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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胡伟：本院受理原告朱广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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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休假日顺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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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冀0107执119号 尚梅刚：我院在执行谷
亚强与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
(划拨)、决定书、限制高消费令等执行文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间不停止
生效文书的执行。

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矿区人民法院
(2018)辽0882执768号 大石桥市天红(昌太)地产有
限公司：本院在执行王居福申请执行大石桥市
天红地产有限公司、大石桥市昌太地产有限公
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应申请执行人申请，
要求查封被执行人大石桥市天红(昌太)地产有
限公司名下，座落于大石桥市府南大街南货场
路原金屯五队菜地(百世快递公司)北侧的三层
办公楼、院落、车库和其他房屋、院内土地使用
权；查封大石桥市昌太地产有限公司开发的位
于大石桥市丽景家园6号楼第5号219.05㎡门市
房。查封期间不准抵押、出租、转让和变卖，查封
期限三年，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辽宁省大石桥市人民法院
赵晓磊、平顶山鑫之迈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王许诉你们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
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届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3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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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君志、龚希枝、新乡市大海牧业有限公司、赵保
军、李玉霞：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现代养殖专
业合作社总社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届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
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3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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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冬冬、杨梦军、王宏波、胡静静：本院受理原告
平顶山市现代养殖专业合作社总社诉你们追偿
权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届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3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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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自江、梁风娟、孙丽平：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
现代养殖专业合作社总社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
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届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3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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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生龙：本院受理原告陈天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届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3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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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0784民初6746号
王林平：本院受理原告夏明德与王林平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 浙0784民初67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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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办公室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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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苏0311民初733号
陈北京、胡海东：本院受理刘敏学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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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
并定于举证(答辩)公告期满后的第3日14：00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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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苏0311民初967号
张婷：本院受理陈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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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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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并定于举证(答辩)
公告期满后的第3日9：0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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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苏0311民初1247号
张艳梅：本院受理岳妍诉你股东损害公司债权
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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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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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并定于举证(答辩)公告期满后的第3日9：
0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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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苏0311民初1666号
代乐乐：本院受理范敬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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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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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并定于举证(答辩)公
告期满后的第3日9：3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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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86号
徐州市兴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陈伟：本院受
理原告许卫东与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 )苏0311民
初6986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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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75号
江苏瑞银置地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徐州
英创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与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2021)苏0311民初697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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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97号
满广新、苏美英、王珍、满昱溥、满浩然：本院受理
原告沙丙营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 )苏0311民
初709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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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71号
尹明业：本院受理原告程译萱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
0311民初917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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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苏0311民初1393号 王勃：本院受理原告李
维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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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
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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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日内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开庭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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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97号 尚均海、陈孔爱、尚瑞
波：本院受理原告李柔亮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 0 2 1 )苏0 3 1 1民初
69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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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苏0311民初1560号 魏帅：本院受理原告
张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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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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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日内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2)苏0311民初255号 张春英：本院受理原告姜
路艳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苏0311民初2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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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苏0311民初217号 王君：本院受理原告蔺苏
平、张磊、张娅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311民初2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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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伟：本院受理原告唐怀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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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通知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
2022年6月9日10点0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浮龙湖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单县人民法院
魏广政：本院受理原告牛秋艳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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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通知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
2022年6月9日9点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浮龙湖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单县人民法院

寻亲启事

  余欣月，女，汉族，2004年5月9日被捡拾，捡拾
地址不详，现在河南省鹤壁市浚县屯子镇原厚村
生活，现寻找亲生父母亲。联系人：余江温，联系
电话：13783008417。

余欣月 余江温
2022年4月19日

公 告

赵严坡，身份证号41282419500510****：
  经公安机关查明2020年9月7日下午，你至南
通市开发区新开苑90栋店面01室门口，窃得卞某
放置在此处门口的一个门框。经鉴定该门框价值
人民币250元。以上事实有你的陈述、被侵害人的
陈述、证人证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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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十一条第（三）项之规定，拟给予你行政拘留五日

（不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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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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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4月19日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孙和平：本院受理原告鲁林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

(2022)皖1723民初1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起三

十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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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池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青阳县人民法院

何宝珍、吴佳宝、杨业生、珠海市名饰装饰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唐鸿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 )粤1427民

初138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

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提出上诉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

