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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凌明龙：原告王先成诉你健康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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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8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五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周金虎：原告李双武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皖0705民初2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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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俊生、闫玉英：原告佘世农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皖0705
民初1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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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楠楠：本院受理付学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2022)
皖1202民初4217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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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起经3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9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李季：本院受理代学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皖1202民初215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30日内到本院商事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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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吴琼、范绪鹏：本院受理寿县京鹏置业有限公司
与你们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2022)皖0422民初1454
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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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7月28日
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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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李杨：本院受理胡仁海与被告许从兆、杨传国、李
杨建设工程合同纠纷(2022)皖0422民初1528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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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9：00(遇节假日顺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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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深州市恒丰铸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河北深州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堤支行诉你公司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冀1182民初5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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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深州市人民法院
深州市恒丰铸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河北深州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堤支行诉你公司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冀1182民初5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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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深州市人民法院
深州市恒丰铸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河北深州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堤支行诉你公司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冀1182民初5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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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深州市人民法院
苑林涛：本院受理原告郭册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举
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安平县人民法院
宏森：本院已受理河北宽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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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旭玲：本院受理原告徐仁兵诉你合伙合同纠纷
(2022)皖1202民初5172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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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十号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王金成：本院受理耿夫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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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
证、告知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
定书。自公告起经30日视为送达。答辩及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9时(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涡北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
林赛：本院受理的高虎壮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冀1125
民初499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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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安平县人民法院
李向楠：本院受理焦翠翠与金建根、李向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冀11民终2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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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浙0382民初2968号 漯河申立电力器材有限
公司、赵国枢：本院审理原告指明集团有限公司
诉被告漯河申立电力器材有限公司、赵国枢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22)浙0382民初2968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5137号 南昌欣明皓建筑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黎亮、肖明春：本院对原告仟金顶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南昌欣明皓建筑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黎亮、肖明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
号：(2021)浙0108民初5137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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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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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11060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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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陈国林：本院受理黄余与陈国林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11396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虹桥法庭领取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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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温州中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杨太勇：本院审理原告王端阳与被告杨太勇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382民初10163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谭桂花：本院审理原告胡建飞与被告谭桂花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382民初9428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邓开祥：本院审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温州分公司与被告邓开祥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浙0382民初9535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3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吴家松：本院受理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无锡分公司与吴家松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205
民初12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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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利超：本院受理秦志彬诉常利超追索劳动报酬纠
纷(2022)皖0422民初1605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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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并定于2022年7月4日下午3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李洪伟：本院受理朱坚壁与李洪伟劳务合同纠纷
(2022)辽0304民初901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应
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
互联网公布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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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十五日内。并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在
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逾
期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
何麟：本院受理张建华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及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9时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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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飞：本院受理原告豆保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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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通
知、举证通知、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法定假日顺延)9时在本院涧溪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
许玉干：本院受理王贞干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 )皖1182民
初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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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
安徽立臣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阜阳市颍州区逸航广告工作室诉你广告合同纠纷
(2022)皖1202民初4716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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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十号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王涛：本院受理原告和硕县君达汽车修理铺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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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冀0107民初60号 刘文东、靳冕、张勇彬、刘
文朝：本院受理原告崔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冀0107民初60号民
事裁定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矿区人民法院
(2022)苏1323民初1686号 胡桂英：本院受理的
原告花建军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 )苏1323民
初1686号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
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2)川0903民初3712号 嘉兴煜丰货运代理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四川嘉易嘉企业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诉被告嘉兴煜丰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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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日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遂宁市船
山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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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栋利：本院受理原告赵娇娇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冀0406民初10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到本院和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人民法院
(2022 )冀0107民初31号 聂永龙、赵莉：本院受
理原告石家庄素兰企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诉
被告聂永龙、赵莉追偿权纠纷一案，因石家庄
素兰企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不服本院(2022)冀
0107民初31号民事判决书而在法定期限内提起
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上诉状，
逾期即视为送达。

