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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张红山：本院受理原告姜建国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
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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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市相城区添龙复合材料厂：本院受理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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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苏0582民初17214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内来本院凤凰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缴纳办
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
诉案件受理费。

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四川酷家云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马玉芳诉被告四川酷家云辰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
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各一份。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开
发区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本院将依
法缺席审理和判决。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马德武、祁秀珍：本院受理的青海门源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因无法通过其它方式向你送达
民事判决书，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 )青
2221民初27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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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海北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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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2022)豫0402民初329号 王明义、杨建涛：本院受
理原告浙江凝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二
人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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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2021 )豫0402民初2878号 周炳超、李留孩、李
巧惠、赵永光：本院受理原告赵进广、王改诉你
们健康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豫0402民初2878号民事判决书。公告刊登
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2021)豫0402民初3251号 申需要：本院受理原
告贾延彬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 豫0402民初3251号民事判决书。
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
登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5402号 谢兵：本院受理原告
遂宁市河东新区互旺建材租赁站诉被告谢兵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一、原告遂宁市河东新区互旺
建材租赁站与被告谢兵于2018年1月9日签订的
《建材租赁合同》自2021年12月2日起解除;二、
被告谢兵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遂宁
市河东新区互旺建材租赁站支付尚欠的租金、
租赁物丢损赔偿费等共计15 6  3 1 6 . 0 2元及利
息，其中：截止_2021年8月15的利息为59 617.73
元;2 0 2 1年8月16日以后的利息的计算方式为：
以尚久款项156 316 .02元为基数，自2021年8月
16日起至本判决指定的给付之日止，按照月利
率1.28%进行利息计算至欠款本金实际付清之
日止三、驳回遂宁市河东新区互旺建材租赁站
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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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0 0
元，保全申请费1420元由被告谢兵负担。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龙凤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湖南欧赛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昭平县鸿宇矿业有限公司诉你与孙剑飞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 )桂1121民初2222号民事判决书。本
院判决如下：一、被告湖南欧赛伦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昭平
县鸿宇矿业有限公司给付货款600 000元；二、驳
回原告昭平县鸿宇矿业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9800元，诉讼保全申请费3 520元，公
告费740元，合计14 060元，由湖南欧赛伦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五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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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贺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西壮族自治区昭平县人民法院
(2021)冀0107民初740号 梁秀方、王新春：本院
受理原告石家庄市矿区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 1 )冀010 7民初740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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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北省
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矿区人民法院
平顶山市鑫池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郭怀珍：
本院受理原告赵军党诉被告平顶山市鑫池商
品混凝土有限公司、郭怀珍、高长顺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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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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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豫0402民初3191号 李雁霞：本院受理原
告(申请执行人)张超起诉被告(被执行人)李艳
丽、第三人(被执行人)李雁霞申请执行人执行
异 议 之 诉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1)豫0402民初3191号民事判决书。公告刊登
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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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士钊：本院受理原告沈杰诉你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送达应诉通
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原告诉讼
请求如下：一、请求判令被告还清欠款人民币壹
万壹仟元；二、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车
旅费、误工费。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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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15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小圩人民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五河县人民法院
王粉英：本院受理原告郝祥同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苏0311民初1992号案
件的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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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1532号 冯嘉燕(住广东省恩
平市圣堂镇区村村民委员会东头村6巷26号)：
本院受理原告任应琴与被告冯嘉燕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材料。原告诉请：判令被告
支付原告欠款1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
2021年3月18日起按LPR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
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十五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2022年6月24日8
时40分，开庭地点为本院8号法庭(东门四楼)，
合议庭组成人员为：朱蓓蕾、梅凌宵、应群敏。
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 )苏0312民初8301号 徐州市九鹏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崔同金与你方及
第三人孙相敏、吴志刚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
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第三人吴志刚
对该案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该案上
诉状副本。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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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之内，期满后视为送达。

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
(2021 )苏0312民初8301号 徐州市九鹏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崔同金与你方及
第三人孙相敏、吴志刚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
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第三人孙相敏
对该案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该案上
诉状副本。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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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之内，期满后视为送达。

