281号】，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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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二审
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
王祥、王起祥：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运城市分公司诉你们保证保险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证据、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各一份。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定于2022年3月1日9时在本院315室公开审理，
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
刘文安、靳兵：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运城市分公司诉你们保证保险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状、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证据、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各一份。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定于2022年3月1日9时在本院315室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
赵红丽、谢建国：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运城市分公司诉你们保证保险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
诉状、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证据、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各一份。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定于2022年3月1日9时在本院315室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
程会鹏、牛海霞：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运城市分公司诉你们保证保险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证据、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各一份。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定于2022年3月1日9时在本院315室公开审理，
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
赵全龙：本院受理青海顺皇商贸有限公司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裁定书(转程序)、举证及应诉通知书、合议庭成
员告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韩二雷、李变芳：本院受理詹海峰诉你们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上海申滨汽车运输队：本院受理庄武胜诉你、孙
新彦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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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材料副本、普通独任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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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9：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汤山法庭公开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林建华：本院受理陆云龙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0281
民初1004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青阳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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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徐加云：本院受理曹军与你、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公司、第三人江阴市人民
医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变更诉
讼请求申请书副本、证据副本、鉴定意见书副
本、权利义务须知、举证须知、合议庭成员通
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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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九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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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陈伟雄、陈娜娜：本
院受理句容海奕建材贸易有限公司与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苏1183民初514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
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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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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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杰：本院受理张德军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1183民初
594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内来
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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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保柱：本院受理姚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内0721民初3662号起诉
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人员通知
书、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据材料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
证、答辩期满后第7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陈万权：本院受理雷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0323民初3707号民事
裁定书、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
义务告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涉黑涉恶线索
举报表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9：30(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枧坝法庭开庭，逾期依法缺席审理。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张林林：本院受理原告甘宏儒买卖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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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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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蓝村法庭第一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
浙江图科宏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南
京昊天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与你司承揽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
苏0115民初982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汤山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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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正平：本院受理徐国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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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14：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三法庭公
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李华、章小红、句容碧桂园房地严开发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句容支行
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1183民初42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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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镇江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祁国夫、薛彩芳、江苏乾元置业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江苏句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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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1183民初36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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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镇江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张贵中：本院受理张园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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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诉讼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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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七审判庭审
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2022)苏0281民特2号
本院于2022年1月4日立案受理申请人范佰洪申
请宣告范星元死亡一案，申请人范佰洪称，范星
元(男，1940年8月12日出生)于2011年10月走失，现
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范星元应当自公告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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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范星元将被宣告
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范星元生存现状的人，
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
范星元情况向本院报告。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顾云峰：本院受理王建祖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281
民初9971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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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章峰：本院受理徐峰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281民
初11059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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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张云春：本院受理汪创、汪洪礼、韩通、张全有、
徐景龙、韩跃与你劳务合同纠纷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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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04、15907、15908、15912、15913、15915
号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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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峰锐服饰有限公司：原告江阴市新妮服饰
有限公司诉你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0281民初13525
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须知。自公告之日起经60
日内来本院长泾人民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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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无锡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江阴华伟君安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张扣华：
原告江阴尚昂纺织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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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苏0281民初9568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须知。
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内来本院长泾人民法庭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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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无
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高晶、孙伟军：本院受理长春市下岗失业人员自
谋职业小额贷款担保办公室诉你追偿权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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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张东辉、李术娟：本院受理长春市下岗失业人员
自谋职业小额贷款担保办公室诉你追偿权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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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韩列蓉于2022年1月2日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
420881198407041725，声明作废。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孙硕律师由于不慎遗失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律 师 执 业 证 ( 执 业 证 号 ：
11101201510505295)，特此声明作废。
中企动力合同NCE 2 0 A - Q QY B Z B 0 0 0 1 8 7 0
NCE18C-YM0025259不再拥有法律签单效力，提
出永久作废，特此证明。
北京圣驿格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6MA0082M81C)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声明作废。
北 京 栖 凤 渡 餐 饮 店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110105MA01HJTD3E)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声明作废。
北京翼点通通讯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增值
电 信 业 务 经 营 许 可 证 ，许 可 证 编 号 ：B 1 -
20212978，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市依美人服装店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110105MA00KLLP1U。
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入尔文化传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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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1110105MA04CJ1Q7C，声明作废。
北京康谦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05MA01CWDH2A，丢失合同章、财务
章、发票章各1枚，声明作废。
天津星美云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201163222498104)不慎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北京翰凯贰捌健身中心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MA01N6LW55)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声明作废。
北京中联中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 副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1MA0056879P，声明作废。
长裕(天津)物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 2 0 1 1 8MA07GCKX0C )不慎遗失合同专用
章，声明作废。