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

兴仁县阳光旅游发展管理有限公司：原告兴仁市

芳苑绿色发展有限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2322民初4317号

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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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则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刘宪芳：原告何明学与你民间借贷纠纷案，依法

向你送达(2022)川1802民初587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刘宪芳于本判决生效起十日内归还原告

借款1万元。如不服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雅安

市中级人民法院。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人民法院

周乐淼∶原告王利芬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浙

0302民初1200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三

个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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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张长江、董金锁、王会吉、刘洪伟：本会受理(2019)

并仲裁字第1211号，申请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太原分行与被申请人张长江、董金锁、王会吉、

刘洪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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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后第15日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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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环翔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山西青创融资担保

股份有限公司、崔新明、任金英：本会受理(2019)并

仲裁字第1246号，申请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太原分行与被申请人山西环翔物资贸易有限公

司、山西青创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崔新明、任

金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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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后第15日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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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义、张维丽、山西鑫和鑫商贸有限公司、山西

福隆惠商贸有限公司、智慧仁、李永莲、和建良、

吕微甜、柴正俊、裴合香：本会受理(2019)并仲裁字

第1368号，申请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

行与你(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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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后第15日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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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荣臻、黄丽敏、山西巨绩二手车经纪有限公司：

本会受理(2019)并仲裁字第1515号，申请人晋城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与被申请人田荣臻、黄

丽敏、山西巨绩二手车经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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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后第15日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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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立群、刘晓花、吴胜国、卢传轩：本会受理(2020)

并仲裁字第061号，申请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太原分行与被申请人戴立群、刘晓花、吴胜国、卢

传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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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庭时间定于举证期满后第15日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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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传轩、吴翠莲、吴胜国、戴 立 群：本 会 受 理

(2020)并仲裁字第463号，申请人晋城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与被申请人卢传轩、吴翠

莲、吴胜国、戴立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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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后第15日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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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萍、王麒、宋利涛：本会受理(2020)并仲裁字第

548号，申请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与

被申请人邹萍、王麒、宋利涛之间的金融借款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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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后第15日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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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素娥、刘素美、刘光明：本会受理(2020)并仲裁字

第556号，申请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

与被申请人刘素娥、刘素美、刘光明之间的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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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后第15日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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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清扬(海南)景区管理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李

彤、黄耀臣、梁小惠与你单位劳动争议案(琼劳人

仲案字〔2022〕第194-196号)，现已作出裁决。因无

法送达你单位，限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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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取仲裁裁决书

(琼劳人仲裁字〔2022〕116-118号)，逾期视为送达。

海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涨停(海南)投资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杨慧与你

单位劳动争议案(琼劳人仲案字〔2022〕第209号)，

现已作出裁决。因无法送达你单位，限你单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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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9 8 -

65311325)领取仲裁裁决书(琼劳人仲裁字〔2022〕

155号)，逾期视为送达。

海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成都市法雅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甄井

凤与你单位劳动争议案(琼劳人仲案字〔2022〕第

23号)，现已作出裁决。因无法送达你单位，限你

单位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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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取仲裁裁决书(琼劳人仲裁字〔2022〕

136号)，逾期视为送达。

海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陕西博东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市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定于2022年6月8日15时

30分开庭审理申请人张军侠、储召霞与你单位劳

动争议案，现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方送达申请书副本、应诉

通知、开庭通知。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地

址：陕西省西安市经开区明光路166号凯瑞E座103

室，联系电话：029-86529981。

西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佳纯韩式炸鸡店：西安市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定于2022年6

月8日14时开庭审理申请人畅晨与你单位劳动

争议案，现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方送达申请书副本、应

诉通知、开庭通知。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

达。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经开区明光路166号凯瑞

E座103室，联系电话：029-86529981。

西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

西安欢欢喜喜日用品有限公司：西安市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定于2022年6月8日10

时开庭审理申请人梁谭飞与你单位劳动争议案，

现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之规定向你方送达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

开庭通知。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经开区明光路166号凯瑞E座103

室，联系电话：029-86529981。

西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

西安柚子众创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西安市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定于2022年6

月8日9时开庭审理申请人李杰与你单位劳动争议

案，现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之规定向你方送达申请书副本、应诉通

知、开庭通知。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地

址：陕西省西安市经开区明光路166号凯瑞E座

103室，联系电话：029-86529981。

西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

陕西华贸博源咨询有限公司：西安市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定于2022年6月7日14时