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
(2021 )黔2322民初5304号 兴仁市企融劳务派
遣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云志与
被告兴仁市企融劳务派遣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本院(2021)黔2322民初5304号案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2021 )豫0402民初4256号 河南省金刚防水工
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反诉被告)何海明
诉你公司与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闫
建军(反诉原告)、栾纪伟(反诉原告)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豫0402民初425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庭领取民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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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尹正根：本院受理的原告尚福芳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须知及开庭传票等相关诉讼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上午10时(如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五里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人民法院
姬金强：本院受理的原告滕兴玉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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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三号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汝阳县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安英群：本院受理梁爱菊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及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10：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宫里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新泰市人民法院
时宽昊：本院受理徐文琳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 2 2鲁0 9 8 2民初
25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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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汇联农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安徽华
星化工有限公司与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2022）皖
0523民初603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
于2022年6月7日下午14时5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安徽省和县人民法院
詹玉河：本院受理原告邢永亮、芦灿英诉你财产
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案号为（2022）皖1182民初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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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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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长春：本院受理原告陶春美诉你离婚纠纷

（2022）云0802民初1003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
为：1.原、被告解除婚姻关系；2.原、被告双方婚生
女赵路萍由原告抚养，被告每月向原告支付抚养
费600元，教育费、医疗费等较大支出凭票据双方
各承担一半；3.本案一切诉讼费用由被告支付。本
院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
告知书等诉讼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5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思茅港人民法庭
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
萧靖（肖靖）：本院受理曹加义诉你等租赁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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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等。自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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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
无锡智航新能源动力有限公司、余珍千、陶为兰、
陈保国：本院受理原告威俊橡胶(无锡)有限公司
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应诉通知书、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
传票、监督卡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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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北塘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无锡艾客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张学
俐诉你委托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北塘人民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黄海宁：本院受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
用卡中心(以下简称信用卡中心)与你信用卡纠
纷一案 ，已依法缺席判决。现向你公告送 达
(2022)苏0205民初101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黄海
宁于判决生效后归还信用卡中心111818 . 8 7元
及相应利息、律师费3500元。你方应于自公告
起3 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上海道固汽车精密零件有限公司、陈星：本院受
理浦卫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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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玉平：本院受理宋端明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205民初729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东
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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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小芳：本院受理原告肖四中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
2022年6月15日9时在本院小桥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张绍菊：本院受理(2022)川0726民初685号原告北
川羌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被告张绍菊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应诉
材料。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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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节假日
顺延)上午9点30分在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第
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李静、郑书全：本院受理原告北川羌族自治县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与被告吴晓波、李静、郑书友、蒋
述英、郑波、郑书全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等应诉材料。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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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2022年6
月8日上午9：30在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第三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陈科楠：原告陈慧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民事诉状、开庭传票、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自公告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送达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余靖：原告周慧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自公告起经过30
日即视为公告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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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陵福泰瑞禾影院管理有限公司：原告芜湖影星
巨幕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应诉、举证通知书、
起诉状副本、告知合议庭通知书。自公告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8时40分（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发区法庭第二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杨卫忠：原告佘世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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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
通知书、证据材料、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起经
过30日即视为公告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8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陈家波：原告姚文胜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民事诉状及证据材
料、开庭传票、应诉、举证通知书、简转普裁定
书等。自公告起经3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
期限为送达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三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法庭公
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官安定：原告郭大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皖0705民初
7 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汪伟：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中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与你追偿权纠纷(2022)皖0422民初335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向
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贵州阳普重生态农业种养殖发展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陈元江与被告贵州阳普重生态农业种
养殖发展有限公司、三都水族自治县国有林场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第三人黔南州捷诚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2022）黔
2732民初474号】，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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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孙承新、南京市雨花台区孙承新货运部、章齐旺：
本院受理柳元芳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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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乌江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审理。

安徽省和县人民法院
汪俭玉：本院受理陈文和与汪俭玉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案号为（2022）黔06民终654号，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高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裁定即发生效力。

