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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北京京翰英才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沈阳
阳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联系
你单位，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郑开劳仲案字

〔2021〕1344号仲裁裁决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
日内到本委领取裁决书(电话0371-61662602)，逾
期不领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的，本裁决书
即发生法律效力。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生效仲裁
裁决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河南叮叮房嫂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侯
亚楠、张勤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无法联系你单位，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郑
开劳仲案字〔2021〕1496、1497号仲裁裁决书。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领取裁决书(电
话0371-61662602)，逾期不领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
诉，逾期不起诉的，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一方当事人逾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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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郑州市京翰一对一培训学校有限公司：本委受理
的肖雅菲、牛飞、崔娜娜、杨倩倩、朱艳、曹双云、
张丹利、孙胜男、张小于、连金丽、宋梦晓、梁志
怡、黄亚梅、薛广、沈阳阳、李胜南诉你单位劳动
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联系你单位，现依
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郑开劳仲案字〔2021〕1339、
1347、1349、1354、1355、1357、1358、1331、1332、1333、
1334、1335、1336、1340、1344、1351号仲裁裁决书。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领取裁决书(电
话0371-61662602)，逾期不领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
期不起诉的，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一方当
事人逾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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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郑州惠淘鲜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武
孟飞、杜志强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无法联系你单位，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
达郑开劳仲案字〔2021〕1181、1500号仲裁裁决书。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领取裁决书
(电话0371-61662602)，逾期不领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逾期不起诉的，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一方
当事人逾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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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郑州九牧环境技术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王雪娇诉
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联系你单
位，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郑开劳仲案字〔2021〕
787号仲裁裁决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到
本委领取裁决书(电话0371-61662602)，逾期不领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人
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的，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
效力。一方当事人逾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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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郑州赛驰物流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王明诉你单位
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联系你单位，现
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郑开劳仲案字〔2021〕1541号
仲裁裁决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领
取裁决书(电话0371-61662602)，逾期不领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人民法院
起诉，逾期不起诉的，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一
方当事人逾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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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郑州云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高德
龙、陈通凯、丁常青、言腾飞、曹文华、孙伟、张明
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联系
你单位，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郑开劳仲案字