开庭审理申请人安婧雯、王怡、侯婕、张超飞与你

单位劳动争议案，现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方送达申请书副

本、应诉通知、开庭通知。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

送达。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经开区明光路166号凯

瑞E座103室，联系电话：029-86529981。

西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程磊：本院受理王志勤诉你民间借贷纠纷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皖1522民初
60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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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无锡市美泰热磁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上
海旻祥模具制造有限公司与被告无锡市美泰热
磁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诉状、证据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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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东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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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鸿创不锈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安阳兴
易通商贸有限公司与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0205 民
初7186号民事判决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无锡零度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李卫东
诉你承揽合同纠纷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苏0205民初733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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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敦煌飞天生态产业有限公司、何玉婷、何延忠：本
院受理通威拜欧玛(无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你
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苏0205民初5234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刘畅：本院受理的原告张家玮与被告刘畅分期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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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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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正球：本院受理原告张加琼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2022）黔2732民初461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上
述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2022年6月2日15时0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田先进：本院受理原告王亚丽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皖1503民初2552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城南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法院
韦玉梅：本院受理三都富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潘荣军、韦玉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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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权利义务通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举证通知书、适用普通程
序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6月
7日上午九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贵州珏南教育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贵州鳄鱼
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与贵州珏南教育发展有限公
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21）黔
0502民初19928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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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王静娟：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房芳与被执行人
韩雪、阜阳市韩雪商贸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中，申请执行人房芳书面申请，以你作为被执
行人阜阳市韩雪商贸有限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
100%）为由追加你为本案的被执行人。本院已
于2022年2月21日依法作出(2022 )皖1202执107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被执行人王静娟应在本裁
定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房芳履行金钱给付义
务203670元并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裁定书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
执行。自本次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执
行裁定书，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起诉讼。逾期未予诉讼，
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陈国良：本院受理原告朱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法
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
时(节假日顺延)在泰兴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特此公告。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于要：本院受理浙江瓯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陈
启旺及你追偿权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及证据、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裁定书。自公告起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
于2022年6月14日15时00分在天台县司法局公开开
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
安徽鑫美医用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安徽
兆立普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诉被告安徽鑫美医用
设备有限公司技术转让合同纠纷(2022)皖0191民
初1654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应诉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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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次日上午9时整(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特此公告。