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恒思腾商贸有限公司、刘琨：本院受理原告
陈成铬诉被告贵州恒思腾商贸有限公司、刘琨、
龙毫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申请撤诉，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之规
定，准许原告撤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
0502民初16326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到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李必：本院已受理张海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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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义务告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和告知审判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峪耳崖法庭审理此
案，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安徽亦瑞通讯工程有限公司、王杰：本院受理原
告韩林诉你们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202民初15410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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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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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亦瑞通讯工程有限公司、王杰：本院受理原
告宋伟诉你们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202民初15642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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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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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 福 善 与 曹 娇 云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1023198305223140)申请宣告自然人失踪一案，本
院于2022年3月27日发出寻人公告，现更正公告期
间为三个月，希曹娇云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
及时与本院联系，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
(2021)皖0191执2449号 本院立案执行徽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合肥经济开发区支行与马永政、童善
荣、安徽政越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依法委托安徽金阳房地产
估价有限公司评估被执行人马永政名下所有
位于紫蓬镇西庐文化商业街7幢（135-138产权
证号：2011903608)房屋，该公司于2022年3月4日
作出的皖金房估字[2 0 2 2 ] C 0 0 0 8号《评估报告
书》，评估价格为4036493元，现向你方送达上述
资产评估报告，送达十日内未提出异议，本院将
依法进入拍卖程序，处置上述资产。本公告自发
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2020)皖1702破3号之一 2022年4月19日本院根据
池州市华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的申请，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第
二款、第三款规定，裁定批准《池州市华亿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并终止池州市华亿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人民法院
李明、秦艳娟：本院受理李英明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本院已缺席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辽0115民初627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于
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刘二堡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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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沈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谭浩坤：本院受理朱团结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0203民初
9095号民事判决书及原告朱团结上诉状。自公告
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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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
窦乾江：本院受理徐敏诉你离婚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时
间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
后15日内，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独任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未到庭且
无正当理由，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兴仁县人民法院
杨荣志：本院受理杨忠会诉你离婚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诉讼风险提示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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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时间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
期满后15日内，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9：30(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独任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未
到庭且无正当理由，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兴仁县人民法院
薛志远∶原告章玲玲与你远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302民初5059号民
事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等法
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满三个月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30日。定
于2022年9月2日15时在本院东郊第一法庭公开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朱德斌、彭丽娟：原告温州焦点千金鞋业有限
公司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22)浙0302民初4770号起诉状副本、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天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与法院指定的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
2022年6月13日9：10分在本院藤桥人民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三亚海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庞亚海
诉被申请人三亚海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劳动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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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15∶30在三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
会第三仲裁庭(三亚市迎宾路285号市房地产服务
中心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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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绿野科技工程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麦正
军、林竹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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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15∶
30在三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第二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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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高锋、胡利娥、赵永红：本会受理(2020 )并仲
裁字第191号，申请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太原分行与被申请人赵高锋、胡利娥、赵永红
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仲裁庭组成通知书、开庭通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于公告期满后次日10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会仲裁庭进行开庭审理，
逾期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李向阳、谢颖、冯斌、齐建兵：本会受理(2020)并仲
裁字第296号，申请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
分行与被申请人李向阳、谢颖、冯斌、齐建兵的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仲裁庭组成通知书、开庭通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于公告期满后次日11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会仲裁庭进行开庭审理，逾
期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刘继平、刘桂清、郝庆春、张鹏：本会受理(2020)
并仲裁字第315号，申请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太原分行与被申请人刘继平、刘桂清、郝
庆春、张鹏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方公告送达仲裁庭组成通知书、开庭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于公告期满
后次日16时(节假日顺延)在本会仲裁庭进行开庭
审理，逾期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程合运、申瑞花：本会受理(2020)并仲裁字第333
号，申请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与被
申请人程合运、申瑞花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仲裁庭组成通知书、
开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于公
告期满后次日17时(节假日顺延)在本会仲裁庭进
行开庭审理，逾期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任海贵、赵青爱、张圆、张瑾：本会受理(2020)并仲
裁字第335号，申请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
分行与被申请人任海贵、赵青爱、张圆、张瑾的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仲裁庭组成通知书、开庭通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于公告期满后次日9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会仲裁庭进行开庭审理，逾
期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成都优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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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10
时在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申请人李大科与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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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九州实业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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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14时在
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申请人王凯文与你单位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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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景瑞新胜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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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9时在第三仲裁庭开庭审理申请人郑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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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站赵姥姥轻餐饮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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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14时在第三仲裁庭开庭审理申请
人张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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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南柯北枝文化娱乐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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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日10时在第三仲裁庭开庭审理申请人陈嘉馨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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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15时在第三仲裁庭开庭审理申请人池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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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彩源印务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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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16时在
第三仲裁庭开庭审理申请人孙仁俊与你单位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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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唐豪施工劳务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陈水
先与你单位劳动争议案(琼劳人仲案字〔2022〕第
3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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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号)，逾期视为送达。

