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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孙长涛：本院已受理原告段厚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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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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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少华：本院受理任延年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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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9：
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无锡市锡山区华夏中路6
号)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王晓东：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鞍山立山支行与被告王晓东信用卡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辽0304民初46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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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峻成：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鞍山立山支行与被告朱峻成信用卡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辽0304民初49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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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兴桥、张小杰：本院受理原告赵丽敏与被告潘兴
桥、张小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辽0304民初26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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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利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鞍山立山支行与被告王利华信用卡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辽0304民初46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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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美璇：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鞍山立山支行与被告李美璇信用卡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辽0304民初46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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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忠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鞍山立山支行与被告侯忠生信用卡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辽0304民初49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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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正：本院于2021年12月30日5-8中缝刊登的
(2021)浙0382民初6700号公告中，原告名字有误，
“翁金宜”应更正为“翁金宣”，特此更正。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9911号 祁春：本院审理原告徐
响彬诉被告祁春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内。本案定于2022年3月10日上午10时00分在本院小法
庭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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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正佳：本院审理原告钱鲁鲁诉被告张正佳追偿权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浙0382民初9906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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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10778号 上海东方久乐汽车安
全气囊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国威科技有限公
司与被告上海东方久乐汽车安全气囊有限公司
对外追收债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转普裁定书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
定于2022年3月11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适用
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5313号 吴文挺：本院对原告谭
林伟诉被告方红娜、赵德花、吴文挺、李盛超、吕建
颖、浙江象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追加、变更被执
行人异议之诉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举证期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三十日内。本案于2022年3
月28日上午8时5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请
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未到的，将依法缺席审判。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汪功、杨峰：本院受理原告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021)
皖0104民诉前调12820/12823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及原告举证材
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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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3月7
日9时00分在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第7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曲金涛、刘伟、杨军、刘晓松：本院受理原告合肥科技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2021)皖0104民诉前调12818/12824/12825/
12827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
副本及原告举证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2022年3月7日9时00分在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第
7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杨霞、董俊、汪军、王雁、郭萍：本院受理原告合肥科
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2021)皖0104民诉前调12802/12804/12805/12807/
12808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及原告举证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2年3月7日9时00分在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第7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吴勇、金昌龙、李昆伦、刘盈春、殷伟：本院受理原
告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 0 2 1 ) 皖0 1 0 4民诉前调
12801/13027/13032/13033/13034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及原告举
证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2年3月7日9时00分在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第7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张元成、曹彩云、李玉、黄井聪、霍秋咏：本院受理原
告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021)皖0104民诉前调12811
/12812/12813/12815/12816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及原告举证材料、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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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
年3月7日9时00分在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第7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左诘卫：本院受理张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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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发：本院受理原告夏俊尧诉被告郭虎、罗发劳务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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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0分(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罗发：本院受理原告聂祥勇诉被告郭虎、罗发劳务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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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徐永宝：本院受理原告阮孝伟、张定伟、黄卿福
诉被告刘会先、徐永江、第三人徐永宝(2020)黔
0502民初18605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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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状时间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邵丹：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丹东市分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
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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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
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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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
后15日内，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8时50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人民法院
安信卓越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戴
婷诉被告刘红宇、王伟、贵州省兴东民族大健康产业
有限责任公司、第三人安信卓越投资管理(北京)有
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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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公开告知
书、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法
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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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在本院宽城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余凌强：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六
安市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502民初8497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上诉于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陈祥顺：本院受理苗仲轻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及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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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泉阳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吉林省抚松县人民法院
刘洋：本院受理孙磊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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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8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泉阳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吉林省抚松县人民法院
张加照：本院已依法受理蔡利英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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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
示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等诉
讼材料。上述法律文书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提交证据的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3月1日上午9
时0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如
届时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温轩：本院受理刘奇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202 2 )冀0607民初14号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及提出
答辩期限，为送达之日起15日。本案定于答辩
期满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保定市满城区人民法院
广水市宜菲尔家居用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江
西泰川新材料有限公司与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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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期满后的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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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蔡河人民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广水市人民法院
刘飞：本院受理孔雪云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324民初
660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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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宿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泗县人民法院
赵永侠：原告黎弦与被告赵永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 2 1 )皖
1202民初120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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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许祥平：本院受理原告席雪峰诉你劳务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
诉通知书、民事诉讼权利义务须知、举证通知
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小额诉讼告知书及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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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2221刑初81号 本院在审理门源县人民检
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马生军故意毁坏财物罪
一案，门源县人民检察院以公益诉讼人身份对附
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人马生军提起刑事附带民
事公益诉讼。诉讼过程中，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一案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
议：1.被告人马生军于2022年5月30日前在原地原
树坑内按损坏树木规格大小补栽100棵青海云杉
及修复网围栏恢复绿化林带生态原状，并保证树
木二年内百分之百成活，2024年5月底由马生军申
请浩门林场进行验收；(补栽按当地林业管护站技
术人员提出的树木栽种技术规范要求进行。)2.被
告人马生军承担因故意毁坏85棵青海云杉造成
生态资源损失一倍的惩罚性赔偿29316元，其中
10000元于2022年8月30日前缴纳，其余19316元
用采取劳务代偿的方式履行，在判决生效后一年
内完成100个工作日的公益林管护工作任务；(管
护期间的工作要求由马生军与管护方另行签订
管护协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八十九条
规定，现予以公告。公告期为2022年1月15日至2022
年2月15日。