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黄利娟：本院受理原告李从波与被告黄利娟离婚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孙岗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张朋：本院受理原告梁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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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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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11
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岫岩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曾和平、苗秀珍：本院受理车美艳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本院已作出（2022）辽0604民初92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丹东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人民法院
杨卫彪：本院受理姚国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皖1182
民初8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30日内到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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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
翟庆龙：本院受理陈彦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鲁0982民初178 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宫
里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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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新泰市人民法院
建湖县御峰装饰有限公司、苗勇峰：本院受理原
告孙飞虎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2022）苏0925民初
1075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6月9日9时在本院第
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曲明：本院受理原告程启华、高士杰诉你房屋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22）皖1182民初1103
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
状、证据、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十五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审
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
吴仕清：本院受理原告王从喜诉你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案号为（2022）皖1182民初866号，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证据、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并定于期满
后的第三日上午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七法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
常亮：本院受理原告七星关区特驱希望饲料经营
部诉被告常亮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0502民初19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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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何荣：本院受理原告七星关区特驱希望饲料经营
部诉被告何荣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0502民初198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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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高淑风：原告石家庄市新华区南高基村村民委员
会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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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0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黄兴美：本院受理原告宫允与被告黄兴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皖1202民初134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30日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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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佘祥怡、佘敦余：本院受理汪金平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21）皖0705民初647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起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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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赣0502民初472号
章小平、钟美莲、邱军军、何军：本院受理原告杨
芳与被告章小平、钟美莲、邱军军、何军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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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
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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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10时30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
（2022）赣0502民初474号
刘琦文、新余市麦唐十二兽酒吧服务有限公司、
新余市莱舞秀娱乐有限公司、邹伟：本院受理原
告胡艳与被告刘琦文、新余市麦唐十二兽酒吧服
务有限公司、新余市莱舞秀娱乐有限公司、邹伟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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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合
议庭成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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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08
时5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李久云、四川成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四川成希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天峻分公司：本院受理青海
俩老挑商贸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
应诉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
期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汪清县耀天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延边耀天燃气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河北鑫兴调压器有限
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冀1121民初1263号民事判决书及廉
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
视为送达。判决：一、汪清县耀天燃气有限责任公
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给付原告货款114300
元及逾期利息(自2020年11月16日至付清之日按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年平均3.85%上浮50%计算)；二、延边耀天燃气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汪清县耀天燃气有限责任
公司上述第一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河北省枣强县人民法院
冯克勤：本院受理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无锡分公司与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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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苏0281民初12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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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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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省杨：本院受理苏本友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开庭传
票、举证须知、权利义务、民事裁定书及证据材
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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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徐霞客
法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吴家新：本院受理桂纯龙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须知、
廉政监督卡、(2022)苏0281民初2336号民事裁定
书(小额转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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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宜丰：本院受理王选柱、王远成与你劳务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
须知、廉政监督卡、(2022)苏0281民初18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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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1183民初708号民事
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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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预交相应的上诉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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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冰涛：本院受理苗光明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115民初16032号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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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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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顺延)9：30在本院汤山法
庭第二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王金龙：本院受理余绍明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监督卡、普通独
任通知书、转普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9：30(休假日顺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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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建国、李洪忠：本院受理于航诉你财产损害赔
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司法公开
告知书、追加被告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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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申建国、李洪忠：本院受理李国营诉你财产损害
赔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司法公开
告知书、追加被告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安徽凯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张羲诉
你公司及凤阳县教育体育局、第三人唐永民建
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作出(2022 )
皖1126民初207号民事判决。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
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凤阳县人民法院
安徽凯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费远伍
诉你公司及凤阳县教育体育局、第三人唐永民
建 设 工 程 分 包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本 院 已 作 出
(2022)皖1126民初281号民事判决。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
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凤阳县人民法院
安徽凯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谢传胜诉
你公司及凤阳县教育体育局、第三人唐永民建
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作出(2022 )
皖1126民初210号民事判决。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
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凤阳县人民法院
青海众途旅行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马全旺诉你
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书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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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吴文俊：原告曾佳豪诉你与林坤合伙合同纠纷一
案及原告曾佳豪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参加诉讼通知
书、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
当事人须知、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15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
杭飞：本院受理杭德志诉你赠与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苏0115民
初12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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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张连芳、左书连、张改玲、左俊国：本院受理于守
红诉你们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2)冀0432民初3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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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
假日顺延)九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河北省广平县人民法院
徐永录：本院受理郗宝杰诉你离婚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曙光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民法院
刘婷：本院受理刘志勇诉你离婚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曙光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民法院
天津慕恩瑞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本中心受理季
娜、白肖焕、王炳丽诉你单位社会保险争议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津(保税)社保强催字[2022]第
002号、津(保税)社保强催字[2022]第003号、津(保
税)社保强催字[2022]第004号《强制执行催告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如有异议，可在公
告期满10日内向本中心提出，逾期即发生法律效
力。(本中心地址：天津空港经济区西三道166号空
港管委会C区社保保税区分中心稽核风控科)

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保税区分中心
杨谨菲、季瑞峰、何杨、赵华、张晓军、钱磊、杨丽
慧、樊若辉、陈金霞、孙继荷、张继燕、张晓磊：我
委受理的申请人张家口德鑫慧源商贸有限公司
诉你《借款担保协议》纠纷案件，现依法公告送
达：组庭通知书、开庭通知书，公告期满(30日)
即视为送达。开庭时间为公告期满后第五天上
午九点，开庭地点为张家口仲裁委员会第一仲
裁庭(公告期满后第五天若遇节假日，则开庭时
间往后顺延至第一个工作日)。

