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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 2 0 22 )冀0104民催1号 申请人北京盛泰宏达
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因丢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张(票号为30600051/22500401、金额10万元、出票
日期为2021年11月8日、到期日为2022年5月8日、
出票人为河北省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收款人为
河北润安贸易有限公司、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
付款行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营
业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
十六条、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现予公告。自
公告之日起至2022年5月23日止，利害关系人
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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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
(2022)冀0104民催2号 申请人北京盛泰宏达建筑
设备租赁有限公司因丢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票
号为30600051/22500434、金额5万元、出票日期为
2021年11月8日、到期日为2022年5月8日、出票人
为河北省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河北润
安贸易有限公司、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付款行
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营业部)，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六条、第
二百二十七条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
2022年5月23日止，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
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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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
张志锋、青海巢尚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西宁市城北区旭日建材经营部诉你们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 )青0105民初17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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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西宁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李莲、温州兴秀电器有限公司：原告王永诉你们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浙0302民初12666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
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适用令
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定于2022
年3月18日9时在本院东郊第一法庭依法公开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陕西浩优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
张先彬诉你单位(第二被申请人)和上海派遣人
才有限公司(第一被申请人)要求支付劳动报酬
争议一案(淄劳人仲案字〔2021〕第772号)，仲裁请
求如下：“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2020年7月至
2021年2月期间拖欠的工资合计37974 .80元。”
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山东省劳动人事
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答辩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仲裁庭组成人员和开庭通知
书。现定于2022年3月9日9时在本委仲裁一庭
开庭(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金晶大道191号)，无正
当理由不到庭的，本委将作缺席裁决。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淄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王中艮、刘尚义、广灵县森源农贸市场有限公
司：本会受理(2019)并仲裁字第1262号，申请人晋
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朔州分行与被申请人王忠
艮、刘尚义、广灵县森源农贸市场有限公司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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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海涛、刘尚义、广灵县森源农贸市场有限公
司：本会受理(2019)并仲裁字第1002号，申请人晋
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朔州分行与被申请人韩海
涛、刘尚义、广灵县森源农贸市场有限公司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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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凯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山西唐都大酒店
集团有限公司、山西唐都生态园餐饮有限公司、
任彦明、任效光、李建忠、杨太花、武艳芬、李建
民：本会受理(2019)并仲裁字第331号，申请人山
西融金振兴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与被申请人山西凯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山西
唐都大酒店集团有限公司、山西唐都生态园
餐饮有限公司、任彦明、任效光、李建忠、杨太
花、武艳芬、李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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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艳、刘尚义、广灵县森源农贸市场有限公司：
本会受理(2019)并仲裁字第1006号，申请人晋城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朔州分行与被申请人邓艳、
刘尚义、广灵县森源农贸市场有限公司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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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存胜、刘尚义、广灵县森源农贸市场有限公
司：本会受理(2019)并仲裁字第1004号，申请人晋
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朔州分行与被申请人刘存
胜、刘尚义、广灵县森源农贸市场有限公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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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及仲裁
员名册等仲裁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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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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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金虎、刘尚义、广灵县森源农贸市场有限公
司：本会受理(2019)并仲裁字第1263号，申请人晋
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朔州分行与被申请人王金
虎、刘尚义、广灵县森源农贸市场有限公司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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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仝胜海、刘尚义、广灵县森源农贸市场有限公
司：本会受理(2019)并仲裁字第1264号，申请人晋
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朔州分行与被申请人仝胜
海、刘尚义、广灵县森源农贸市场有限公司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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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海升、刘尚义、广灵县森源农贸市场有限公
司：本会受理(2019)并仲裁字第1005号，申请人晋
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朔州分行与被申请人王海
升、刘尚义、广灵县森源农贸市场有限公司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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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晋发腾达商贸有限公司、郑建峰、郑琼
分、陈青勇、张赛金：本会受理(2019)并仲裁字
第509号，申请人山西融金振兴私募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被申请人山西晋发腾
达商贸有限公司、郑建峰、郑琼芬、陈青勇、张
赛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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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期限届满后次日十时(节假日顺延)，无正当
理由不到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白桂余、刘尚义、广灵县森源农贸市场有限公
司：本会受理(2019)并仲裁字第1003号，申请人晋
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朔州分行与被申请人白桂
余、刘尚义、广灵县森源农贸市场有限公司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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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晋闽福田商贸有限公司、山西黄氏贸易有
限公司、张亚国、郑丽英、黄庆和、柳冬桂：本会
受理(2019)并仲裁字第5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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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山西晋闽福田商贸有限公司、山西黄氏贸易
有限公司、张亚国、郑丽英、黄庆和、柳冬桂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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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十一时
(节假日顺延)，逾期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刘安全：本院受理原告程桂香诉你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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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0402民初4846、4847、4849号
史海江、平顶山市龙生源快捷酒店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王长军、靳永安、史修连诉你及
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要求你及公司支付
原告工资及利息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现依
法向你及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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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强元：本院受理原告王立冰与你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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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名
单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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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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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审判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怀来县人民法院
(2021)黔2625民初558号
贵州农林渔旅游业投资管理发展有限公司、
吴云徽：本院受理原告江苏顺隆温室设备有
限公司诉被告贵州农林渔旅游业投资管理发
展有限公司、吴云徽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2625
民初55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青溪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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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镇远县人民法院
田庆国：原告孙广伟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请求判令你支付货款本金236781.00元并支
付资金占用利息9495.91元)，本院于2022年1
月10日立案受理，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及(2022)鄂0529民初15号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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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日和
20日内，并定于2022年3月21日上午10：00在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第四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7799号
彭龙(新疆乌什县英阿瓦提镇4团9连100栋11
号，公民身份号码：652927199002260010)：本院受
理原告浙江茂泰投资有限公司与被告彭龙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为：一、请求
依法判决被告归还原告借款人民币贰佰万元
整并支付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起诉之日起按
全国银行间同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二、请求
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因你下落不
明，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转程序裁定书、应诉通知书、起诉
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
知书等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及举证期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十五日、三十日内。开庭审
理日期为2022年4月1日10时00分，开庭地点在
本院东门四楼第7审判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相关应诉材料请前往法院500办公室领取。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482民初4849号
赵传青(身份证号码：320724199810081215：本
院受理原告平湖市广陈镇卫平装潢材料经
营部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
书、监督卡、民事裁定书及证据材料。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与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3月9日上午10时0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新埭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判决。