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矿区人民法院
(2022)冀0107民初32号 张丽翔、李丽刚：本院受
理原告石家庄素兰企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诉
被告张丽翔、李丽刚追偿权纠纷一案，因石家
庄素兰企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不服本院(2022)
冀0107民初32号民事判决书而在法定期限内提
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上诉
状，逾期即视为送达。

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矿区人民法院
李宏远：本院受理原告李昌文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
料、应诉与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发布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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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三日下午三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法院
伏军旺：本院受理的原告伏建业诉被告伏春旺、
伏旺琴、伏军旺赡养费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
书、合议庭人员组成通知书等诉讼文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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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公开审理此案，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乌兰县人民法院
乌兰县吉仁生态农牧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
告东阿诉你公司牧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传票、举证通知书、应
诉通知书、合议庭人员组成通知书等诉讼文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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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公开审理此案，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乌兰县人民法院
乌兰县吉仁生态农牧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
告孟克诉你公司、乌兰县巴里河滩生态畜牧业专
业合作社牧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青2821民初595号民事
判决书、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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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青海省海西蒙古
族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海省乌兰县人民法院
乌兰县吉仁生态农牧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
原告达西诉你公司、乌兰县巴里河滩生态畜牧
业专业合作社牧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青2821民初39
号民事判决书、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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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青海省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海省乌兰县人民法院
建湖厚锐压力控制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江
苏登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印象酒店诉你公司服
务合同纠纷(2022)苏0925民初1953号一案，现依法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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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7月6
日9时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特此公告。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张文军：本院受理原告刘玉杰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通
知、开庭传票。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应
诉。逾期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15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在
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兴城市人民法院
志丰(无锡)模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无锡市星云天精
工机械有限公司与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书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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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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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广辉：本院受理无锡殴洁家政服务有限公司与你
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及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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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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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伟东：本院受理代廷海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
及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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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15(节假日顺延)在安镇法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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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东岳：本院受理曹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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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王雪芳：本院受理梅赛德斯-奔驰汽车金融有限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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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
告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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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
4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李志勇：本院受理郝允超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321民初
9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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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
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王亚青、虞城县七星豹电动车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王玉东诉你们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已变更过诉讼
请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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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张月云：本院受理刘长玉诉田忠海、田荣涛(田
雷)、你定金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苏0321民初64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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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徐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张月云：本院受理刘长玉诉田忠海、田荣涛(田
雷)、你定金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苏0321民初6473号上诉状。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刘浩：原告李安华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2022)川
1002民初973号，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
传票、诉状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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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凌家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刘进英：原告郗洪卫诉你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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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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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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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亚会：原告程云诉你运输合同纠纷一案(2022)
浙0402民初1967号，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及证据、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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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在本院南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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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军、王帅、马云侠：原告浙江欣融汽车有限公司
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浙0402民初1486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证据副本。自公
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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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长水3号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判决。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22)粤0606民催11号 申请人范小洪因遗失其
持有的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顺德容桂
支行支票壹张(支票号码：3090443094603124；金
额：70000元；付款人：范小洪；收款人：黄德鑫；
出票日期：2022年5月21日；付票日期：空白)，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
法公告上述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
据权利行为无效。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赵金龙：本院受理朱宗雨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监督卡、
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原告的诉讼请求：1、请求
本 院 依 法 判 令 被 告 支 付 原 告 劳 务 费 人 民 币
18707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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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日内。定于
2022年7月19日9：30在本院猴桥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赵金龙：本院受理腾冲世纪田田圈农业服务有限
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
开庭传票、监督卡、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原告的诉
讼请求：1、请求本院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农资
货款人民币437540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
费、公告费及保全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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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二年7月19日10：30在本院猴桥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谢大良：本院受理甘晓晖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受理民事诉讼监督案件
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
书。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
被告归还原告借款50000元及利息(按年利率6%
予以计算，自诉讼时开始计算至归还完为止);2 .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自之日起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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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天(即2022
年7月4日14：30分)在本院曲石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段生钦：本院受理杨运莲与你离婚一案已审结。
本院向你公告送达(2022)云0581民初1132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一、准予原告与被告离婚;二、婚生子
段富、段必屿由原告抚养，由被告每月支付原告
子女抚养费1000元至段富年满十八周岁止，后
每月支付抚养费500元至段必屿年满十八周岁
止。此款限于每月20日前支付。案件受理费300
元，由原告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保山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梁朝敬：本院受理钱金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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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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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马关县人民法院
曹运发：本院受理陈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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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材料、举证须知、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9：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吴晨：本院受理句容市宝华镇可海门窗经营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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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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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峰：本院受理费美萍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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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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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五一：本院受理临猗县博运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诉你、第三人冯海平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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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4
日9时在本院411室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
刘平：本院受理雷贻晖诉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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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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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
法判决。