太颐企业管理咨询(北京)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12MA01T5XU53)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和公章，声明作废。
北京雅菲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注
册号：110114010644175，声明作废。
中清智力国际工程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注册号：
110108014049708)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税务登
记证(税号：110108579051068)正、副本和组织机构
代码证(代码号：57905106-8)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台州市黄岩区富山乡人民调解委员会公章
壹枚，印章号：33100310054562，台州市黄岩区富山
乡半山人民调解委员会公章壹枚 ，印章号：
33100310054572，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北京莆商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110114L41108512B)作废财务专用章
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入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4CJ1Q7C)作废公章
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恒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81020857700)作废公章、财务专
用章、法人人名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北京汇邦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5318094465G)作废财务专用
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苏州
桥门市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796738333Y)
作废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北京鸿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8573161653R)作废公章一
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太颐企业管理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2MA01T5XU53)
作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宝控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087877639325)作废公章、合同专用章、
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中科智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MA00BHDX6A)作废公
章、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法人
人名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北京巨石世纪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6MA7EM9RM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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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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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盛同芯贰号(天津)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 ( 有 限 合 伙 )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20222MA07H6TJ29)经合伙人决议，拟向企业
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人民
币27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2.37万元，请有关债权债
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企业提出清偿债权
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旭晟建业(北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9MA01H6B234)经股东大会决
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
由人民币5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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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杰冠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08089612774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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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02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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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凯智慧生活(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082859432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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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润九毓(北京)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12MA00E79Y8W)经股东会决议，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原注册资本人
民币50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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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程百尚(北京)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1731839312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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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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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月故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11MA01FCYW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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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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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泽信融智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5575203749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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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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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嘉景顺昌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15MA020TUY7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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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光影华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55684471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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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5 . 5 5 6 1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320.5803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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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同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9MA7EHN6B6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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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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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壹汇金投资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3482786953)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原注册资
本人民币10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9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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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蓝海嘉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11MA01BCEL1A)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
人民币5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4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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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音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30209931579X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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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傲德柯(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1J6BC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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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5万元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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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上海班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注册号：
3102252030022，经股东会决定即日起注销，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北京圣驿格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06MA0082M81C)经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
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张海峰，清算组
负责人：张海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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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溪云尖食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05MA01EWEN9A)经股东决定，拟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巫桂凤，清算
组负责人：巫桂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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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振睿科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8MA01M9117W)经股东决定，拟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彭亮，清算
组负责人：彭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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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奥思麦培训学校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20FH405)经股东决定，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
北京奥思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负责人：
李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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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青海外(北京)国际投资管理
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MA002P3T2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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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鹏、新法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穆晓倩，清算组负
责人：李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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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龙昌大业商贸有限公司(注册
号：110105012987387)经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吊销转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高鸿妍，清算组
负责人：高鸿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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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清智力国际工程技术(北京)
有限公司(注册号：1101080140497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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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玲、刘朗月、蔡飞，负责人：陈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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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泽佳铭逸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号：110221294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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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健、胡珍
妮，清算组负责人：朱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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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王浩，男，此前曾担任北京庆峰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下称“庆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经
理。2017年2月本人已从庆峰公司正式离职，不再
参与庆峰公司的经营管理。本人曾多次提出涤除
法定代表人、经理的请求，并申请庆峰公司及股
东就此事宜召开股东会，但庆峰公司一直拒绝。
  为此，本人郑重声明：本人自2017年3月起不再
担任北京庆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经
理。此后如庆峰公司、股东或其管理人员冒用法定代
表人、经理身份代行签署相关法律文件或公司所涉
事务及纠纷等，应由庆峰公司及相关责任人承担一
切法律责任，与本人无关。特此声明。

声明人：王浩
2021年1月12日

解除土地租赁合同收回租赁土地通知书

王衍新：
  你与青岛即墨区龙山街道办事处西九六夼
村经济合作社2008年1月1日签订的【租赁合同】，
在合同履行期间，做为实际租赁人你多年不按合
同约定向西九六夼村经济合作社交纳租赁费，做
为租赁方你已丧失租赁权利。请你接到本通知7
日内进行搬离。
青岛即墨区龙山街道办事处西九六夼村经济合作社

2021年1月12日
领取提存款通知书

范合、范迎春、范晗璐：涿州市人民政府于2021年
12月28日已将根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冀
行赔终50号行政赔偿判决书应支付给你们三人的
损失赔偿金：共计人民币贰拾玖万壹仟伍佰叁拾
捌元(￥291，538)提存到我处。请你三人于2026年12
月28日前，持提存受领人或其代理人(委托代领的
需持经公证的委托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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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你三人在
规定时间内不领取，该笔提存款将上缴国库。我
处地址：涿州市范阳中路99号。
  联系人：宋元慧、甄宠，
  联系电话：0312-3632270 0312-3850299

河北省涿州市公证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