海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星生(海南)投资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郭莲娟、
张菲菲、谢旭钊与你单位劳动争议案(琼劳人仲
案字〔2021〕第801-8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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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175号)，逾期
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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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理的邱玉堂、朱春丽、石雪玉、林敏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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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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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171、182-184号)、仲裁决定书(琼劳人仲决字

〔2022〕116-122号)，逾期视为送达。
海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海南保亭七彩鹏置业有限公司：本委已经受理
符健全与海南保亭七彩鹏置业有限公司、北京
中联信诚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建工一
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琼劳人仲案
字〔2022〕第489号)，并定于2022年6月16日09：00
在本委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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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农垦美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本委已经受
理姜大勇与你单位劳动争议案(琼劳人仲案字

〔2022〕第522号)，并定于2022年6月16日09：00在
本委第二仲裁庭开庭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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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景瑞新胜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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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9时在第三仲裁庭开庭审理申请人郑乔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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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达公告

张 亮 亮（ 男 ，3 0 岁 ，身 份 证 号 码 ：
620524199112050438）、祁彪（男，30岁，身份证号码：
130723199202184518）：本机关于2021年8月17日向你
二人共同经营的北京格尔薇美容美发有限公司

（已注销）送达了京通卫公罚[2021]136号《行政处
罚决定书》、公第2021-136号《行政处罚缴款书》，
你（单位）应于2021年9月1日前缴纳罚款人民币叁
仟元整。你（单位）未在规定期限内履行上述义
务，也未就行政决定的履行方式向本机关进行陈
述、申辩和提出延期或者分期缴纳的申请。
  现依据《行政强制法》之规定，现向你公告
送达《行政处罚加处罚款（滞纳金）决定书》和
《催告书》。公告送达之日起10日内，将罚没款
3000元缴至北京市商业性银行。如不履行上述
内容，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对此有异议，可在公告送达之日起10日内到
北京市通州区卫生健康监督所进行陈述申辩。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30日即视为送达。如
你不服加处罚款处罚决定，可在公告送达之日
起60日内向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或北京市
卫生健康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
月内向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特此公告