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人民法院
廖承义、廖炳伟：本院受理黄文禄与你们、廖力、
梅州旺优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 0 2 2 ) 粤
1427民初1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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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承义：本院受理谢兴建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粤1427
民初2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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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承义：本院受理张忠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粤1427
民初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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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敬军：本院受理于永果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冀1121民初281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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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枣强县人民法院
河北宝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马迪与你
司债券回购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
达(2022)冀1121民初213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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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衡
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枣强县人民法院
李建达：原告李素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方公告送达(2022)浙0302民初52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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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本院定于2022年9
月29日9时在本院东郊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赵连平：本院受理谢先方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监督卡、
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原告的诉讼请求：1、请求
本院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劳务费人民币7680
元。2、本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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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7月19日
14：30分在本院猴桥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张金园：本院受理杨荣生与你离婚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云0581民初1326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一、准予原告与被告离婚。二、原、
被告生育长子杨连金由原告抚养。案件受理费300
元，由原告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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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即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周峰：本院受理郑永兵诉你民间借贷纠纷(2022)云
0581民初2571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及开庭传票。原告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
立即向原告支付借款7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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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
(节假日顺延)8：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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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遂民、科兴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罗兴
恒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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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次日8：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马关县人民法院
张春成：本院受理杨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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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通
知书及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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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点(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承德县人民法院
赵英超：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承
德县支行诉你、承德富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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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庭成员通知书及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30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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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点(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承德县人民法院
刘星宇：本院受理顾建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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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期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通知书、诉讼代理
须知、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及书记员名单。自公
告之日起经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向本院递交证据材料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即2022年7月26
日9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三法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
蓝光磊：本院受理马文星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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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郑美玲：本院受理原告宫秀萍诉郑美玲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
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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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亮根、金伟洪：本会于2021年12月23日，受理申
请人黄家礼与你的借款合同纠纷，案号为(2021)
肇仲案字609号，本案适用简易仲裁程序。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及证
据、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仲裁答辩状等法律
文书。本案将于2022年8月1日组成仲裁庭，定于
2022年8月15日上午9时00分在肇庆市端州区西
江北路55号肇庆仲裁委员会不公开开庭审理，
仲裁庭于2022年9月6日前作出裁决，领取裁决书
的时间为2022年9月16日前。请及时到本会办理有
关手续。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肇庆仲裁委员会
天津挂月酒业有限公司：本中心受理于红霞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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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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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室社保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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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申请人宁夏江南集成科技有限公司：马鞍山仲
裁委员会依法受理的申请人芜湖明辉电力安装
有限公司马鞍山分公司与你方建设工程分包
合同纠纷一案，现本案重新组庭，因无法向你
方直接送达仲裁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重新选定仲裁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马鞍山仲裁委员会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唐梓琪(母亲：李玲，父亲：唐斌)遗失湖南省出
生医学证明，编号：P430970441，声明作废。
王安易(母亲：何金云，父亲：王盾)遗失湖南省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430437766，声明作废。
杨瑞欣(母亲：杨辉，父亲：杨军)遗失湖南省出
生医学证明，编号P430655186，声明作废。
毛佳福(父亲：毛桂祥，母亲：艾小玲)遗失湖南
省出生医学证明，编号：K430220852，声明作废。
袁翔宇(母亲：刘姣，父亲：袁龙)遗失湖南省出
生医学证明，编号：P430430682，声明作废。
刘奕羽(母亲：隆盼盼，父亲：刘文敏)遗失湖南
省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430674491，声明作废。
易雨曦(母亲：夏嘉丽，父亲：易敏)遗失湖南省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430436150，声明作废。
田露莟(母亲：陆漫，父亲：田金军)遗失湖南省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430952637，声明作废。
叶嘉欣(父亲：叶春辉，母亲：刘灿)遗失湖南省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K430271689，声明作废。
黄子豪(母亲：李海霞，父亲：黄军平)遗失湖南
省出生医学证明，编号：Q430671611，声明作废。
欧阳沛霖(母亲：向雪，父亲：欧阳广)遗失湖南
省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431003221，声明作废。
邓圣权遗失辅警工作证，证号F30684声明作废。
汪金凤遗失警察证，证号：4447236，特此声明
作废。
胡 小 敏 的 第 二 代 身 份 证 ，证 号 ：
412826198010151729，于2022年5月12日遗失，声明
作废。
李建华丢失发票两张 ，其中一张发票号
00000210，类别：电力复合装置及安装费，金额：
19834元，开票日期2010年8月3日，另一张发票
号：00000211，类别：外部安装费，金额：2361元，开
票日期：2010年8月3日，声明作废。
赵利莹身份证遗失，证号：11010219791228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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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思林遗失身份证，证号：350524198603094013，
声明作废。
张 会 祥 于 5 月 6 日 遗 失 身 份 证 ，证 号 ：
411123197609084515，自登报之日起本人不承担
他人冒用的后果，特此声明。
熊 玉 萍 不 慎 遗 失 居 民 身 份 证 ，证 号
41152219941009426X，声明作废。
邓雅倩、郭峰波遗失娄底泓达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开具的购房收据两份，编号：00015728(金
额：106303元)；编号：00013974(金额：10000元)，声
明作废。
北京维萨斯软件技术服务中心 ( 注册号：
1101081295957)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和税务登
