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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苏义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青阳县支行诉被告苏义明、青阳县山水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送达(2022 )皖1 7 2 3民初24 4号开庭传
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副本。
自本公告起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30
日内。定于202 2年5月9日9时在本院第四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青阳县人民法院
力尚明：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
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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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副本、举证应诉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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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十一法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付金龙：原告景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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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北营房人民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兴隆县人民法院
范磊：原告李宏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向
你公告送达起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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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北营房人民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兴隆县人民法院
丁小丹：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韩春双、谢桂荣
与被执行人丁小丹居间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无法向你直接送达法律文书，按照法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辽0782执283号及（2022）
辽0782执290号执行通知书，申报财产令，冻结、扣
划保险裁定书。自公告期满后立即履行本院作出
的（2021）辽0782民初1366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
务，并到本院领取相关法律文书，逾期未履行，本
院依法扣划你在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购
买的保险，保单编号2015210703518015001866及另
外两个保单，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如逾
期，本院将强制执行。请你到法院自行领取。

辽宁省北镇市人民法院
阜阳粤通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苏州美瑞德
建筑装饰有限公司诉你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副本。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开发区法庭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本院2021年12月6日刊登的(2021)青0105民初
4818号孟杰诉曹本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公告中
“草本刚”应为“曹本刚”，特此更正。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温利农：本会受理的申请人田男与被申请人青
岛北大荒海睿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你之间房屋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该案的立案号为[2017]哈仲
立字第0844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更换仲裁
员通知及仲裁庭组庭、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会定于
2022年5月20日9时开庭(地址：哈尔滨市松北区
雪花南一路66号汇宏金融港7号楼4层412室仲
裁八庭)。逾期不到，将依法缺席审理。

哈尔滨仲裁委员会
陈志斌、海南风敏财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本委
受 理 的 陈 志 斌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460034199602281218 )诉海南风敏财务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陈志斌、海南风敏财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公告
送达三劳人仲裁字〔2021〕第720号裁决书。限双
方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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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楼)，逾期视为送达。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
双方如不服本仲裁裁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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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河梵昱达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张玉
营、郭涵博、张洋、王子蛟、刘欢诉你单位劳动人
事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
达三劳人仲案〔2021〕549、550、553号仲裁决定书、
三劳人仲案〔2021〕551、552号仲裁裁决书。限你单
位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到本委(地址：河北
省三河市鼎盛东大街4号)领取裁定书、裁决书，逾
期不领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本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的，本裁
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三河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
盛达奥雷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王宇飞诉你
单位劳动人事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单位公告送达三劳人仲案〔2021〕615号仲裁裁决
书。限你单位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到本委
(地址：河北省三河市鼎盛东大街4号)领取裁决
书，逾期不领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本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
的，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三河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
三河市恒嘉业商贸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白俊学
诉你单位劳动人事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三劳人仲案〔2021〕788号仲裁
裁决书。限你单位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到
本委(地址：河北省三河市鼎盛东大街4号)领取裁
决书，逾期不领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本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
的，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三河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
三河市智德财务咨询有限公司：本委受理郭津玲
诉你单位劳动人事争议一案(三劳人仲案〔2021〕
10 1 4号)，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
本。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答辩期为本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并
定于2022年7月20日9时00分在本委仲裁庭(地
址：河北省三河市鼎盛东大街4号)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不到庭的，将依法缺席审理裁决。

三河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
河北屹简园建筑咨询有限公司：本委受理张鑫彬
诉你单位劳动人事争议一案(三劳人仲案〔2022〕5
号)，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
为本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2022年8
月2日9时00分在本委仲裁庭(地址：河北省三河
市鼎盛东大街4号)开庭审理本案。逾期不到庭的，
将依法缺席审理裁决。

三河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
三河市妍秀美容中心：本委受理齐曼古丽·巴图
尔诉你单位劳动人事争议一案(三劳人仲案

〔2022〕26号)，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
期为本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2022年8
月10日14时50分在本委仲裁庭(地址：河北省三河
市鼎盛东大街4号)开庭审理本案。逾期不到庭的，
将依法缺席审理裁决。