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平顶山泰瑞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市
分公司诉被告平顶山泰瑞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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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庆：本院受理原告吴辉玉诉被告马庆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21)豫0402民初25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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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枳馄：本院受理原告杨延博诉被告王枳焜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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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允：本院受理原告任晓风诉被告杨允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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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随兴：本院受理原告杜孟秋诉被告胡随兴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21)豫0402民初36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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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燕：本院受理原告刘静静诉被告马燕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21)豫0402民初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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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淑敏：本院受理原告李秋法诉被告李淑敏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21)豫0402民初16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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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吉利：本院受理原告王明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冀0406民初170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到本院和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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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北省邯
郸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人民法院
李老陆、王老污：本院受理原告潘老足诉被告李
文杰、李老陆、杨秀松、王老污，第三人榕江县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八开信用社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黔2632民初521号民事判决书。
一、被告李文杰、李老陆偿还原告潘老足欠款
本金144250 .55元及利息88662 .07元；二、驳回原
告潘老足对被告杨秀松、王老污的诉讼请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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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2322民初2784号 刘海生：本院受理林廷
红与刘海生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21)黔2322民
初2784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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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2民初2552号 谭国栋：本院受理兴仁
市泛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与谭国栋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案号为(2021)黔2322民初2552号，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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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勇：本院已受理原告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大
众家居经营店诉被告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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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廉
政监督卡、义务权利告知书及诉讼风险告知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庭一单元领
取，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3月11
日9：00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2021)苏1283民初9412号 殷爱群：本院受理泰兴
市中医院诉你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传票。诉状
副本、证据材料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
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河失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催9号 本院于2021年10月22日立案
受理申请人曲靖百惠贸易有限公司申请公示催
告申请，对其遗失的号码31300051 48886652、票面
金额100000元、付款行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金华永康支行、出票人永康市润亨机械有
限公司、收款人青岛焕发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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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判
决：一、宣告申请人曲靖百惠贸易有限公司持
有的号码31300051 48886652、票面金额100000
元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二、自本判决公告之
日起，申请人曲靖百惠贸易有限公司有权向支
付人请求支付。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徐州市华隆房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徐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你公司房屋拆迁
补偿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原告徐州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2021)苏0311民初3443号
民事判决书不服，提出上诉。现本院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内来本院第十七法庭领取民事上诉状
副本，逾期则视为送达。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3695号 王雯：本院受理原告
苗影与你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一案，因通过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并定于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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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1323民初5263号 余树兰：本院受理原
告翟苏安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1323民初5263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王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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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4号 朱桂平、张兵：本院
受理原告李军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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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3民初
52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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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赣0502民初8572号 喻丽琴：本院已受理本
院受理原告周森根，周乐诉被告王丹，詹海兰，黄
剑云，黄剑群，新余市宝利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喻
丽琴，南珍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在《法治
日报》向你公告送达(2020)赣0502民初8572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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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
(2021)赣0502民初4510号 潘仲正：本院已受理原
告郑树民与被告潘仲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赣0502民初4510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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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

