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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2022)川0903民初2440号 王婷：本院受理原告赖
树平诉被告王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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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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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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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本加：本院受理原告李沛生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中，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 2 )青232 1民初371号的民事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传票、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
提示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公告送达
之日起经过30日内来本院领取相关材料，逾期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30日内，开庭时间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三个工作日上午9时(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青海省同仁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1247号 被告：李茂煌，住安徽省
金寨县关庙乡墨园村葛湾组，公民身份号码：
342426197905254011：本院受理原告吕灵霞与被告
李茂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由于被
告李茂煌下落不明，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2022)浙0784民初1247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由被告李茂煌支付原
告吕灵霞货款4144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
自2022年3月9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实
际付款之日止)；二、由被告李茂煌支付原告吕灵
霞为实现本案债权支出的律师代理费2500元；上
述第一、二项限本判决生效之日后五日内履行完
毕。如被告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
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的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98元，公告费1287元，合计
2185元，由被告李茂煌负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三
十日内来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立案庭209办公
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十五天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何荣：本院受理的原告杨长新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新2828民初3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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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巴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硕县人民法院
(2021 )苏1283民初10419号 张红美：本院受理
原告陶美兰诉张红美、余建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 0 2 1 ) 苏 1 2 8 3 民初
10419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限你在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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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2021)苏1283民初10435号 唐书亭：本院受理原告
黄冬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苏1283民初10435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
知。限你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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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2021)苏1283民初10458号 朱荣军：本院受理原告
奚晓霖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苏1283民初10458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
知。限你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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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催5号 申请人台州市路桥兴恒印
刷材料商行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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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现予公告。
一、公示催告申请人：台州市路桥兴恒印刷材料
商行。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承兑汇票，票号
3130005151275320，票面金额5万元，出票人浙江飞
月进出口有限公司，收款人上海卓影电器有限公
司，付款行金华银行永康支行营业部，持票人台
州市路桥兴恒印刷材料商行，出票日期2021年12
月29日，汇票到期日2022年6月29日。三、申报权利
的期间：2022年6月8日起至2022年9月6日止。四、自
公告之日起9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
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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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冀0107民初275号 赵立伟：本院受理原告谷
元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冀0107民初275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刊登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三日上午九点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本案(遇法定休假日顺延)。请准时到庭
参加诉讼，如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矿区人民法院
(2022 )川0903民初4333号 郭鹏、蒋世华、汪玉
全：本院受理原告四川言诺法律咨询有限公司
与被告郭鹏、蒋世华、汪玉全租赁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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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苏0311民初1052号 赵生海、徐州好梦缘酒
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田小响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311民
初10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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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2号 周云峰、吕红：本院受理
滕号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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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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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号 江苏宝丰建设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徐州冬杭信用管理有限公司与你
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2)苏0311民初32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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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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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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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号 周琦：本院受理原告魏国
庆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2)苏0311民初381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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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后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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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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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8号 蔡翔：本院受理原告
谊度(深圳)科技有限公司与你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苏0311民初388号开庭传票、诉状副本、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15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八号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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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5号 孟达：本院受理原告
张凯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311民初14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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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0号 杨列成：本院受理原
告郑忠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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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
之日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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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常勇钢、余伍零：本院受理原告黄继斌诉被告常
勇钢、余伍零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皖0323民初274号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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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固镇县人民法院
(2022 )黔2625民初269号 曾荣荣：本院受理原
告杨秀锋诉被告曾荣荣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黔2625民初
26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青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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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东南苗
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镇远县人民法院
(2022)川0903民初1275号 四川优居匠网络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蒋维苹：本院受理原告谢晓英与被
告四川优居匠网络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蒋维苹装
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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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四川优居匠网络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谢晓英
支付欠款42165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
欠款42165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四倍自2020
年11月21日起计欠款付清之日止);二、被告蒋维苹
对被告四川优居匠网络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欠付
的上述欠款及利息向原告谢晓英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54元，由被告四川优
居匠网络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蒋维苹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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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征集中国爱乐乐团音乐厅及