三河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
三河市爱贝睿迪幼儿园：本委受理任晓丹、许晓
丽、吴小燕诉你单位劳动人事争议一案(三劳人
仲案〔2022〕45、46、53号)，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通知书、仲
裁申请书副本。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为本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
日内，并定于2022年8月11日9时00分在本委仲裁庭
(地址：河北省三河市鼎盛东大街4号)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不到庭的，将依法缺席审理裁决。

三河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
三河市畅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本委受理霍雨
佳、谢礼好诉你单位劳动人事争议一案(三劳人仲
案〔2022〕107、108号)，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通知书、仲裁申请书
副本。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答辩期为本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
2022年8月30日9时00分在本委仲裁庭(地址：河北
省三河市鼎盛东大街4号)开庭审理本案。逾期不
到庭的，将依法缺席审理裁决。

三河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
三河市畅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本委受理杨锦
荣、李诗月诉你单位劳动人事争议一案(三劳人仲
案〔2021〕1043、1044号)，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通知书、仲裁申请
书副本。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答辩期为本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
2022年7月28日9时00分在本委仲裁庭(地址：河北
省三河市鼎盛东大街4号)开庭审理本案。逾期不
到庭的，将依法缺席审理裁决。

三河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
高振林：本委受理(2018)并仲裁字第359号，申请
人裴广磊与被申请人高振林之间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8 )并仲决
字第359-1号决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来本委领取决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太原仲裁委员会
熊静：本委受理(2018)并仲裁字第361号，申请人
陈登明与被申请人熊静之间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8 )并仲决字第
361-1号决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委领取决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太原仲裁委员会
刘韶花、郭雅茹、石照晋、石皓晋、任丽芬、宋
泽：本委受理(2018 )并仲裁字第666号，申请人
山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新建南路支行与
被申请人刘韶花、郭雅茹、石照晋、石皓晋、任
丽芬、宋泽之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 8 )并仲裁字第6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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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文三木物资有限公司、山西中天福商贸有限
公司、陈文森、陈春妹、周力扬、薛密霞、陈清贵、
曾美钗、陈丽锋：本委受理(2019)并仲裁字第086
号，申请人山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新建南路
支行与被申请人山西文三木物资有限公司、山西
中天福商贸有限公司、陈文森、陈春妹、周力扬、
薛密霞、陈清贵、曾美钗、陈丽锋之间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9)并仲裁
字第0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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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海军、任海萍：本委受理(2020)并仲裁字第730
号，申请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吕梁分行与被
申请人李海军、任海萍之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0 )并仲裁字第
7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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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文力、胡会兰：本委受理(2020)并仲裁字第732
号，申请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吕梁分行与被
申请人郭文力、胡会兰之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0)并仲裁字第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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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新红：本委受理(2021)并仲裁字第076号，申请
人太原市万方圆通农贸市场服务有限公司与
被申请人曹新红之间担保追偿权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 )并仲裁字第
0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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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红桃：本委受理(2021 )并仲裁字第252号，申
请人山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新建南路支
行与被申请人李红桃之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 )并仲裁字
第2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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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凡萍、汤红梅：本会依法受理了文魁申请与你
方民间借贷纠纷仲裁案([2021]佛仲字第1719号)。
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通知
书、仲裁申请书、证据材料、仲裁规则、金融仲裁
规则、仲裁员名册、选定仲裁员的函、举证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及
选定仲裁员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0日内。答辩
期满后本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定于2022年6月9
日09时30分在本会开庭审理本案，签收裁决书的
时间为2022年7月18日，逾期视为送达(见本公告后
可到本会签收上述材料，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
德区佛山新城天虹路46号信保广场北塔第16层)。