〔2021〕829、828、827、831、830、834、833号仲裁裁决
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领取裁决
书(电话0371-61662602)，逾期不领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
诉，逾期不起诉的，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一
方当事人逾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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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郑州立能实业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任龙诉你单位
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联系你单位，现
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郑开劳仲案字〔2022〕3号仲
裁裁决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领取
裁决书(电话0371-61662602)，逾期不领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
诉，逾期不起诉的，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一方
当事人逾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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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河南快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师保
锋、姜波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因
无法联系你单位，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郑
开劳仲案字〔2022〕26、27号仲裁裁决书。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领取裁决书(电话
0371-61662602)，逾期不领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
不起诉的，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一方当事
人逾期不履行生效仲裁裁决的，另一方当事人可
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河南麦芽糖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
杨帆、王浩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无法联系你单位，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郑开劳仲案字〔2022〕87、121号仲裁裁决
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领取裁
决书(电话0371-61662602)，逾期不领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人民法
院起诉，逾期不起诉的，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
力。一方当事人逾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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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河南未来空间实业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王钦
沛、张岩岩诉你单位郑开劳仲案〔2022〕180、181号
劳动争议一案，因无法联系你单位，现依法向你
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授权委
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开庭通知书，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22
年7月28日(星期四)9时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电话0371-61662602)开庭
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逾期未到庭本委将
依法缺席裁决。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河南兰居置业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赵旺云诉你单
位郑开劳仲案〔2022〕219号劳动争议一案，因无法联
系你单位，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
申请书副本、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
达。本委定于2022年7月27日(星期三)15时在郑州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电话0371-
61662602)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逾期未
到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河南武硕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李珍诉你
单位郑开劳仲案〔2022〕516号劳动争议一案，因无法
联系你单位，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申请书副本、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书、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
送达。本委定于2022年7月28日(星期四)15时在郑州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电话
0371-61662602)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逾
期未到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河南牧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李晶晶诉
你单位郑开劳仲案〔2022〕535号劳动争议一案，因无
法联系你单位，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申请书副本、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书、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
送达。本委定于2022年7月27日(星期三)9时00分
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院(电话0371-61662602)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
审，逾期未到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河南麦芽糖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张
亚龙诉你单位郑开劳仲案〔2022〕555号劳动争议一
案，因无法联系你单位，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
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明书、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
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22年7月28日(星期四)9时
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电话0371-61662602)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
加庭审，逾期未到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河南省正拓地质勘查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周同勋
诉你单位郑开劳仲案〔2022〕619号劳动争议一案，因
无法联系你单位，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
知书、申请书副本、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书、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
为送达。本委定于2022年7月28日(星期四)15时在郑
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电话
0371-61662602)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逾
期未到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郑州咫尺网络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杨果
诉你单位郑开劳仲案〔2022〕621号劳动争议一案，因
无法联系你单位，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
知书、申请书副本、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书、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
为送达。本委定于2022年7月29日(星期五)9时在郑州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电话
0371-61662602)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逾
期未到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乐问科研云(郑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本委已受
理朱晓娜、赵孟诉你单位郑开劳仲案〔2022〕692、
694号劳动争议一案，因无法联系你单位，现依法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
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开庭通
知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
本委定于2022年7月29日(星期五)15时在郑州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电话
0371-61662602)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
逾期未到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北京曼德克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本委
已受理孙长龙诉你单位郑开劳仲案〔2022〕588号
劳动争议一案，因无法联系你单位，现依法向你
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授权委
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开庭通知书，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
2022年7月27日(星期三)9时在郑州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电话0 3 7 1 -
61662602 )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逾
期未到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河南巨之乾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翟绍杨
诉你单位郑开劳仲案〔2022〕499号劳动争议一案，因
无法联系你单位，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
知书、申请书副本、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书、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
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22年7月27日(星期三)9
时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电话0371-61662602)开庭审理此案，请
准时参加庭审，逾期未到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郑州枫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冯永康诉
你单位郑开劳仲案〔2022〕671号劳动争议一案，因无
法联系你单位，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申请书副本、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书、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
送达。本委定于2022年7月27日(星期三)15时在郑
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电
话0371-61662602 )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
庭审，逾期未到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郑州高新区爱尚优美美发店：本委已受理程康诉你
单位郑开劳仲案〔2022〕674号劳动争议一案，因无法
联系你单位，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申请书副本、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书、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
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22年7月28日(星期四)
9时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电话0371-61662602)开庭审理此案，请
准时参加庭审，逾期未到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河南省友谊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黄官
峰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
联系你单位，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郑开劳
仲案字〔2021〕693号仲裁裁决书。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领取裁决书(电话037 1 -
61662602)，逾期不领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
不起诉的，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一方当
事人逾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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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鲍正丰：原告程小七部诉你、铜陵绿地建筑安装有
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皖0705民初1377号
案的起诉状副本、传票、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转换程序通知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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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周同才：原告王媛、周友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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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起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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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思胜：原告李子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鲁1326民初3053号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须知、开庭传票。自公告起经30
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期间为公告期间届满后
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节假日顺延)第三日9时在
本院仲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平邑县人民法院
刘凤琴：本院受理原告张胜艳诉你继承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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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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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平均：本院受理尹科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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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被告通知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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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限满
后的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安镇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承珍娟：本院受理林仁杰与承珍娟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苏
0205民初17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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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余：本院受理原告七星关区方正铝材批发中心
诉被告夏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转普裁
定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2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
9时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王振侠：本院受理原告张逢士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起诉
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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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诉讼服
务大厅二楼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人民法院
张银波：本院受理原告余露露诉你离婚纠纷一案，案
号为(2022)皖1182民初974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2)皖1182民初974号民事判决书，请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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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红珍：本院受理三都县湘黔钢管扣件租赁部与
杨斌、贵州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罗红珍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
(2020)黔2732民初1435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我院领取上诉状
副本，如逾期未领取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王磊：本院受理原告陶景阳诉你们合同纠纷一
案，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2)皖1202民初973号民事判决书
以及苏梅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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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张小红：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锡山支行(以下简称农行锡山支行)诉你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依法缺席判决。现向你公告送达
(2022)苏0205民初171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张小红于判
决生效后向农行锡山支行支付截止2022年3月25日的
本金6673.67元及相应利息。你方自公告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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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克热木·乃麦提：本院受理(2022)川0726民初920号原
告姜文鑫诉你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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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勇平：本院受理原告蒋伟蓉起诉被告熊勇平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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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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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该案定于2022年7月29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八审
判庭公开审理，逾期未到庭依法缺席审判。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2022)浙0382民初5753号 王小高：本院受理原
告桐乡市濮院瑞信羊毛衫厂诉你加工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综合)及转
普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8月3日9时00分在本
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朱王磊：本院已受理原告杨丽莎与你离婚纠纷一案，
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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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及16日，定于
2022年7月28日上午9时在本院大路口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无正当理由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泗县人民法院
王龙蛟：本院受理原告刘彬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辽0727民初
553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限令你自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偿还原告刘彬借款人民币47049.44元及利息。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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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锦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义县人民法院
吉林市政宏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吉林市黑马拆迁工
程公司、吉林市人民商场有限责任公司、吉林省君荷
假日酒店有限公司、郭松达、张文晨屹、周新刚、张
杰、赵梓旭、贺明慧：本院在执行吉林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吉林江北支行与吉林市政宏经贸有限责任公
司、吉林市黑马拆迁工程公司、吉林市人民商场有限
责任公司、吉林省君荷假日酒店有限公司、郭松达、
张文晨屹、周新刚、张杰、赵梓旭、贺明慧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中，已立案执行，执行案号(2022)吉02执121号。
现向你单位(你)公告送达(2022)吉02执121号立案通知
书、报告财产令、执行通知书、选择评估机构开庭传
票、执行裁定书。你单位(你)应在2022年7月14日上午9
点，到本院417法庭参加听证会选取评估机构，2022年
8月26日到本院领取评估报告征求意见稿，2022年
9月9日领取正式财产评估报告和拍卖裁定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之规定，向你单位(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吉
02执121号案件法律文书，限你单位(你)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631室领取法律文书，逾
期未领取视为送达。我院将对你单位(你)采取强制
执行措施，在执行期间你单位(你)均可到我院
631室了解案件执行情况，领取法律文书。