关于正阳县正盛日用化工总厂职工补缴
企业养老保险金的通知

  正阳县正盛日用化工总厂(原饮料厂)成立于
1985年5月，隶属于正阳县发改委，该厂已于2004
年申请注销。按照“僵尸企业”处置工作要求。现
依据正阳县正盛日用化工总厂职工安置补偿方
案。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未退休职工应在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与发改委企业改
制领导小组工作人员联系，协商个人养老金缴
纳事宜，逾期未联系导致以后不能补缴者，后
果自负。正阳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电话：0396-
8922255。附：未退休职工人员名单：危超丽、张
建平、王兴成、李守田、周花、魏永丽、马莉、徐
秀荣、吴岱、於静、黄继忠、喻秀兵、姚华、姚宏
智、孙道梅、梅东霞、孙艳、杨华珍、马义霞、庞
永梅、龚卫霞、潘正华、代梅月、潘丽、孙龙青、
徐东风、罗新、韩小玲、余伟玉、孙建学、梁向黎、
潘从贵、梁华、姚学法、幸美红、杨克辉、李艳、李
晓波、柳青云、杨荣娇、闫磊、吴涛、王艳丽、王卫
政、杨继红、杨秀丽、周志强、贺玉梅、何辉、韩静、
李春朗、李清满、王艳艳、赵静、王霞、刘丽、王丽、
王熊伟、周伟、周杰、冯永祥、胡继锋、苏琴、雷树
达、史陆明、赵永明、赵磊、郭群、隗翠莲、叶海章、
乔秋丽、宋超、韦霞、许毅、邹美丽、赵开地、赵胜
利、张丽、车顺新、张斌、肖莉娟、张红俊、董平、鄢
珩、李冲、李嫦娥、范杰、樊伶俐、朱君、郭艳琴、郭
伟、陈国庆、田怀伟、郑清丽、徐志民、陈宁、邹小
冬、张玉林、刘勇、郑森林、张宏、张道芝、李照伟、
鲁美英、朱海斌、王守霞、刘小安、朱世东、朱东
泽、王新、张小根、刘迎迎、刘卫华、张丽、陈中民、
陈芳、李伟、朱继伟、李小丽、李建军、陈卫华

正阳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公开道歉信

  我叫林仪杰，我叫林文熙，我叫马韩妃，我叫
朱海滨，我叫茅丹丹，我们犯有生产、销售有毒、
有害食品罪。我们深刻反省并真心悔过，特向社
会公众致以最真诚的道歉。同时发出消费警示，
我们曾经违法销售的减肥胶囊为有毒、有害胶
囊，请大家切勿食用。

道歉人：林仪杰、林文熙、马韩妃、
朱海滨、茅丹丹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许宝宝：本院受理原告王继武诉你租赁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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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下午15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铁厂人民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麻栗坡县人民法院
房仁德：本院受理扎兰屯蒙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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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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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11：55(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二楼三号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
周亚红、王慧：本院受理扎兰屯蒙银村镇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你们、刘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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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9：1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二楼三号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
杨德厚：本院受理扎兰屯蒙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你、杨金萍、姚明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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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9：4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二楼三号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
李长龙、李强：本院受理扎兰屯蒙银村镇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你们、付权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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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10：1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二楼三号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
杨德忠、陈桂荣：本院受理扎兰屯蒙银村镇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陈文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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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0：4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二楼三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
刘新宇、刘德发、陈万龙：本院受理扎兰屯蒙银村镇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陈万里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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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1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二
楼三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
王永春、付宝平：本院受理扎兰屯蒙银村镇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张忠宇、付保君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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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1：30(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二楼三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海南自贸区淮易电子竞技有限公司：本委已经受
理蔡文君、周京扬、何启晋与海南自贸区淮易电
子竞技有限公司、海南绿谷数字科技农民专业合
作社联合社劳动争议案(琼劳人仲案字〔2022〕第
202-204号)，并定于2022年3月10日10：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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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自贸区淮易电子竞技有限公司：本委已经受理
邱玉堂、朱春丽、石雪玉、林敏波与海南自贸区淮易
电子竞技有限公司、海南绿谷数字科技农民专业
合作社联合社劳动争议案(琼劳人仲案字〔2022〕
第198-201号)，并定于2022年3月10日0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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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绿谷数字科技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本委已
经受理邱玉堂、朱春丽、石雪玉、林敏波与海南自
贸区淮易电子竞技有限公司、海南绿谷数字科技
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劳动争议案(琼劳人仲案
字〔2022〕第198-201号)，并定于2022年3月10日09：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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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绿谷数字科技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本委已
经受理邱玉堂、朱春丽、石雪玉、林敏波与海南自贸
区淮易电子竞技有限公司、海南绿谷数字科技农
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劳动争议案(琼劳人仲案字