佛山仲裁委员会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缈宏全：原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泰州
中心支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
票、举证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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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403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张晓红、赵斌：原告常海英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1283民初11029号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5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204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钱志刚：原告夏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7501号
民事判决书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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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沈雷：原告嘉兴市易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你物业
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402民初5626号民事判决书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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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何其林：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
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人员
通知书、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答
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4号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裁判。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杨娜：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
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人员通
知书、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答辩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4号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依法裁判。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黄晓燕：原告吴海燕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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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
答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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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新丰人民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张斗林：原告吴加成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22)
浙0402民初753号，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
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4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1
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审理。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首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告嘉兴市联通机电设备
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2)浙0402民初1107号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转程序裁定书、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
达。答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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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13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审理。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嘉兴神盾贸易有限公司：原告陇西县百魅阁服饰店、
陇西县何秀琴服饰店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8511号起诉状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
知书、证据副本。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答
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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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2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尚魁敏：原告梅周前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2021)
浙0402民初8545号，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
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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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号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审理。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张无忌、彭伟：本院受理的(2022)川1322民初137号原告
方小莉与被告张无忌、彭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张无忌、彭伟在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共同偿还
原告方小莉借款500000元及利息(利息包括：2020
年8月31日至2021年5月15日期间的利息35000元以
及自2021年5月16日起至款还清之日止，以未偿还
的借款为基数，按年利率15.4%计算的利息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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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六十条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9150元，由被告张无忌、彭伟负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立案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王先上：本院受理的(2022)川1322民初136号原告龙雪
莲与被告王先上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方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不准予原告龙雪莲与被告王先上离婚。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立案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南
充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唐登平：原告关家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权利
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杨义忠、张永：原告李香华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
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许若允：原告吴强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举证)通
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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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2021）吉0192民初1247号 包梦珠、北京龙宇航快递
服务有限公司、锐智达（天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姜慧玲诉被告包梦珠、北京龙宇航快递
服务有限公司、锐智达（天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吉0192民初1247号民事
判决书（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
原告姜慧玲医疗费等各项损失共计197，032.92元；
驳回原告姜慧玲的其他诉讼请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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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河北和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申请人
李国民、栗秀芳、李芮华、李芮涵、李芮宣与你公司之
间借款合同纠纷仲裁案，现已由本会主任根据《邯
郸仲裁委员会仲裁暂行规则》的规定指定独任仲
裁员刘星成立仲裁庭。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邯仲
案字第0556号案组庭、开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到本会领取，逾期视为送达。仲裁庭定于公告
期满后第10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会进行不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并裁决。(地址：
邯郸市丛台东路298号科技中心1204室)

邯郸仲裁委员会
海南蘑菇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已经受理申请
人王冬华、聂书围、覃思嘉、林会成、陈香燕、徐曹恩
晖、潘天祥、王细末、刘炳位、赵宝婷、王苑霖、陈开
胜、卢大清与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龙劳人仲案字
(2022)第63-75号)，并定于2022年4月12日9时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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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联系电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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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时代青年驾驶培训有限公司：本委已经受理申
请人吴桂登与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龙劳人仲案字
﹝2022﹞第49号)，并定于2022年4月11日9时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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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昌江鸿启实业有限公司叉河水泥分公司：本委
受理冯俊虎、张博慧诉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昌劳人仲
案字〔2022〕第31-32号)，并定于2022年5月10日上午9时
开庭审理；以上开庭地点均在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
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进行。因无法送达你公司，限
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海南省昌江县
石碌镇芒果西路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六楼，电话：
0898-26698355)领取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
通知书等法律文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按时出庭，
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昌江黎族自治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白进明：本会于2021年8月17日受理的申请人武汉
奥邦表面技术有限公司与你方买卖合同纠纷案
[(2021)武仲受字第000002092号]，现依法向你方公
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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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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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分(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会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武汉仲裁委员会
贵州如期居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如期居科技有
限公司：本会于2022年1月11日受理的申请人武汉
青青麦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你方的技术服务
合同争议[(2022)武仲受字第0000000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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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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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重庆瀛丹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经调查，你单位在“北碚旧城3、4、16号地块”
项目中违反了《重庆市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
法》第八条规定：“开发建设单位应当在办理房屋
初始登记前将未出售的房屋的首期物业专项维
修资金存入按本办法规定开立的物业专项维修
资金专户”。本机关根据《重庆市物业专项维修资
金管理办法》第四十八条拟对你单位作出罚款
10000元(大写：壹万元整)的行政处罚。
  因通过直接送达、留置送达、邮寄送达等多
种方式与你们联系均未果，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编号：(北碚)建罚告
[2021]第105号)，你单位应当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到携带有效证件前往我委(地址：重庆市北碚区碚
南大道169号重庆市北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
会；电话：023-68861903)领取《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你单位对上述行政处罚有异议，可于收到本
告知书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向本机关提出陈述和
申辩。逾期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重庆市北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022年3月7日