北京市通州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高文龙：本院受理院兆奎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新2325民初
502 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于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劳务工资12，600元。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407办公室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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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昌吉回族自治州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奇台县人民法院
谢富明：本院受理曾继河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赣0704民初
10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田村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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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
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人民法院
刘昌挥：本院受理谢桂花诉你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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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人民法院
李伟波、傅俊强：本院受理龚丽萍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冀0821民初34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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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承德县人民法院
历闯：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承
德县支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0821民初39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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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承德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承德县人民法院
崔文海：本院受理原告青岛怡华置业有限公司诉
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
状、开庭传票，审判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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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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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山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
姜荣：本院受理原告青岛怡华置业有限公司诉你
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
状、开庭传票，审判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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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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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山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
杨春建：本院受理原告青岛怡华置业有限公司诉
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
状、开庭传票，审判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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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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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山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
张志邓：本院受理方国青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桂0703民初956号
起诉书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小额诉讼程序转普通程序裁
定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
答辩状提交期限和提交证据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定于2022年6月16日15：30在本院第六审判
庭公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
黄耀忠：本院受理沈军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 0 2 1 ) 苏 0 2 8 1 民初
16461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自公告之日起
经3 0日内来本院滨江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天内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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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祥洪：本院受理朱松林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0281
民初145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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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阴诺莅洋房窗业有限公司、陆浩杰：本院受理
王雪明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281民初16428号民事判
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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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吴忠华：本院受理薛荣培诉你、吴忠孝民间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1)苏0281民初16731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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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明暹：本院受理李家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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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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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国彬：本院受理闵芳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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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3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徐霞客人民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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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兆金：本院受理张二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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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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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金娣：本院受理王平诉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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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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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佳俊：本院受理张俊诉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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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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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乾明：本院受理(2021)苏1183民初7340号翁振祥
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民事审判第七庭领取判决书，逾期不领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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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昌金：本院受理段华翔、段思琪诉你抚养费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成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一、判令被告一
次性支付二原告抚养费108000元；二、判令被告
负担二原告今后医疗费、教育费的一半；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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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在本院固东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刘晶：本院受理运城盛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
你、吉十保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开庭传票一份，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
定于2022年6月2日8：30在本院315室公开审理，逾
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
王晓良：本院受理刘春华诉你离婚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一份，自公告之日起经30
日视为送达。定于2022年6月2日8：30在本院315室
公开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
鲁一新：本院受理周国文诉你与鲁桂秋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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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各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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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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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艳妮：原告潘永宁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辽0202民初1540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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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戴徐刚：本院受理王慈昌、张兴浩诉你劳务合同
纠纷(2022)云0581民初2210、2212号二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
1、分别判决被告支付两原告劳务费8456元、10980
元;2、二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定于答辩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8：30在本院
第六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赵忠：本院受理吴丹诉你离婚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
利义务告知书、证据、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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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假日顺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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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育含：本院受理杨和芬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苏0281
民初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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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尚合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李艳辉、马晓强、
马亚红：本院受理苏州梦想家房地产综合服务
有限公司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追加
被告及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副本、证据副本、
权利义务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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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九点(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滨江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仰全兴、朱爱芬：本院受理江阴市烁晟金属制品
有限公司诉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
行、江阴市奥中冶金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你们
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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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书
(转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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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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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光明、许尚委：本院受理周孝方与你们劳务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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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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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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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胡啸：原告苏燕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1183民初7597号
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民一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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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小华：本院受理(2021)苏1183民初7541号申云
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民事审判第七庭领取判决书，逾期不领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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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副本，上诉于镇
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吴文杰：本院受理临猗县角杯三峰果库诉你仓
储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
诉状、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证据、开庭传票及民
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即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定于2022年6月10日9时在本院公开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
张根柱、阚风菊：本院受理临猗县卫峰果品种植
专业合作社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证据、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30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2022年6月10日9时在本
院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
卫艺华：本院受理姚迎诉你离婚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证
据、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30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2022年6月10日9时在本
院411室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
封海卫：本院受理张成珍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变更诉讼请
求申请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定于
公告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
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谢寅新：本院受理西宁市城北区福泰建材经营
部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开庭传票、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
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张利斌：本院受理姜海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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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公开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告
知书及民事裁定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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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九点（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承德县人民法院
李迎伟、刘莉：本院受理毕桂芳诉你们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辽
0115民初651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到本院第15审判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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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庄茗凯：本院受理付赫然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辽0115民初
643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
院第15审判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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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王田：本院受理张俊丰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辽0115民初6623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第15
审判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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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周照明：本院受理阜阳市天祥集装箱有限公司诉
你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
公告送达（2021）皖1202民初18525号民事判决：
你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将租赁原告的8个
集装箱房（型号分别为726、520、730、318、653、
514、510、805）返还给原告。自公告之日起经30
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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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永涛：本院受理南京海视达广告有限公司诉你
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苏0115民初8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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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伟：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阳
支行与你与郑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21)皖1723民初2124号
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三十内来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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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雅城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肖俊：本院受
理蒋峰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22）皖1202民初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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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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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燕潮：原告谢万林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2322民初48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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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及裁
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向内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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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国生：本院受理许文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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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52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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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冬冬：本院受理潘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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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义务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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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七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江阴超宏钢结构安装有限公司、熊超、马建祥：本
院受理刘秀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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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须知、权利义务通知书、廉政监督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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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七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广佺电子(深圳)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江阴凯博通
信科技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权利义务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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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九点(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滨江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李朋朋：本院受理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诉
高而树、你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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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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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伟铭制衣有限公司：原告江阴霖恩纺织有限
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1)苏0281民初17291号民
事判决书及上诉须知。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内
来本院长泾人民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无锡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罗盛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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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向其公
告送达(2022)云0424民初478号起诉状副本、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成员
通知书、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
廉政监督卡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日视为送达。答辩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9时(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公开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华宁县人民法院
  本院2022年1月16日刊登的被告刘庆安公
告中，开庭时间2022年3月21日9时应为2022年5
月30日9时，特此更正。