〔2022〕第198-201号)，并定于2022年3月10日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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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志升：本会受理(2020)并仲裁字第1329号，申请
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与被申请人
段志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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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志刚、梁建艳、徐鹏飞、王志红、张建华：本会受
理(2020)并仲裁字第1204号，申请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吕梁分行与被申请人王志刚、梁建艳、徐鹏飞、
王志红、张建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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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云云：本会受理(2020)并仲裁字第1309号，申请
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与被申请人
刘云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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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文亮：本会受理(2020)并仲裁字第1312号，申请
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与被申请人
王文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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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水县北国风特种养殖有限公司：本委受理(2021)并
仲裁字第645号，申请人山西融金振兴私募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被申请人文水县北国风特种
养殖有限公司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0)并仲裁字第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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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郜俊生、武根桃：本会受理(2 0 1 9 )并仲裁字第
1200号，申请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
行与被申请人郜俊生、武根桃之间的金融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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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彪、孟国华、胡久花：本会受理(2019 )并仲裁
字第1213号，申请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
行与被申请人李彪、孟国华、胡久花之间的金融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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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玲：本委受理的申请人徐磊与被申请人苏谋兴、杨
玲民间借贷纠纷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宣
仲案字〔2021〕第20号仲裁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宣城仲裁委仲裁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宣城仲裁委员会

公 告

天津星凯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我局向你单位送
达的处罚决定书已生效，现依法催告你单位自
收到催告书次日起十日内按[津北辰]劳监罚字
[2021 ]第02号处罚决定书要求缴纳罚款贰万元
整。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催告书，限你单
位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到北辰区果园
南道2号领取[津北辰]人社监催告字[2021 ]第04
号强制执行催告书，逾期不领视为送达。逾期
不履行将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如需陈述、申辩
可在接到本催告书起三日内提出，逾期未提出
视为放弃。

天津市北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天津浩天津华鞋业有限公司：你单位未依法为许建
军、尹双喜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现依法向你单位
公告送达限期整改指令书，限你单位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30日内到北辰区果园南道2号领取
[津北辰]劳监改字〔2022〕第1、2号限期整改指令
书(送达后五个工作日内为许建军、尹双喜办理
社会保险登记)。逾期不领即视为送达。逾期不
履行整改指令将依法对你单位进行处罚。如不
服整改指令，可提起行政复议或诉讼，但不得
自行停止执行。

天津市北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公 告

宋树彬，身份证号44011119930525****
  经公安机关查明2020年9月6日中午，你至南
通开发区新开农贸市场2-28号中国移动店，窃得
刘某放在店内柜台上的一部金色vivo X9S手机。
经鉴定，该手机价值人民币200元。以上事实有你
的陈述、被侵害人陈述、鉴定意见等证据证实。
  你的行为已构成盗窃，公安机关将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
之规定，拟给予你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对以上
告知内容及事项，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七日内，
你可以提出陈述和申辩。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
弃陈述和申辩权利，公安机关将依法作出行政处
罚决定。联系电话0513-83596508

南通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新开派出所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杨璐璐，于2022年1月3日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
2207021993010112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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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怡昕于2022年1月9日遗失第二代身份证，证
号：331021199402040022，声明作废。自遗失之
日起本人不承担被人冒用而引发的一切法律
责任，特此声明。
本人姜司瑶不慎将北京城市学院毕业证书遗
失，毕业证书编号：114181200906005989。特此
声明作废。
本人王耀于2022年1月8日在福建省福州市不慎遗
失第二代身份证，号码为：350402199011120012，有
效期限：2017年6月29日-2037年6月29日，签发机
关：福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现已向公安机关申
请补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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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兴诚鲁宏铝塑销售中心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181030161956，声明作废。
北京葆怡荣晟科技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和公章，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7655208413，声明作废。
北京邱凤华中医药研究院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 、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6355237592G，声明作废。
北京乐智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357952346P，声明作废。
北京申通快递服务有限公司西城阜外营业部(注
册号：110102013790443)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及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玉福牧康兽药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1306417407R)不慎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北京龙焱商贸有限公司(注册号：110105019406687)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110105348422212)、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
(代码：348422212)和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
章、发票专用章、法人人名章，声明作废。
北京铁力安达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110115011798745，声明作废。
北京蓝天飞行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17MA0069LC6B)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声明作废。
北京慧好商贸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3MA01F7Y13F)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及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
各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市雅菲客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不慎遗失财务
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法人人名章，
注册号：1101082557616，声明作废。
北京宣美健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05MA01GJC545)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及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人名
章、合同专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盛彩源广告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财务专用章、
法 人 人 名 章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83181452503，声明作废。
声明：北京梦地舍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不慎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 本 、副 本 ( 1 - 1 ) ( 工 商 注 册 号 ：
1100002462851)声明作废。
声明：坦博风险投资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 本 、副 本 ( 1 - 1 )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000MA024CCQ2F)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北京汉方真宝中医研究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351278848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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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安华瑞通科贸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05101151545X)作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慧好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13MA01F7Y13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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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芳雅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08MA0218X49M)作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远东永丰机械租赁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776551760X6)作废公章一
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炎黄同兴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06MA006BC57A)作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君友信会计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14330366224G)作废财务专用
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坛北宾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01L63081496U)作废公章、财务专用章
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葆怡荣晟科技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87655208413)作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辉宏浩达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228733456136B)作废公章一
枚，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北京和美创达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11MA008KGX7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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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90万元，请债权人
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
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柏科运输代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14MA01KC9X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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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鑫金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8MA0209GEX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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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佰利天控制设备(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745476396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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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3 .7113万元减少至人
民币4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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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海帆童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1B1HH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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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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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睿高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509982761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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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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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龙焱商贸有限公司(注册号：
1101050194066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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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朝辉，清算组负责
人：侯朝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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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博风险投资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000MA024CCQ2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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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继勇、白松，清算组组长：徐继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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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梦地舍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000024628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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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继勇、方华，清算组组长：徐继
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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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北京青扬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现查明你(单位)未在规定期限内向质量保证金
账户存入、增存、补足质量保证金或者提交相应的银
行担保。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于2021年4月2日通过公
告送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在整改期间未改正违
法行为，存在拒不改正的行为。依据《旅行社条
例》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并参照《北京市文化市
场综合执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现对你(单位)
作出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行政处罚：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单位)送达《北京市文
化和旅游局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据《旅游行政处罚
办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现将《北京市文化和旅游
局行政处罚决定书》(京)文执罚〔2022〕第600002号公
告送达，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北京市丰台
区西三环南路1号北京市政务服务中心1233室领
取，逾期则视为送达。联系电话：010-89156173。
  附件：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行政处罚决定书》(京)
文执罚〔2022〕第600002号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
2022年1月12日