公告送达

杨小红(公民身份号码：41290219690420360X)：你尚
未履行我机关于2020年10月29日对你作出的行政
处罚决定(京顺卫医罚〔2020〕24号)。现向你公告送
达催告书，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10日内，将罚没款
99500元、加处罚款99500元缴至北京市内的商业性
银行。如不履行上述义务，本机关将依法申请法
院强制执行。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
  如你对此有异议，可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
10日内到北京市顺义区卫生健康监督所法规稽查
科进行陈述和申辩。联系地址：北京市顺义区顺
康路1号，联系电话：010-69439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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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思远：本院受理马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0191民初115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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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张续、谭翔宇：本院受理张洪超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民
事裁定书、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司
法公开告知书、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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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答辩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牛治臣、阜阳市华中起重设备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韩健诉你们股权转让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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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开发区法庭公开审理，
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安徽徽韵雅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谭莹、王夫耕：
本院受理桐乡明睿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陈国安诉
你们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202民初12964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开发区法庭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阜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田兵兵：本院受理孙益坤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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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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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荞缘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泰合兴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云南瑞联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蒋厚春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举证须知、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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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14：30分(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夏得中：本院受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
用卡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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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亚州、阜阳市兴业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本
院受理杨文洪诉你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1183民初5331
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内
来本院行政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自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合肥伟铭制衣有限公司、叶强：本院受理江阴霖
恩纺织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
为(2021)苏0281民初17291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须知、权利义务
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保
全)、简转普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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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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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灵：本院受理承明惠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 0 2 1 )苏02 8 1民初
15591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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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桂穷：本院受理王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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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6
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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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超群：本院受理巴艳霞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281民初
10820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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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声春：本院受理蒋先涛、周建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
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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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15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冯坤明：本院受理王一岚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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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6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郭明凤申请宣告王华跃死亡一案，
经查：王华跃，男，1973年2月20日生，云南省马关
县人，公民身份号码532625 197302200057，住马
关县马白镇塘子边社区渔水巷33号。王华跃于
2017年4月3日外出后，至今下落不明已满4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1年，希望王华跃本
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云南省马关县人民法院
天津中海顺泰劳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许克涛(二
案)、张洪奎(二案)、许克志(二案)、刘宪庆(二案)、
徐守朋五人诉你公司、天津卓诚翮昕实业有限公
司、第三人董兴果劳务合同纠纷九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权利义务告知书、应诉
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监
督卡及开庭传票。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
告支付原告许克涛剩余工钱75340.6元、支付张洪
奎剩余工钱32750元、支付许克志剩余工钱77327.8
元、支付刘宪庆剩余工钱49131.8元、支付徐守朋剩
余工钱52334元，并支付自2021年10月20日起至付
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2、涉案的诉讼费用由被
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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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期满后第3日8：30分(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刘春：本院受理刘耀红与你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281民
初10846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青阳人民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同
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
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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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苏州市分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028 1
民初16342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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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建平、周玉霞：本院受理寇秀均诉你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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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审
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黄毅敏、黄瑞祥、黄亚香、林娜：本院受理西宁世
全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的一
案已审结。原告西宁世全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提起
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青0105民初
5615号民事上诉状。限你方在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任现粉：本院受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
用卡中心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青0105民初4477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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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西
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张存晖：本院受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中心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青0105民初4478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院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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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张汉杰、高忠羽：原告孙文军、杨萍诉你们土地
承包经营权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人民法院廉政监督卡等诉讼文书，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5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饶伟：本院受理孙文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202民初
1831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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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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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祁峰：本院受理徐成玲诉你民间借贷纠纷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 0 2 1）皖1 2 0 2 民初
1854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来本院
开发区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周学平：本院受理西宁朝源建材经营部诉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司法鉴定意见书、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授权委
托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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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30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随意在本院第八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沈阳瑞德消防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本委受理申
请人大连绿诺重工有限公司与你方及沈阳瑞德
消防有限公司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答辩通知书、仲裁规则、仲
裁员名册、仲裁庭组成方式及仲裁员选定书、仲裁
申请书及相关证据材料。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和仲裁庭组成方式及
仲裁员选定书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公告
期满后第17日本委将依法组成仲裁庭。请你方于仲
裁庭组成后的3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庭组成通知书
及开庭通知书。开庭时间为仲裁庭组成后的第9日
下午13时30分（遇节假日均顺延），地点：大连市瓦
房店铁东办事处金栾路67号水务局一楼右侧大连
仲裁委员会瓦房店分会仲裁庭。逾期无正当理由
不到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大连仲裁委员会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罗婷(父亲：罗朋，母亲：王艳)遗失贵州省出生医
学证明，编号U520566999，声明作废。
  本人不慎将公有住宅租赁合同遗失，住宅地
址为北京市丰台区石榴园北里29号楼9017室。特
此声明作废。
陈逸欣(父亲：陈刚，母亲：刘干香)遗失湖南省出
生医学证明，编号：K430028729，声明作废。
李丙才身份证遗失，证号：4210871989032965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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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晓逸身份证遗失，证号：4211261984062500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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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马江艳不慎遗失绿地集团北京京纬置业有