张家口仲裁委员会
张晓飞、季瑞峰：河北东沣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
你《融资担保委托合同》纠纷案件，本委已经受
理，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仲裁申请
书、仲裁员名册、选定仲裁员声明书、举证通知
书、仲裁规则。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仲裁答辩状、约定仲裁庭组庭
方式、选定仲裁员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15日、15日和30日内。逾期则由本委
主任依法为你确定仲裁庭组成方式并指定仲裁
员。举证期满后第7日上午9：00在张家口仲裁委员
会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期间最后一日为节
假日的，顺延至节假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张家口仲裁委员会
武万军、张晶、刘州洋、任鑫、周学东、巍伟凡、武
俊、刘慧文、孙平、高杰、樊明亮、齐永生、高志利、
刘帅、陈飞、王月莲、贾志国、王世伟、李瑞晨、张
红、张雷、叶俊辉、尚明哲、张东华、唐丽洁 、王
旭飞、云丽燕、张佳强：张家口德鑫慧源商贸有限
公司诉你等《借款担保协议》纠纷案件，本委已经
受理，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仲裁申
请书、仲裁员名册、选定仲裁员声明书、举证通知
书、仲裁规则。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仲裁答辩状、约定仲裁庭组庭方式、
选定仲裁员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15日、15日和30日内。逾期则由本委主任依法
为你确定仲裁庭组成方式并指定仲裁员。举证
期满后第7日上午9：00在张家口仲裁委员会第
一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期间最后一日为节假
日的，顺延至节假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张家口仲裁委员会
陈飞、邵俊茹：河北联信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诉你
《汽车贷款担保协议》纠纷一案，本委已经受理，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仲裁申请书、
仲裁员名册、选定仲裁员声明书、举证通知书、仲
裁规则。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仲裁答辩状、约定仲裁庭组庭方式、选
定仲裁员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15日、15日和30日内。逾期则由本委主任依
法为你确定仲裁庭组成方式并指定仲裁员。举
证期满后第7日上午9：00在张家口仲裁委员会
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期间最后一日为节
假日的，顺延至节假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张家口仲裁委员会
（2021）苏0104民初2966号 洪军：本院受理原告南
京鑫彩峰广告有限公司与被告洪军承揽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判决如下：被告洪军自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南京鑫
彩峰广告有限公司13500元。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
256.5元，公告费600元，合计856.5元，由原告负担
135元，被告洪军负担721.5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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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王常春：本院受理贵州兴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2322民初48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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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黔西南布依族苗族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李洪江、刘天森：本院受理谢光彬与你们、陆安贵
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 )黔2322民初40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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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黔西南布依族苗族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郑茂林：本院受理艾铁华与你运输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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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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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9：15(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下蜀法庭第二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陶茂荣：本院受理杨良云诉你民间借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1183民初5781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内来本院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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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预交相应的上诉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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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桂民、汤梦雨：原告朱旭祥与你们、沈林、田富
友、柯建敏、万霞、徐志平、高云房屋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结。原告朱旭祥不服本院(2021 )
苏1183民初674号民事判决提起上诉。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民一庭领取朱旭祥上诉状，逾期不领视为送
达。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范文军、范德明：本院受理江阴市澄北华润酒业
商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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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33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徐霞客法庭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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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成霖：本院受理徐乔凤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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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华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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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彪、杨林：本院受理沈志强诉你等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等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告知当事人权利义务书、
民事裁定书2份(保全裁定、简转普)、合议庭成员
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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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青阳法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周建军：本院受理徐华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0281
民初12722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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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国平：本院受理徐国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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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须知、权利义务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转换程序通知书、廉政告知书、审
判团队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
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孙浩：本院受理王浩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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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开发区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齐东坡：本院受理丁丽娟诉你离婚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成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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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开发区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泰兴市鸿拓架业工程有限公司、何小勇：本院
受理阜阳开发区永和盛建筑器材租赁部诉你
们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成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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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程启义：本院受理韩振清诉你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1)苏1183民初74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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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伴(北京)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张雪荣
与你司劳动争议一案，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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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
须知、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30(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下蜀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崔英杰：本院受理朱春玲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吉0581民初7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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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通化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民法院
余永刚：本院受理唐琼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2022）黔2324民初137号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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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余永刚：本院受理黄薛丹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2022）黔2324民初138号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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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白敏：原告张成平与你、卢发明租赁合同纠纷案
(2022)川1802民初522号，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
送达。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定于2022年6月2日9时在第七审判庭公开审
理，届时依法审判。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人民法院
赵建军：原告肖文成与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
纠纷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川1802民
初21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你于本判决
生效起十日内给付肖文成医疗费、护理费、住院
伙食补助费、交通费、误工费共计人民币29419.82
元；二、驳回肖文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200元，鉴定费用1100元，共计1300元，由你负担。自
公告起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
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人民法院
向浩然：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雅安分
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
送达（2021）川1802民初248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向浩然在本判决生效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本金
6000元及截止2021年5月17日已经产生的利息
2378.71元，并承担从2021年5月18日起至款清之日
止按照合同标准计付的利息（含罚息、复利不超
过年利率24%）。本案本诉案件受理费25元，由向
浩然负担。自公告起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人民法院
季增云∶原告吴海娇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院（20 2 1）浙
0302民初1267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
三个月，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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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海南臻所贸易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葛晓欣诉你
公司劳动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应
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限你公司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应诉，逾期视为送达。本
委定于2022年8月22日15：30分在三亚市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第一仲裁庭（三亚市迎宾路285号
市房地产服务中心11楼）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
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按缺席裁决。请在开庭
后15日内到本委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三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程成（女，公民身份号码：210114198708181820）：
本委受理的三亚吉阳木木海中医诊所与你的劳
动争议案，因你未按时出庭参加庭审，本委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三十
六条规定，依法按撤回仲裁申请处理。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三劳人仲决字〔2022〕第174号决定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领取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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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决定，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到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起诉，期
满不起诉，本决定发生法律效力。