排练配套设施项目合作单位的公告

  中国爱乐乐团音乐厅及排练配套设施项目
(以下简称项目)位于北京工人体育场东门南侧，
占地面积1.2公顷，总建筑面积26587平方米。
  此前，我团于2021年4月公开征集合作单位，
并于2022年3月与北京中赫永乐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签订委托经营合同。鉴于该公司未能履约，双
方已于2022年6月初解除合同关系。
  为完成该项目建设，更好地开展运营，现再
次公开征集项目合作单位，欢迎符合以下条件的
单位洽商具体合作事宜：
  一、合作单位同意向中国爱乐乐团提供(赞
助)不低于2.5亿元人民币资金，获得不高于20年
经营期限的项目运营管理权益(同等条件下期
限短者优先)。乐团所筹集资金主要用于中国爱
乐乐团音乐厅及排练配套设施项目建设及乐团
事业发展。二、合作单位应具有文化、教育等经
营意向，且经营范围应与音乐厅运营相关内容
匹配。三、合作单位需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
备、人员和专业技术能力。四、合作单位在运营
管理过程中应遵守《营业性演出条例》、《广播电
视管理条例》、《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
目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接受中国爱乐乐团对现场演出、广播电
视和网络视听节目、平面媒体和广告等宣传内
容及参演人员等事宜的事先审查和变更要求。
五、本项目接受联合体洽商。
  此公告自刊登之日起5日内有效，报名时间
截止至2022年6月20日16：30。
  联系电话：88384172
  邮 箱：yaohan_lu@163.com
  联系人：路瑶

2022年6月15日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杨双芹：本院受理杨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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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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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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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凯：本院受理王佐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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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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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晓英、王成龙、罗湘强：本院受理朱进宝、程新
伟、代晓丽、王新国、孙根笑诉你们劳务合同纠纷
五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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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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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晓英、王成龙、罗湘强：本院受理尹正波诉你们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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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原告诉请：一、判令
三被告支付原告钢材款32544元;二、诉讼费用由
三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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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定康：本院受理唐宗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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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庭传票。原告诉请：一、判令被告偿还原告货款
25000元;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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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贻光：本院受理黄庆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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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成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诉请：一、判令被告偿
还原告借款16000元;二、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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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志胤、李新逍、张如在、谢君快：本院受理腾冲
淘淘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诉你们租赁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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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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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国伟：本院受理张芳群诉你及洪毅江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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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9时(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成都市海龙纸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22)冀1121
民初62号河北亚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诉你定作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结，原告河北亚圣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自
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

河北省枣强县人民法院
刘广金：原告李德辉诉你凭样品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等。自
公告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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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宇凯：本院受理原告薛翔艺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鲁0215民初1255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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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正：本院2022年5月31日刊登的(2022 )新
2201民初3736号，陈州诉王强纠纷一案，陈州更
正为陈洲。特此更正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法院
王香莲：本院受理刘兆松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新2201民初4236号
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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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18：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2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法院
何鹏：本院受理马丹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
本、举证须知、权利义务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诚
信诉讼须知、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七审判
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安徽省阜阳市浩宇建材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徐影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皖1202民初517号民事
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本院开发区法庭
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索绍凡：本院受理文大明诉你、第三人陆秀彪合
伙合同纠纷一案，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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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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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判。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李桂平：本院受理安源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辽0115民初701
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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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何涛、王庆玲、莫染、樊英帅：本院受理福州三
六零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21)青0105民初6554、6555、6627、66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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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石浩然、余双、苏苗鑫、韦瑞鹏、秦波：本院受理福
州三六零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青0105民初6549、6550、6551、6552、65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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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方懂、田作义、姚春、黄寒汐、徐明、孟祥磊、黄旭、
陶雪、唐社国：本院受理福州三六零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青0105民初6629、
6631、6632、6633、6634、6635、6636、6637、66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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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西
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杨秀娃、王丰华、周玲、王鑫国、王泉智：本会已
于2021年4月8日受理了中深国达融资租赁(广
州)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申请与你们、李强之间
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2022)清仲字第61号]，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告知本案相关情况并送达
仲裁案件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选定仲裁员的
函、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仲裁申请书及证据
材料。按照仲裁规则规定，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
本案答辩期限、举证期限及提交仲裁员选定函
为公告期(60日)满后10日内，逾期将视为放弃
相应权利。本案将于2022年9月6日组成独任仲
裁庭，请在五日内领取组庭通知及开庭通知，
并于2022年9月20日下午3时在广东省清远市新
城区连江路55号三楼开庭审理本案；若你方经
通知未出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本案将
于2022年10月12日作出裁决，请你方于裁决作
出之次日起十日内到本会领取裁决书。案件过
程中，你们可前往下述联系地址取得本案仲裁
文书。联系电话：(0763)3783609，联系地址：广东
省清远市清城区城市花园连江路55号三楼。