限公司开具的购房收据1张，收据编号：0183800，
金额：76586元，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数字区块链信息技术研究院不慎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2MA00H4596C，声明作废。
我公司：北京圣满盈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687620184K。不慎将公
章，财务章，发票章，合同章，法人章(冯建之印)遗
失，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米洛时代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MA002D1N8H)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声明作废。
炎延生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 、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6MA002UQR6L，声明作废。
北京首融时代国际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注册号：
110102006935293)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
作废。
北京宗虎运输服务中心不慎遗失个体工商户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110114MA03NYJB95，声明作废。
北京大姐夫家政服务中心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110113MA00EBT402，声明作废。
北京首融时代国际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不慎遗失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110102762159149，声明作废。
北京韶祺华制衣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不慎遗失
基本户银行开户许可证，账号：344157751942，核准
号：J1000105389802，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平谷支行，声明作废。
北京普天众诚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基本户
银行开户许可证，账号：100399071980010001，核准号：
J1000091527902，开户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
公司北京海淀区紫竹院路支行，声明作废。
欧希埃贸易(上海)有限公司遗失外债签约情况表
45310000201509090335，及其业务登记凭证，声明作废。
北京立浦经贸有限公司(注册号：1101081512260)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
号：110108633689629000)、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
(代码：633689629)和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发
票专用章、法人人名章，声明作废。
北京八本堂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财
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12MA01J1UPX3，声明作废。
中核新能源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不慎将银行开户
许可证遗失，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航天桥支行，账号：11211201040000779，核准号：
J100014108801。特此声明作废。
南京司莫特建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1571591166Q)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及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合同专用章、发票
专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北京合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2MA00261F3W)作废合同专用
章、发票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朝德胜厨房设备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19MA04DTGU8J)作废公章一
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市房山区康发汽车修理站(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11X00404830J)作废公章、财务
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羽学卓睿(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672849357R)作废合同
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国大世界商务策划中心(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302798520020W)作废公章、财务专
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法人人名章各一
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世联新城信息科学研究院(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302L06345459M)作废公章、财务
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法人人名章各
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国大世联信息技术科学研究院(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302671713773B)作废公章、
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法人人名
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全美在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302673806092F)作废公章、财
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法人人名章
各一枚，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九州农特(北京)农产品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8748830020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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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5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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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感致联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08MA0190RL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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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万元，请有关债权人自本
公司减资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
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凯言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1708054152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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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万元，请有关债权人自
本公司减资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
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鑫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17MA01T4TL3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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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万元，请有关债权人
自本公司减资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
清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中视望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15MA7EEF4R6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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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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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恒意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17MA0204H91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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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有关债权人自本
公司减资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
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中科益普(北京)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15568778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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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万元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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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知安合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12MA01U277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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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万元，请有关债权人自本
公司减资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
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北玻龙腾玻璃制品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570001876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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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8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0万元，请有关债权人
自本公司减资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
清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北京市平谷区卓睿培训学校(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52110117MJ03679449)经理事会决议，拟
向上级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组成清算组，请
债权人于2022年3月7日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
本中心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信生原(北京)传统文化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MA003ER979，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
算组成员：许晓伟、岳澍、田春晨、胡士博。清算组
负责人：许晓伟。请债权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海港新语(北京)食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6MA01TFFU8F)经股东决定，现公
司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刘硕，
清算组负责人：刘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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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晟时代建筑装饰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7MA01Y49T9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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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振彦、夏雪飞；清算组负责人：刘振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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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凯若文化发展中心(注册
号：110106014575230)经投资人决定，拟向企业登记
机关申请吊销转注销登记，投资人：胡小晶，请债
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60日内向本企业投资人申
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公告：北京双龙山
创 赢 文 化 传 播 中 心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110114L580556130，现拟变更为企业组织形式，
变更后的企业类型为有限公司，变更后的企业名
称为北京双龙山创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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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秋
媛，2022年3月7日。
公告：本企业北京福来瑞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吊
销已满三年，拟向登记机关申请简易注销登记，
现登报申明，并郑重承诺：本企业债权债务已清
算完结，不存在未结清清算费用、职工工资、社会
保险费用、法定补偿金和未交清的应缴纳税款及
其他未了结事务，清算工作已全面完结。本企业承
诺申请注销登记时不存在以下行情形：涉及国家规
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外商投资企业；正在被
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的；存在股权(投资权益)被冻结、出质或动产抵押等
情形，有正在被立案调查或采取行政强制、司法协
助、被予以行政处罚等情形的；企业所属的非法人分
支机构未办理注销登记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
院决定规定在注销登记前须经批准的；不适用企业
简易注销登记的其他情形。(本企业营业执照正副本
和公章已丢失，申明作废。)本企业投资人肖俊生、杜
冬云对以上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如果违法失信，
则由本企业投资人肖俊生、杜冬云承担相应的法
律后果和责任，并自愿接受相关行政执法部门的
约束和惩戒。联系人：杜冬云，电话：13501095315。
公告：本企业禧纳东方(北京)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吊销已满三年，拟向登记机关申请简易注销登
记，现登报申明，并郑重承诺：本企业债权债务已
清算完结，不存在未结清清算费用、职工工资、社
会保险费用、法定补偿金和未交清的应缴纳税款
及其他未了结事务，清算工作已全面完结。本企
业承诺申请注销登记时不存在以下情形：涉及国
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外商投资企业；
正在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
企业名单的；存在股权(投资权益)被冻结、出质或
动产抵押等情形；有正在被立案调查或采取行政
强制、司法协助、被予以行政处罚等情形的；企业
所属的非法人分支机构未办理注销登记的；法
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在注销登记前
需经批准的；不适用企业简易注销登记的其他情
形。本企业投资人吕霖、梅晓燕、关稳对以上承诺
的真实性负责，如果违法失信，则由本企业投资
人吕霖、梅晓燕、关稳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和责
任，并自愿接受相关行政执法部门的约束和惩
戒。联系人：吕霖，电话：18501340027。