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陈雷雷：本院受理邢松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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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起30日
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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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阜阳欣凯信用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陈红阳与
被告阜阳欣凯信用服务有限公司、殷玥委托合同纠
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皖1202民初1377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两
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代
理费220 0 0元，案件受理费175元，由两被告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公告期满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张鹤：本院对原告杨士友与被告张鹤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202
民初1784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货款17000元，案件受理费112.5
元，由被告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缪长征：本院受理原告上海灵煜制冷设备工程有限
公司与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2)皖1182民初47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三十日来本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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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
铜仁一鼎爆破工程有限公司、姚作云：本院受理赵燕
均、赵涛与铜仁一鼎爆破工程有限公司、通号建设集
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姚作云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外出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合
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跟踪监督卡，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0日，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
日下午15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贵州省铜仁市中
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
施俊良：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明光市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举证
通知、开庭传票等。自公告起30日视为送达。答
辩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第3日(节假日顺延)9时在本院第一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
邓全明：本院受理原告吴晓华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鄂
1381民初8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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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广水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大莲申请宣告陈世江死亡一案于
2021年5月26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
2022年6月1日依法作出(2021 )鄂1381民特20号
判决书，宣告陈世江死亡。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湖北省广水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2年6月7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汪太江、张
成凤申请宣告汪兴强失踪(2022)黔0625民特1号一案。
申请人汪太江、张成凤称，被申请人汪兴强于2020年
2月外出务工后，一直未与申请人联系，至今下落不
明。下落不明人汪兴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
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
的，下落不明人汪兴强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
明人汪兴强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
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汪兴强情况，向本院报告。

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淮南恒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安徽恒大高科农业有
限公司、恒大现代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恒大集团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合肥绘之彩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与被告淮南恒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安徽恒大高
科农业有限公司、恒大现代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恒
大集团有限公司票据纠纷(2022)皖0422民初1896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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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上午九点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特此公告。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张敏、魏绪河：本院受理原告许志强诉你买卖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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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0903民初1671号 遂宁乐初阳家政服

务有限公司、刘虹：本院受理原告陈祖华诉被告遂

宁乐初阳家政服务有限公司、刘虹服务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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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主文如

下：1.被告遂宁乐初阳家政服务有限公司自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陈祖华支付服

务费14 000元；2.被告刘虹对上述第一项遂宁

乐初阳家政服务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

任。如果未按本判决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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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元、公告费538元，由被告遂