清远仲裁委员会
李兵、杨志喜：申请人冯瑞与你们房屋买卖合同
纠纷【(2022)银仲字第188号】一案，本会已依法受
理。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与你们取得联系，现依
法向你们送达仲裁通知书、风险告知书、仲裁庭
开庭方式选定书、仲裁庭组成方式及仲裁员选
定书、仲裁申请书副本、《银川仲裁委员会仲裁
规则》、《银川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名册》。请你们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银川市民大厅A
区5层3号窗口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
后十五日内选定仲裁员，逾期将由本会主任指
定；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提交答辩书、证据材料。
请在仲裁庭组成后五日内到本会领取组庭通知
书。仲裁庭将于答辩期满后十五日(遇节假日顺
延)上午9：00在银川市民大厅D区2楼第一仲裁庭
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裁决。届时未到庭，仲裁庭
将依法缺席裁决。

银川仲裁委员会
宁劳监催通〔2022〕1号
厦门众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原福建众弘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我局已于2021年11月18日依法对你
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你单位未在规定期限之
内履行行政处罚(处理)决定书中规定的义务。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之
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催告，请你单位履行如下
义务：限你单位在收到本催告通知书之日起10日
内按《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宁劳监罚
决〔2021〕202号)要求，到中国建设银行宁德分行营
业部(户名：宁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账号：
350682433156241035009000349)，缴纳18000元处罚
款、18000元滞纳金。若逾期仍未履行的，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第五十四
条之规定，我局将依法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六条之
规定，你单位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
辩。请你单位在收到本催告通知书之日起的三日
内提出陈述和申辩，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
述和申辩的权利。