行政处罚决定书

(京)文执罚〔2022〕第600002号
当事人：北京青扬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587665684P
法定代表人：关颖
住所(住址)：北京市丰台区永外久敬庄40号C区
C05-12
联系电话：暂无
案件来源：上级交办
  2021年07月21日09时48分，北京市文化和旅游
局，执法人员在对北京青扬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位于北京市丰台区永外久敬庄40号C区C05-12
的经营场所进行行政执法检查时发现，你(单
位)涉嫌旅行社未在规定期限内向其质量保证
金账户存入、增存、补足质量保证金或者提交相
应的银行担保，拒不改正。
  现已查实，该(单位)于2021年02月01日与2021
年06月30日期间，未在规定期限内向其质量保证金
账户存入、增存、补足质量保证金或者提交相应的
银行担保。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于2021年4月2日通
过公告送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在整改期间未改正
违法行为，存在拒不改正的情节。该(单位)的上述行
为违反了《旅行社条例》第十三条的规定。
  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关于请协调
依法办理青扬旅行社涉嫌违反旅游法规情况的
函》，证明该旅行社未足额补足质量保证金，改正
期限内未改正。
  证据二，现场检查(勘验)笔录，证明当事人注
册地址未找到该单位，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旅行社条例》第
十三条的规定，构成了未在规定期限内向其质量
保证金账户存入、增存、补足质量保证金或者提
交相应的银行担保。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于2021
年4月2日通过公告送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在整
改期间未改正违法行为，存在拒不改正的行为。
我单位已责令你(单位)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于
2021年10月14日通过《法治日报》总第12910期中缝
向你(单位)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京)文
罚告字〔2021〕第600047号)，你(单位)未提出陈述申
辩要求，并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听证要求。依据
《旅行社条例》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并参照《北京
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现对
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
  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
2022年01月11日

告知事项：
  1.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
到开户银行或就近银行或通过北京市财政局网上
缴费平台缴纳罚没款。逾期不缴纳的，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
的规定，可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2.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
日起60日内，向北京市人民政府或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化和旅游部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6个月内直
接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3.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
执行。如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加处罚
款的数额在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不予计算。
  4.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不提起行政诉讼，
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经催告后仍未履行义务的，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
规定，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浙江南金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解散清算公告

  浙江南金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住所：浙江
省嘉兴市南湖区亚太路705号3FA03-06-69，法定
代 表 人 ：田 超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30402MA28ANCJ7J)于2021年9月6日召开的
2021年第五次股东会决议解散公司，并成立了公
司清算组。为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债权人应当向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清算组联系人：刘思洋
  清算组联系方式：0573-83994170
  清算组联系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亚太
路705号创新大厦B座23层

浙江南金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2年1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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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