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5731号
鲍芸：本院受理原告卢亚军与被告鲍芸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无法直接送
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鲍芸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卢亚军借款本金20
00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资金占用利息的计息
方式：以借款本金20 000元为基数，自2021年7
月14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当期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计息。若未按本判决确
定的给付之日偿还本金，上述利息计算至本
金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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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元、公告费501元，由被告鲍芸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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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0784民初3983号
被告：黄佑远，男，1978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
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区金盆乡金盆村鼠场
组，公民身份号码：520221197804051273：本院受
理原告胡丛艳与被告黄佑远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2021)浙0784
民初398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由被告
黄佑远归还原告胡丛艳借款10000元，款限
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被告未按
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1200元，合计
1250元，由被告黄佑远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201办公
室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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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豫0402民初6744号
张英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平顶山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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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焦店人民法庭公开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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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豫0402民初6745号
董旭辉：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平顶山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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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焦店人民法庭公开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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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豫0402民初6753号
秦万卫：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平顶山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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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焦店人民法庭公开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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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市相城区添龙复合材料厂：本院受理张
家港保税区骏强服饰贸易有限公司诉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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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四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张家港市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2021)苏1283民初9420号
朱志凤：本院受理周国庆诉你离婚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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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赣0502民初263号 江西佳诚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原告新余市宸沣房
地产顾问有限公司与被告江西佳诚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销售代理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开
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权利义
务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传票等，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
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
杜永河：本院受理原告毛洪丽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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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达期满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三日上午9点在本院综合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黑龙江省甘南县人民法院
李国富：本院受理原告李万青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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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达期满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三日上午9点在本院综合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黑龙江省甘南县人民法院
李晶晶：上诉人吉林省众普商务信息有限公
司就本院受理原告吉林省众普商务信息有限
公司诉被告李晶晶追偿权纠纷一案（2021）吉
0192民初1270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
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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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海南启程德瑞绿建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已
经受理申请人曹云飞、高生、罗永春、曾学
华与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龙劳人仲案字
﹝2021﹞第744-747号)，并定于2022年2月
24日15时00分开庭审理。因无法送达你公
司，限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
(海口市龙华区金园路2号金园办公区407，
电话：0898-66568110)领取应诉通知书、申
请书副本、证据材料副本与开庭通知书，
如不按时出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以
上材料逾期视为送达。