吉林省舒兰市人民法院
  本院2022年1月16日刊登的被告谢影影、马
亚龙公告中，开庭时间2022年3月21日9时应为
2022年5月30日9时，特此更正。

吉林省舒兰市人民法院
  本院2022年1月16日刊登的被告于洪所公
告中，开庭时间2022年3月21日9时应为2022年5
月30日9时，特此更正。

吉林省舒兰市人民法院
  本院2022年1月16日刊登的被告田刚公告
中，开庭时间2022年3月21日9时应为2022年5月
30日9时，特此更正。

吉林省舒兰市人民法院
  本院2022年1月16日刊登的被告陈忠彬公
告中，开庭时间2022年3月21日9时应为2022年5
月30日9时，特此更正。

吉林省舒兰市人民法院
  本院2022年1月16日刊登的被告程佰军公
告中，开庭时间2022年3月21日9时应为2022年5
月30日9时，特此更正。

吉林省舒兰市人民法院
  本院2022年1月25日刊登的被告张金宝、姜
丽媛公告中，开庭时间2022年3月29日9时应为
2022年5月27日9时，特此更正。

吉林省舒兰市人民法院
  本院2022年1月30日刊登的被告姜泽君公
告中，开庭时间2022年4月6日9时应为2022年5
月27日9时，特此更正。

吉林省舒兰市人民法院
  本院2022年1月16日刊登的被告张庆忠公
告中，开庭时间2022年3月21日9时应为2022年5
月30日9时，特此更正。

吉林省舒兰市人民法院
周红利、赵晓锋：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承德县支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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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
应诉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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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九
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北省承德县人民法院
朗域房地产开发（大连）有限公司：原告盛世伟业

（大连）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诉你广告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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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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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原告贾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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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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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上珠木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青岛广通
源建安工程有限公司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鲁0215民初53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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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交纳上诉费，上诉于青岛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
张汉杰、高忠羽：本院受理孙文军、杨萍诉你们土
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们公
告送达（2022）辽0115民初13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第15审判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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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沈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黄远灿：本院受理贺元培诉你离婚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诉讼风险提示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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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时间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
期满后15日内。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15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家事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未
到庭，且无正当理由，本判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张露诗(父亲：张积军，母亲：阳娟)遗失湖南省出
生医学证明，编号Q430115918，声明作废。
父亲文华与母亲黄雨琴遗失女儿文雅丽出生医
学证明，编号：V520140101，声明作废。
北京华伟纸加工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和公章，注册号：001352，声明作废。
北京萃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
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JY21105321186615，声明作废。
国家统计局镇宁调查队不慎遗失财政票据(5份)，
票据代码：100040219，票据编号：0001986145-
0001986149。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市慧心筑爱社会工作事务所不慎遗失民办
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52110000MJ0164223P，声明作废。
北京市慧心筑爱社会工作事务所不慎遗失基本
户 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遗 失 ，账 号 ：
0200080509000337833，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四 元 桥 支 行 ，核 准 号 ：
J1000211908801，声明作废。
北京市鑫顺昌汽车配件商行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和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
章，注册号：1101051233781，声明作废。
北京天地人广告艺术公司(注册号：1101051876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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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08306645063G)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声明作废。
北京嘉合沃森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15MA04DQEB1Q)不慎将北京增值税
专用发票遗失4份，发票代码：1100213130，发票号
码：01144924-01144927。声明作废。
北京闻创传媒文化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304MA01DHU571)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声明作废。
涟源市斗笠山镇刘懿名烟名酒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本，注册号431382600408446，声明作废。
北京尚品沣食品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 、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556878046F，声明作废。
北京锦泰盛兴商贸中心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和税务登记证(税号：110106082861460)正、副本，
注册号：110106016476287,声明作废。
北京恒上达国际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号：
110105017166491)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声明作废。
华夏启睿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
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法人
人 名 章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MA00B6BR44，声明作废。
北 京 言 传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码：
91110108330223821C)不慎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北京市朝阳区燕松综合商场(注册号：1101051228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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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华英吉橡塑机电经营部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和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
章，注册号：1101031104836，声明作废。
北京市朝阳燕都针织服装厂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和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发票
专用章，注册号：1101051216481，声明作废。
北京好聚四方餐饮有限责任公司遗失食品经营
许可证正本,编号:JY21114032915417,声明作废。
北京中容纳度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110106014248986，并作废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北京国泰安保劳务服务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1101082295847，声明作废。
北京李学艺术工作室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8802093982B，声明作废。
福建中坤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350122315502697W)遗失公章一枚，编码
3501220028970，声明作废。
湖南至臻至善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一枚，编号4313000173470，声明作废。
大连中投国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
专用章，法人章(姬振东)，发票专用章，声明作废。
天津市西青区中北镇奕天皓幼儿园不慎遗失
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许 可 证 号 ：
JY31200110071863，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北京生普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6MA01WGF1XC)作废合同专用
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洁安堂国际医药科技研究院(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3579212084)作废法
定名称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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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华美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30600MA0GE2G7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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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一鸣盛世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5MA029XX329)作废合同专用
章、财务专用章、法人人名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北京玖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14MA019KCJ3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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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0万元，请有关债权债务
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
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诺财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05MA002Q1G6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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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5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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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心(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8MA01B9KD6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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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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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樱之谷国际留学咨询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08FAD1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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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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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创宝投资顾问(北京)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505363185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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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9.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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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瑞景广告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0577863045X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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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万元
人民币减少至60万元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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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长隆瑞丰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17MA0029CF1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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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1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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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巨源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7MA01D1ME6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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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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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福昌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109557449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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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万元减少至人民币2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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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龙文鼎盛国际传媒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752193466T)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
人民币5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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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招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8MA00DLWE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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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3000万元，请有关债
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
清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同进前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6MA01XT7G2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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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3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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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腾晟宇达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16MA01UG427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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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600万元，请有关债权
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
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明亚尚品广告传媒(北京)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795129288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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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48万元人民币。请有关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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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旭彤邦建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228MA01EBFQ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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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安晟企业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9MA004JT13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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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北京中容纳度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号
110106014248986，经公司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宋磊，负责人：
宋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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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艾诺美甲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110109MA04CKEQ2L)经经营者决定，拟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焦硕，清算
组负责人：焦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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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闻创传媒文化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304MA01DHU5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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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志晶、汪军华，负责人：于志
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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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合兴农生态科技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5MA01G4R8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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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合联众环境技术咨询(北京)
有限公司、李玥、白逸飞、肖启钊，清算组负责人：
陈跃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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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酮悦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1KMTCX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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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华棣、张硕，负责人：周华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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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艺澜书画
艺术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110105L7238523X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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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云霞，2022年4月27日。