宁乐初阳家政服务有限公司、刘虹负担。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2 )川0903民初367号 崔庆凯：本院受理原

告王亚东诉被告崔庆凯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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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主文如下：被告

崔庆凯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王

亚东支付劳务费11 971元。如果未按本判决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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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元，公告费429元，由被告崔庆凯负担。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2)川0903民初875号 刘辉：本院受理原告周艳诉

被告刘辉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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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主文如下：1.被告刘辉自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周艳退还工程款30 235元

及利息(利息以30 235元为基数，从2019年2月2

日起，按照年利率15.4%计算至工程款付清之日

止)；2.被告刘辉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

原告支付违约金5 000元；3.被告刘辉自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周艳支付律师费5

000元；4.驳回原告周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

未按本判决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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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6元，公告费612元，由被告刘辉负担。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

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2371号 被告：蒋木如，住河南省固

始县黎集镇黄集村上店居民组，公民身份号码：

413026197308045155：本院受理原告程进与被告蒋木

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由于被告蒋木如下落不明，

所处地址不详，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

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

督表、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诉讼提示、民事裁

定书，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诉讼

请求为：一、请求判令被告蒋木如支付原告程

进货款38627元并赔偿利息损失(2021年2月10

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二、请求判

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2022年8月4日10时00分在本院东门二楼2号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作缺席审理。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2371号 被告：常玉，住贵州省赫章

县 古 基 乡 革 闹 村 革 闹 组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522428197803134429：本院受理原告韩奎与被告常玉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由于被告常玉下落不明，所处

地址不详，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

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诉讼

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

务告知书、风险诉讼提示、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诉讼请求为： 1、请求贵院

依法判令被告常玉归还原告韩奎借款20000元，并

支付违约金20000元，合计40000元; 2、请求判令被

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2022

年8月4日09时00分在本院东门二楼2号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作缺席审理。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山东富立德缸套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

汇票一张丢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

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山东富

立德缸套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承兑

汇票一张，号码为3140005127894123，票面金额为10万

元整，出票日期为2016年1月8日，到期日为2016年7

月8日，出票人为山东富立德缸套有限公司，出票行

为聊城农村商业银行，收款人为聊城市腾宇物资有

限公司。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2022年6月1日起至

2022年8月16日。四、自公告之日起至2022年8月16日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若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

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

(2022)苏0311民初435号 南京陛圣隆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徐州陛圣隆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李富荣：

原告江苏大自然电商产业园有限公司与被告南京

陛圣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徐州陛圣隆旅游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李富荣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苏0311民初

43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被告南京陛圣隆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徐州陛圣隆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江苏大自

然电商产业园有限公司租金、物业费、水费、电费及

其他费用合计363062元，被告李富荣承担连带保证

责任；二、被告徐州陛圣隆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江苏大自然

电商产业园有限公司逾期利息(以363062元为基数，

自2019年11月1日起按日万分之三的标准计算至付

清之日止)；三、被告徐州陛圣隆旅游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李富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

江苏大自然电商产业园有限公司律师费20000元)。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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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春林：本院受理原告李又红诉被告郑春林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时间为公告届满后15日

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届满后的15日内。本院

定于公告期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如你逾期未到庭，

且无正当理由，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2022)豫0402民初1942号 盛红勋：本院受理原

告武金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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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上午8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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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55号 赵伟峰：本院受理原

告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诉你保

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豫0402民初6455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焦店人民法庭领

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对本判决不服的，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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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李涛涛：本院审理(2022)苏0311民初3691号原告朱红

与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

讼请求：请求法院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房地产

买卖合同、返还购房款155000元及占用期间的

损失、房屋装修损失12 0 0 0 0 元、违约金92 0 0 0

元)、参加诉讼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逾期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

并定于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2时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淮海国际港务区法庭

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张欣宇、任龙：聂祥建与张欣宇、赵理峰、任龙转质

权纠纷一案，因聂祥建不服本院(2021)冀0107民初

8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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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凤琴：本院受理原告杨春荣诉被告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云

0921民初34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云南省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凤庆县人民法院

傅鹏云：本院受理原告李军强诉被告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云

0921民初32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云南省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凤庆县人民法院