海口市龙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李铁权：本院受理原告史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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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
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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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上午9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深州市人民法院
尹爱坤：本院受理尹保士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1182民初2934号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第1091条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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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深州市人民法院
柳忠生：本院受理河北省深州市蓝天五交化商店(经
营者石小朋)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
达民事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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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点(遇到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三楼审判庭依法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深州市人民法院
河北诚昊建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德州市飞
龙电工器材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故城县银鑫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及原审被告河北诚昊建材有限公司案外
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冀11民终144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静：本院受理铁东区欣煜鑫酒水行与王静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辽0304民初31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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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
牛红伟、无锡惠续物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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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
本，应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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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视为
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
举证期限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安镇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刘飞：本院审理原告张志花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苏0205民初3507
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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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市依丽达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赵家伟
与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苏0205民初498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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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徐刚：本院受理的原告锡山区东港镇伯特力电动
车商行与你分期付款买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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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东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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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浙0382民初4941号 张成华：原告李安志诉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4941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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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10192号 葛群英：原告林广玲诉
你方买卖合同纠纷(2021)浙0382民初10192号一案，因无
法以其他方式送达，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
简式裁判文书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
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诉讼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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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定于2022年3月8日09：00在
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11060号 珠海市金怡电子发展
有限公司：原告浙江珠联电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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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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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上午9时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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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年木：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合肥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021)皖0104
民诉前调12883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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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9时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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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陈少文、丁尔庆：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2021)皖0104民诉前调128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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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9时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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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张腊武、张飞、冯庭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2021)皖0104民诉前调128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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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9时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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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韩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
肥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021)皖0104民诉前调
12895号一案，现依法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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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9时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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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王闽、蔚海珍：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合肥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2021)皖0104民诉前调129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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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9时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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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李健：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
肥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021)皖0104民诉前调
12903号一案，现依法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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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9时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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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朱勇：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
肥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021)皖0104民诉前调
12905号一案，现依法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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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9时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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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殷建新、刘登霞：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合肥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021)皖
0104民诉前调129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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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9时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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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常潘：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
肥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021)皖0104民诉前调
12929号一案，现依法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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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9时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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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王龙、刘云：本院对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阜阳汇通支行与被告王龙、刘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市分公司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皖1202民初
1589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偿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阜阳汇通支行欠款本金20020.09元，王
龙所有的皖K15B23号别克牌小型轿车享有优先受偿
权。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公告期满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王龙、刘云：本院对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阜阳汇通支行与被告王龙、刘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市分公司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202民初
15890号原告提交的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上诉状，逾期视为送达。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韩玉凤：本院受理七星关区绍洪食品店与韩玉凤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21)黔0502民初19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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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法律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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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九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将依法缺席审理。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赵兴华、崔宝顺、林晶、田金龙、张兵、顾千、李廷宇、于
华、孙策、教巍彤：本院受理原告丹东亿丰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宣判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并定于宣判传票送达后的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宣
判，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人民法院
张艳霞、隋晶、韩玉红、张艺砾、贾彬：本院受理原告丹
东亿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宣判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宣判传票送达后的第3日
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
公开开庭宣判，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人民法院
张井波：本院受理原告刘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辽
0604民初192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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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温岭市英格玛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因遗失
浙江温岭农村商业银行出具的号码为40200051
31103380、金额为15000元、出票人为台州长城机械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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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二十六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
起15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
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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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常州国昊五金有限公司因遗失浙江民泰
商业银行出具的号码为31300051 49867027、金额
为50000元、出票人为浙江汇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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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二十六条的规定，现予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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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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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曾 剑 华 遗 失 身 份 证 ， 证 号 ：
350424197608240710，自遗失之日起本人不承
担他人冒用的后果，特此声明。
韦先春2022年1月20日不慎遗失身份证，证
号：512222196901284505，自遗失之日起本人
不承担他人冒用的后果，特此声明。
北京益美兴业兴盛商贸中心不慎遗失公章，
注册号：110111604143932，声明作废。
北京正道兴国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8MA01D26D9B）不慎将企
业营业执照正本、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北京建佳伟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123066726868)不慎遗失财
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广州宜莱特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北京西城分
公司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
编号：JY11102132189688，声明作废。
北京金羊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13MA020DCJ6X)不慎将北京
增 值 税 普 通 发 票 遗 失4 0 份 ，发 票 代 码：
011002000204，发票号码：08084230-08084269。
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贵遵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号：
110228011753607)不慎遗失公章、财务专用
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法人人名章，
声明作废。
北京盛棠嘉业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和公章，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MA01YMPF5E，声明作废。
本单位中秉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370702MA3C8JKM6E）不慎遗失
原公章、财务章和法人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中鑫融利(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596089404E)作废合同专用章、发票
专用章有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丹儿文化传媒工作室(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110108MA01RART1F)作
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盛棠嘉业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1YMPF5E)
作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金福马(北京)商贸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318291944R)作废合
同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北京华冠广达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682888827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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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北京顺心建华商贸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MA04D0TB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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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运达畅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17MA04F12M8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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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万元，
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
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
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大自然智慧之爱教育科技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MA01GHB01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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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紫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102634426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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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尚云环境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0B0RQ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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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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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留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FXMR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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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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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合学成国际教育咨询(北京)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MA00BWP2X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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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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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诚盛信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746738802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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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彬彬前程教育咨询(北京)有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08046749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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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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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英雄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8MA01YPX28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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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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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永安(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089607799H)
经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清算组成员：马靖，清算组负责人：马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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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和鑫泽(北京)医药信息咨询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8MA006GAT4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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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鹏、田超、赵婧姝、王田田、王慧丽、周
华；清算组负责人：李小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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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北京爱尚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330253705W)
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赵润达、李华
龙；负责人：赵润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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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迈格森楷源科技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7MA01YB9M0Y)经股东决定，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
杨松涛，清算组负责人：杨松涛，请债权债务
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吊销转注销公告：卡邦斯科技发展(北京)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7MA01C79T7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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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茂正、夏鹏程，清算组负责人：夏鹏
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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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贵遵国际贸易有限
责任公司(注册号：1102280117536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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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晓华、何平，清算
组负责人：顾晓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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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公告：北京
卓美丽家商贸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110116MA02ATYH8W，现拟变更为企业
组织形式，变更后的企业类型为有限公司，
变更后的名称：北京卓美丽家商贸有限公
司。本人承诺变更后若有原个体工商户经
营期间未结清的债权债务，仍由本人(家庭
经营的由全体成员)承担。个体工商户签名：
钟醒，2022年1月21日。