仲裁公告

重庆优多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你公司与张
晓洁、王雅琴、许永、王文滔、刘素、蒋舜、徐靖岱、
代先波、杨丹、周显辉、张鑫、易欢、陈冲、伍国琴
关于工资报酬、二倍工资、经济补偿劳动争议一
案，我委于2022年4月25日受理立案，并定于2022年
6月8日开庭审理。现依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
案规则》第二十三条之规定，采用公告方式向
你送达雨劳人仲案【2022】104号、105号、106号、
107号、108号、109号、110号、111号、113号、114
号、115号、116号、117号、118号劳动争议仲裁答
辩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开庭通知书，限你公司
于2022年6月8日前到雅安市雨城区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委员会领取仲劳动争议仲裁答辩通知书、
申请书副本、开庭通知书，如未在规定时间内领
取，即视为文书生效。以上内容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地址：四川省雅
安市雨城区大兴街道双创东路66号。联系电话：
0835-2825657。特此公告！

雅安市雨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4月25日

公告

杨梓源(身份证号为：532501197504241520)：
  你于2011年3月14日与昆明昆汽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刘馨签订的《股份收购决议》，约定你
以人民币1.071亿元收购刘馨30.6%的昆明昆汽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份，因你未付款给刘馨，
而且一直无法联系到你，现要求你履行该决议，
如仍不履行，你将承担一切法律后果。特此公告

公告人：刘馨
日期：2022年04月25日

债权转让通知

孙志刚、左之圣、刘献章：尚福志与刘超已签署
《债权转让协议》，将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冀09民辖终127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债权依
法转让给尚福志。现刘超通知你们上述债权转
让之事实，请在收到本通知暨公告后，立即向
尚福志履行还款义务。特此通知。
  债权转让人：刘超
  债权受让人：尚福志

2022年4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