杨三妹：原告鲁华荣诉被告你离婚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云0921

民初172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9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云南省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凤庆县人民法院

佛山市禅城区齐宸企业管理服务中心：本院受理原

告凤庆音悦娱乐有限公司诉被告你公司、谢倩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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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三个规定告知

书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下午15时(遇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云南省凤庆县人民法院

(2022)赣0502民初486号 惠州市领跑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江西省汇亿新能源有限

公司与被告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 1 )赣050 2民初4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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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

(2022)赣0502民初994号 简小秋、简雪花、新余

市乐嘉房地产经纪代理有限公司：关于原告严

六平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22)赣0502民初994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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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陈曹梓懿(性别：女，母亲：曹发敏，父亲：陈文)遗失贵
州省出生医学证明，编号：T520053370，声明作废。
魏忠兴，于2022年6月7日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
4306231993102212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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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华全于2022年5月31日不慎遗失身份证件，证
号：622626196605027638现声明作废。
胡广海于2022年06月7日不慎遗失身份证，身份证
号：41152719780117901X，特此声明作废。
李先宇遗失贵州理工学院人工智能与电气工程
学院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毕业就业协议书
(编号：220002963)，声明作废。
曹峻溥于2022年6月5日不慎遗失身份证件，证号：
142233200102208038，现声明作废。
宁朋飞遗失日坛国际贸易中心A座960室房屋装修押
金收据，号码：3916650，金额：5000元，声明作废。
王 彦 彬 遗 失 身 份 证 ，身 份 证 号 码
120112198111210022，特此声明。
北京家理律师事务所刘雪杉律师不慎将律师执
业证遗失，律师执业证号：11101201711513450，特
此声明作废。
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谈俊律师于2022年4月28日
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
11101200810328763，声明作废。
北京二十四道香茶业有限公司(现名称：北京达成兰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110102691672200W)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
作废。
北京绿都靓洁保洁中心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7MA055GH35M)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和公章，声明作废。
福州市鼓楼区美时分美容店不慎遗失公章一枚，
印章编码：35010210069815，声明作废。
北京正聚盛电力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号：
110108015666086)不慎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北京华盛未来农业研究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5938853414)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声明作废。
网中网文化发展(北京)有限责任公司，统一信用
代码：91110108MA7EY9AN4Y，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和公章，声明作废。
北京铭鸣发艺美容美发中心(注册号：1102232991925)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代码
号：794079514)正、副本和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
章、合同专用章，声明作废。
北京金科金碧置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遗失工
会 法 人 资 格 证 书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81110117MCL289539U；遗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北 京 平 谷 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1000217450702，声明作废。
北京伊撒贝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不慎遗失营业
执 照 正、副 本 和 公 章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110108MA0032JN8M，声明作废。
北京江阴印象餐饮管理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110105L54034647Y)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声明作废。
北京江阴印象餐饮管理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110105L54034647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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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城县大寨果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遗失水城
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果布戛信用社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7020002866402，声明作废。
大 连 荣 延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遗 失 公 章 ( 编 码
210211000141374)、财务章(编码210211000141375)、
法人章(刘春伟，编码210211000141376)，声明作废。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交通第八支队叶城保障
基 地 不 慎 遗 失 基 本 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J8947000123301)，特此声明作废。
天津市河西区丽颜形象设计中心不慎遗失卫生
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津(河西)审公证字[2019]
第告811号，声明作废。
商丘博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编码
4114220017359，声明作废。
贵 州 山 黔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遗 失 公 章 ，编 号 ：
5227262004863、财务专用章，编号：5227262004865，
二枚印章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台州市克力得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公章壹枚，
印章号3310030163925，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北京市房山区文德学科培训学校(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52110111MJ03067895)作废法定名称
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觐恺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12MA01B5DA6M)作废合同专用章一
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蓝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5MA003CN37J)作废公章一枚，
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网中网文化发展(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信用代码：91110108MA7EY9AN4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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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罗兰盛世音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朝 阳 望 京 分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MA00HEJH88)作废公章、财务专用章、合
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北京耀恒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12MA00BDF59C)经股东决定，拟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201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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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吉祥雨娱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5788637954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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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万元，请有关债权
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
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吉祥雪娱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05MA008MWL6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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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多米(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17MA04E07L3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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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3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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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亿泽鸿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15MABPBFQQ9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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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9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0.789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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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富旗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08780216362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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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万元减至人民币3万元，请债权人自本公告
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
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君来好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17MA020B973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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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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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科海万达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137921299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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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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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正公告：北京政信达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于3月
14日在法治日报刊登的公告，其中“本企业营业执照
正本已丢失，申明作废。”更正为“本企业营业执照正
本、副本2-2已丢失，申明作废。”，特此更正。
注销公告：北京叁利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05MA01YK0WX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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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
彦海、梁涛、曹守坤，清算组负责人：许彦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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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铭鸣发艺美容美发中心(注
册号：1102232991925)经投资人决定，拟向公司登
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销登记，投资人：原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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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潮河湾农
业生态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110228L54008588M，
现拟变更为企业组织形式，变更后的企业类型为有
限公司，变更后的名称为：北京潮河湾农业生态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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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士中，2022年6月10日。
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公告：北京兴来瑞云
商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110116MA00QCLG6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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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兴来瑞云商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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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
云，2022年6月10日。
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公告：北京刘英华
顺发仓储服务部，注册号：1101166041613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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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恒国英(北京)贸易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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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英华，2022年6月10日。
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公告：北京远方家
园 民 俗 饭 店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110228MA00CUDR8P，现拟变更为企业组织形
式，变更后的企业类型为有限公司，变更后的公
司名称为：北京润豪时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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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建良，2022年6月10日。
公告：北京尚达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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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人李淑贞、曹丽对以上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如果违
法失信，则由本企业投资人李淑贞、曹丽承担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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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淑贞，电话：13521299356。
公告：本企业北京政信达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现
向登记机关申请简易注销登记，并郑重承诺：本企业
申请注销登记前吊销已满三年，已将债权债务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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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人中北京市政协文化俱乐部文化餐厅因失联
等原因已无法取得联系，故由本企业投资人赵炜、阴
建华对以上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如果违法失信，则由
本企业投资人赵炜、阴建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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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企业营业执照正本、副本2-2已丢失，申明
作废。)联系人：赵炜，联系方式：13701177386。