三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刘琪伟；王文利；王成宇、赵亚菊：本会受理的申
请人山东嘉亿置业有限公司与你房屋买卖纠纷
仲裁案[案号（2021）淄仲裁字第879号、（2021）淄仲
裁字第882号、（2021）淄仲裁字第883号]，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答辩通知、仲裁规则、仲
裁员名册、约定组庭方式及选定仲裁员函、送
达地址确认书、诚信仲裁承诺函，自公告发布
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和选定仲裁
员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答辩期届满后
第一个工作日将依法组成仲裁庭，你应于组庭
后第一个工作日来本会领取组庭、开庭通知、
仲裁员接受指（选）定声明书。第一次开庭时间
为组庭后第11个工作日9时。如需要，第二次开
庭时间为第一次开庭后第7个工作日9时，地点
均为本会第一仲裁庭。逾期无正当理由不到庭，
仲裁庭将缺席审理并裁决。

淄博仲裁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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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依
法裁决。裁决内容如下：“自本裁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两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2020年7月工
资8356.52元、8月工资8330.58元、9月工资7167.85元、
10月工资差额4589.21元、11月工资6385.44元、2021
年2月工资差额314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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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决书，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淄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院立案与调解庭(淄博市张店区金晶大道191
号)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裁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逾期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淄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韩小丽：本院受理的原告王权峰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
陕0902民初659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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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陕西省安康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人民法院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张月，身份证号：210106198605093326(有效期2021

年03月16日-2041年03月16日)于2022年03月31日

遗失，特此声明：因他人冒用等原因产生的一切

问题和后果(如违法违纪、贷款理财之类等等)

由冒用者承担！本人不负法律责任。

本 人 不 慎 将 保 险 合 同 丢 失 ，合 同 编 号 ：

135003032034，特此声明作废。

周 萍 不 慎 遗 失 教 师 资 格 证 书 ，证 书 号

20054200241000632，特声明作废。

王景浩(母亲：董萍，父亲：王博)遗失山西省出

生医学证明，出生医院：沁源县人民医院，编号：

T140170131，声明作废。

陈子贤(父亲：方林波，母亲：陈彩霞)遗失湖南

省出生医学证明，编号N430003368，声明作废。

田一午(母亲：张湘林，父亲：田成)遗失湖南省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R430605983，声明作废。

覃杨雅杰(父亲：覃正军，母亲：杨梅枝)遗失湖南省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I430460549，声明作废。

薛永雄于2022年04月18日不慎遗失第二代身份

证，号码：441284198206200030，本人已申领新证，

此证已失效。特此声明。

刘国进、郑仕会遗失不动产权证，证号：黔(2021)

湄潭县不动产权第0010405号，坐落：贵州省遵

义市湄潭县湄江街道象山路汽车站安置房A栋

1单元3层1号，面积：119.56㎡，特此声明。

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赵江燕律师于2022年4月2

日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执业

证号11101201611366961，声明作废。

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张利焕律师于2022年4月

15日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执

业证号11101202011191919，声明作废。

北京市朝阳区春华汽车配件商店 ( 注册号：

1101051202884)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和公章、

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声明作废。

北 京 市 朝 阳 区 大 鹏 医 药 经 营 部 ( 注 册 号：

1101051211145)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和公章、

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声明作废。

北 京 市 登 宝 山 物 资 贸 易 公 司 ( 注 册 号 ：

1101051225215)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和公章、

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声明作废。

北京长富安酒楼(注册号：1101051236653)不慎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和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