公告

五台县鑫大鑫矿产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申请人龙
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庭组成人员名
单、开庭传票等。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定于公
告期满后第8日(节假日顺延)15时在本会仲裁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本会联系地址：
嘉峪关市和诚东路15 1 1号，联系电话：09 3 7 -
6243496)，特此公告。

嘉峪关仲裁委员会
公告

北京豚鼠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现查明你(单位)
于2020年11月18日变更经营场所、法定代表人登
记事项，未在规定期限内向原许可的旅游行政管
理部门备案、换领或者交回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
证，该行为违反了《旅行社条例》第十二条的规
定。依据《旅行社条例》第五十条的规定，现责令
你单位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按照
备案审查部门审查意见完成备案，完成备案时间
以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审查通过日期为准。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单位)送达《责令改
正通知书》，依据《旅游行政处罚办法》第五十三
条的规定，现将《责令改正通知书》(京)文改字

〔2022〕第600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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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令改正通知书》(京)文改字〔202 2〕第
600005号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
2022年3月3日

责令改正通知书

(京)文改字〔2022〕第600005号
北京豚鼠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经查，你(单位)于2020年11月18日至2022年03
月02日期间，存在旅行社变更经营场所、法定代表
人登记事项，未在规定期限内向原许可的旅游行
政管理部门备案、换领或者交回旅行社业务经营
许可证的行为，违反了《旅行社条例》第十二条的
规定。依据《旅行社条例》第五十条的规定，现责
令你单位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按
照备案审查部门审查意见完成备案，完成备案时
间以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审查通过日期为准。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
2022年03月0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