记证正本(税号：110108802111992000)，声明作废。
北京维塔兰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5MA00HB5X1F)不慎遗失营业
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北京宏伟昌运商贸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和公章，注册号：110102019441226，声
明作废。
北 京 佳 宜 装 饰 有 限 公 司 ( 注 册 号 ：
110108016145814)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税
务登记证(税号：110108074111221)正、副本和公
章、合同专用章、法人人名章、财务专用章、发
票专用章，声明作废。
北京李桂凤水果店(注册号：110112600345203)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永欣环资(天津)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20116MA07AEL42H)不慎遗失发票专用
章，声明作废。
华夏安信(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17399418440B)不慎遗失合同专用
章，声明作废。
临城县灰卜田园酒楼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许可证编号：JY21305220000973，声明作废。
天津市河西区亚美美容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120103MA05PN3Y8R)不慎遗失公章，声明
作废。
天津市津京峻晨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不慎
遗 失 基 本 户 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账 号 ：
122904921110901，核准号：J1100045841001，开户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北辰支行，声明
作废。
天津市津京峻晨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1200130115977，声明作废。
华夏国投管理咨询(北京)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5567492624B)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声明作废。
中商善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06MA01GPHNX3)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声明作废。
贵州贝顺律师事务所陆万荣律师，因不慎将贵
州省司法厅2020年6月12日颁发的律师执业证
遗失，执业证号：15223200910773183，现声明
作废。
福建海龙威彩板钢构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
编码：3501050009456，现声明作废。
濮阳市谢氏钢材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编
码：4109280050645，声明作废。
娄底市鸿图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
防伪编码：4313000044474，特此声明作废!
平坝县十字乡运输协会遗失贵州省农村信用
社平坝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十字信用社预留
的财务专用章、法人章(杨友平)、协会成员陈永
帅、吴道明印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郴州市北湖一号千金大药房遗失食品经营许
可证副本，编号JY14310020350887，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北京瑞诺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码：91110117339684245H)作废公章
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鑫谊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12MA01YUT18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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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天津裕昌隆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申请
减 资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20118MA0704BJXP，拟将注册资本由500万元
人民币减少至100万元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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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美乐爱觉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EXG7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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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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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嘉(北京)科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13MA01L0E79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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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优税智云税务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1N4792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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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9.17万元减少至人民
币149.17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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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祺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370602698084591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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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37.5万元人民币，现刊
登公告，请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
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北京市朝阳区嘉星培训学校(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52110105767500641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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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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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13810064805程静。
注销公告：北京鲁乐顺发五金商店(注册号：
1102286041286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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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石军，清算
组负责人：闫石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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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九州寰宇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69PL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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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九安物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邓双如，清算组负责人：邓双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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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瑞国北方能源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7XHF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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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宝如、刘振欧、李晶，清算组
负责人：刘振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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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瑞国机械租赁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7P6CX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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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九安物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邓双如，清算组负责人：邓双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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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置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H8KK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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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天阳、夏丰，清算组负责人：何
天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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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国投管理咨询(北京)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567492624B)
经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
销登记，清算组成员：魏星智，清算组负责人：
魏星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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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景仁
瑞枝日用百货批发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110116L4114424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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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景仁瑞枝商贸有限公司，本人承诺变
更后若有原个体工商户经营期间未结清的债
权债务仍由本人承担。个体工商户签名：郅景
仁，2022年5月19日。
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公告：北京市官
牛坊宏福达家具销售门市部，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110114750108766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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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志鸿，2022年3月31日。
公告：本企业北京宏伟昌运商贸有限公司(企
业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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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企业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已丢失，申
明作废。)本企业投资人王伟对以上承诺的真
实性负责，如果违法失信，则由本企业投资人
王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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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北仲裁委员会公告