债权转让通知暨催收通知

章晓红女士：根据债权转让人王颀(身份
证号码：110108197806220930 )与债权受让
人 康 一 飞 ( 身 份 证 号 码 ：
142430199203143137 )签订的《债权转让协
议》，王颀已将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2019)沪0115民初31083号生效民事判决书
主文确定的第一、二、三、四项债权全部转
让给了康一飞。
  据此，请债务人章晓红自接到本债权
转让通知之日起向债权受让人康一飞履
行债务。
  联系方式：李飞律师，上海市云岭东
路8 9 号长风国际大厦4 0 2 室 ，电话：0 2 1 -
52988666。

债权转让人：王颀
2022年1月21日

武汉仲裁委员会公告

深圳萤火虫科控股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深
圳萤火虫科控股有限公司：
  本会于2021年12月27日受理的申请人罗
纯坚与你方的装饰装修合同争议[ (2021)武
仲受字第000003558号]，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及相关证据材料、仲裁
通知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组庭通知
书、开庭通知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仲裁员选定书和答
辩书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7日和10日
内，开庭时间为公告期满后第30日上午9：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会光谷办公室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武汉仲裁委员会

武安市民建福利爱心村清算公告

  武安市民建福利爱心村，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111304810003982151，于2018年5月
4日被撤销民办非企业单位证书。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办非企业单位
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武安市
民政局组织指导成立了清算组，负责对武
安市民建福利爱心村开展注销登记前的
清算工作。请有关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四十五天内向清算组书面申报债权。
  清算组地址：武安市塔西路22号
  联系人：张明霞
  联系电话：0310-5652281
  特此公告

武安市民建福利爱心村清算组
2022年1月19日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宁秦卫医罚告[2021]67号
刘洋130703199208071527：
  2021年9月18日我委接到投诉举报，于
2021年9月22日对南京市户部街33号天之
都大厦进行现场监督检查，20 2 1年9月22
日、27日对刘洋进行了询问调查，查看了
刘洋和投诉人刘*微信聊天记录及退款记
录、刘洋《护士执业证书》和职称证书，我
委现已查明以下事实：刘洋非医师行医，
违法所得难以统计。
  以上事实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
医师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九条的规
定，拟给予罚款人民币叁万圆整(￥30000.00)
的行政处罚，同时责令停止执业活动。
  如你(单位)对此有异议，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和第四十
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可在收到本通知后5日
内到南京市秦淮区明匙路93号秦淮区卫生
监督所(医疗卫生监督科)进行陈述和申辩，
逾期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四十四条、第六十三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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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逾期视为放弃听证。
  联系电话：025-69829548
  联系人：程琬评 杜秀德

南京市秦淮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1年1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