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声明作废。

北京金鹏福江汽车维修站(注册号：1101051202919)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和公章、合同专用章、

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声明作废。

古月文轩(北京)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9306683852Q)不慎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北京智诚远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1101082749022，声明作废。

北京天天旋转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05MA01XL670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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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风细雨(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17MA7KTGC57K，声明作废。

北京明鹏凯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不慎遗失食品

经 营 许 可 证 正 、副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1105261123071，声明作废。

北京天通敬羽餐饮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北京市小

规模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SP214060004894，声明作废。

常德市鼎城区乒乓球协会遗失社会团体法人登

记 证 书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51430703MJJ570947H，声明作废。

绥阳县洪兴劳务分包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20323MA6E9HK039)遗失公章1枚，编

号：5203233000779，声明作废。

北京冉升冉起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06MA01XMAF4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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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浩瑞祥达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06575241411N，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特此声明作废。

北 京 聚 友 捌 零 文 化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 税 号：

110105681244173)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及

公章、财务专用章、人名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

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福建省乾昆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北京销售分公司

(注册号：110108010003979)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声明作废。

张家界一果果业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30802MA4PJRT17J)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天津双栖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01MA072DAB36)不慎遗失发票章，特此

声明作废。

天津艾云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60552716338)不慎遗失公章、财务专用

章、法人人名章，声明作废。

天津翰海工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公司遗失公

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法人

人 名 章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20118MA05YBTD8C，声明作废。

天津市津门一串大酒店宾西路分店不慎遗失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正 、副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1200030036291，声明作废。

福州利达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

公章印章编号：35010210066581；财务专用章一

枚，财务专用章编号：35010210066582，声明作废。

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圳机场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不

慎将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第五联丢失，NO：

0035489820，执行单位编码：31728219，填制日期：

2020年02月14日，缴款码：0000002000057074，金

额：1000元，特此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北京智美汇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7MA01L87Y7F)作废公章、财

务专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永禾工月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6MA00DNE85P)作废

财务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柏迪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12MA01Q4E85K)作废公章

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康都博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9754680807Q)作废公章

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华夏御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7MA017YHL9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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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千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12MA7FK5XA84)作废发票

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福建省乾昆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北京销

售分公司(注册号：110108010003979)作废法定名称

章、财务专用章、法人人名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小草堂中医诊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MA01YEKW0A)作废发

票章一枚，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祖玛(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302MA007UB07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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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36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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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柠娱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558552584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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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50万元人民币，

请债权债务人于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

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中新致一(天津)科技有限公司申请减

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MA0705H057，拟将

注册资本由2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5万元人民币，

请债权人自公告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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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译铭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6E0U3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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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4万元减少至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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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智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20112066880231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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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万元人民币减至10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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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尚后国际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G2M9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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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240万元人民

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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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易途在线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33031837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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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50万元人

民币，请债权人于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

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中盛恒润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8596003295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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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220万元，请有关债权

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

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北京智诚远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注册

号：1101082749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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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敬、仝建静，清算

组负责人：仝建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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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墨勋书画院(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08MA04EK7A85)经投资人决定，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投资人：许春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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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北京嘉悦清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2MA01M9635X)经股

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

组成员：钟磊，清算组负责人：钟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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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月文轩(北京)新能源科技发展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9306683852Q)经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李昂，清算组

负责人:李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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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易升

明运输部(注册号110113604067973)，现拟变更为

企业组织形式，变更后名称为北京杰特兴业商

贸有限公司，变更后的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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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雷，2022年4月19日。

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公告：北京三北

创新工程机械销售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110114L28668021F，现拟变更为企业组织形

式，变更后的企业类型为有限公司，本人承诺变

更后若有原个体工商户经营期间未结清的债权

债务仍由本人承担。个体工商户签名：张会齐，

2022年4月19日。

遗失声明

  深圳天来文旅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公章、财务章等各类印章且不慎遗失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深圳天来文旅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030078424730XQ。上述

公司印章、营业执照等声明作废。特此声明

深圳天来文旅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零二二年四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