关于股东古新民拟将公司股权转让
相关事项的公告

汪俊、过伟勇：
  古新民、汪俊、过伟勇三人系遵义市浙安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各持股72%、15%和13%。
现股东古新民拟将其持有的72%股权转让给股东
之外的古新霞、古建萍，转让价格为1200万元，付
款期限为转让协议签订后的二个月内。
  根据《公司章程》第二十五条规定，股东古新民
需通知其他股东，由于你们拒收古新民的相关通知
邮件，因此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一、请股东汪俊、
过伟勇自本公告期满之日起一个月内，向股东古
新民书面确定是否同意古新民向古新霞、古建萍
转让72%股权；如逾期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
二、股东汪俊、过伟勇对古新民拟转让的股权享
有优先购买权，请股东汪俊、过伟勇在本公告期
满三十日起的七日内向古新民书面确认是否行
使优先购买权，逾期不答复的，视为放弃优先购
买权；三、如股东汪俊、过伟勇按持股比例过半数
同意转让，则股东汪俊、过伟勇享有优先购买权，
请股东汪俊、过伟勇在确定同意转让之日起七日
内向股东古新民书面确定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如
逾期未表示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则视为放弃；四、
如股东汪俊、过伟勇均不同意转让或者两股东持
股总数过半数不同意转让，则不同意转让的股东
应当购买拟转让的股权。请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在
本公告期满三十日起的七日内与古新民签订股权
转让协议，逾期不答复或者不与古新民签订股权转
让合同的，视为放弃购买及放弃优先购买权；同
时根据公司章程，视为股东同意古新民与古新
霞、古建萍之间的股权转让。五、本公告期为一个
月，自本公告报纸刊登之日起计算。特此公告
  股东：古新民

2022年6月10日
公告

王天赐：我处受理深圳市瑞派福华沙嘴宠物服务
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财产损害的赔偿款和案件受
理费提存公证，该公司于2022年4月19日将应交付
你的赔偿款和案件受理费共人民币叁仟零叁拾
元(￥3030)提存于本处。请你持本人身份证、银行
卡到我处办理该提存款领取手续。如未在法定时
间内(自提存之日起五年)领取，该款将依法扣除
提存费用上缴国库。联系电话：0755-83677238。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公证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