淮北市艾屋空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委受理
的申请人张鹏飞与你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2021)淮仲字第363号裁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领取裁决书(地址：淮北市

人民中路招商大厦4楼)，逾期视为送达。
淮北仲裁委员会

举证通知书公告

广州市万有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我局于2022年4月1日依法受理你单位职工
周中武、张秀龙的工伤认定申请。根据《工伤保
险条例》有关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就该两起
工伤事故进行调查核实，但经多方联系你单位
法定代表人无果，无法送达《举证通知书》(花人
社工伤举[2022]318号、花人社工伤举[2022]319号)，
现本局公告送达。请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前来我局工伤与劳动能力鉴定科(广州市
花都区公益大道府西一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4号楼一楼4103)签收，逾期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广州市花都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提存物领取通知书

丁辉：
  依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2013)海刑初字第1489号，罗成应向你支付人民
币贰仟叁佰伍拾元(￥2350.00元)。罗成已于2022
年5月12日将应支付给你的退赔款贰仟叁佰伍
拾元提存于乐山市嘉州公证处，请你尽快持本
人身份证，并提供本人实名银行账户信息或公
证的授权委托书，到乐山市嘉州公证处办理上
述提存物的领取手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七
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债权人领取提存物的权
利，自提存之日起五年内不行使而消灭，提存
物扣除提存费用后归国家所有。
乐山市嘉州公证处地址：乐山市市中区龙游路
西段205号
  联系电话：0833-7803325(工作日9：00-12：00，
14：00-17：00)

四川省乐山市嘉州公证处
2022年5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