宁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陈德林、林金连、四会市恒福兴达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本会于2021年11月23日受理申请人肇庆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的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案号为(2021)肇仲案字436号，本案适用
金融仲裁程序。本会经采取多种形式未能有效
送达仲裁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参加
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及证据、仲裁规则、仲
裁员名册等法律文书。本案将于2022年8月29日
组成仲裁庭，定于2022年9月13日上午10时在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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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前作出裁
决，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2022年10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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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烺、周梅华、李卓雲：本会于2021年11月23日受
理申请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肇庆高新区科
技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分行与你的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号为(2021)肇仲案字567号，
本案适用金融仲裁程序。本会经采取多种形式未
能有效送达仲裁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参加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及证据、仲裁规则、
仲裁员名册等法律文书。本案将于2022年8月29日
组成仲裁庭，定于2022年9月13日上午9时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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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前作出裁决，
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2022年10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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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2022)浙0784民初2453号 马彦龙：本院受理原告鲍
丽红与被告马彦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开庭审理时间为2022年8月4日上午08
时50分，开庭地点在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第4号
审判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
条第二款之规定，本案由审判员徐露苗适用普通程
序独任审理。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豫0402民初254号 崇鹰(上海)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天杰混凝土有限公司诉
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司送达本院(2022)豫0402民初254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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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浙0784民初1148号 苏州鸣鑫翊机器人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昆山市周市镇陆杨杜家路316
号。法定代表人：张鸣)：本院受理原告永康市巨豪
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苏州鸣鑫翊机器人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因适
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判令被告苏州鸣鑫翊机器人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退还原告永康市巨豪家居用品
股份有限公司预付款50000元及并支付逾期付款利
息损失(利息损失自2022年3月4日起按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算至款清之日止)，款项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
毕。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1050元，保全费520元，公告费1240元，
合计2810元，由被告苏州鸣鑫翊机器人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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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也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52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刘江波：本院审理的原告杨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冀0102民初2856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内容：被告刘江波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偿付原告杨飞借款本金19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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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
(2022)川0903民初2026号 船山区有二家餐饮店：本
院受理原告曾素容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向
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给付原告出售与其
鸡、鸭、鹅的货款12642元并延期的利息(从判决之日
起按年利率15.4%支付);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原告的起诉状副本和本院
的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普裁定书
等诉讼文书各一份。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8月12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
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2)川0903民初5316号 遂宁毅旺劳务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四川誉铭佳信会计服务有限公司与
你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
求：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委托费用52000元及
逾期付款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52000元为基数，从
2019年9月5日起，以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
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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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达原告的起诉状副本和本院的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普裁定书等诉讼文书各一份。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
2022年8月22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2)川0903民初2742号 唐树军：本院受理原告汇
中利通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诉被告唐树军债权
转让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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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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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
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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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文平：本院受理了原告唐小波与被告彭文平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川0903民初255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
彭文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唐小波
支付尚欠货款11 750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
以11 750元为基数自2016年12月17日起至本判决确
定的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全国银行
间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年利率
3.85%的1.5倍即年率5.775%的标准计算。若未在本判
决确定的给付之日付清，则按上述利率标准计算至
付清之日止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计94元，由被告彭文平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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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1283民特33号 本院于2022年6月9日立案
受理申请人李悦宣告被申请人陈飞失踪一案。申
请人李悦称，被申请人陈飞(居民身份证号码
321283198704070036)自2020年6月4日离家出走至今
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陈飞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
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
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陈飞将被宣告失踪。
凡知悉下落不明人陈飞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
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陈飞的
情况，向本院报告。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玉素甫·艾力：本院受理的原告开赛尔·赛米与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2)新2828民初2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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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巴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硕县人民法院
周祥虎：本院受理的原告和硕县和顺生态酒庄有限
责任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新2828民初2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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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巴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硕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1375号 马国利(公民身份号码
642221198912251815)：本院受理原告永康市唯康工
贸有限公司与被告马国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
自动履行告知书、缴款通知书，该判决书判决：由
被告马国利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原告永
康市唯康工贸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39016元，并赔
偿逾期付款损失【损失自2022年3月15日起至实际
还款之日止，以货款39016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的1.5倍计算】。如被告马国利未按本判决确定的
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76元，公
告费957元，合计1733元，由被告马国利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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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
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川0903民初4861号 章尔福、刘琪、成都市武侯
区桂溪房地产开发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遂宁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章尔福、刘琪、成都市
武侯区桂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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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
院关于新冠疫情防控的告知书等诉讼文书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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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浙0784民初2636号 被告：吴良华，住安徽省
池州市东至县张溪镇东湖村三组6号，公民身份
号码：34292119871113241：本院受理原告傅颖婷与
被告吴良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由于被告吴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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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人
民币10000元，并支付利息从2022年2月23日起按中
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货款基准利率的
四倍支付至本借款还清之日止违约金按借款总
额的千分之五计算；二、由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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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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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川0903民初3732号 翟强：本院受理原告陈江
全与被告翟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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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伟：本院受理的原告朱广勤诉你买卖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新2828民初
3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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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巴州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硕县人民法院
张银凤：本院受理原告曹昌强与被告王永建、张银
凤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2)苏0381民初249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王永健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曹昌强支
付51000元及利息(利息以51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
10月2日起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曹昌强的其他诉讼
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39元，由王永健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窑湾人民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新沂市人民法院

提存公告

【布谷农场】平台余额资金未提现出借人：
  深圳财富农场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已
自愿退出网贷行业，并声明对出借人进行了100%
本息兑付，但仍有部分出借人账户存在兑付资金
未提现。
  上述出借人账户未提现资金已提存至本处，
请出借人及时到本处领取提存款项。
  因未及时提现出借人数量多，详细名单请关注
我处官方网站(http：//www.psgzc.com/)查询。

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公证处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宋利苹、张鹏、姜培军、杨璐、刘恒、王洪龙、新疆
金兆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北京中车信融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哈密市乐达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22)新2201民初4361号起诉状副本、证
据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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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2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法院
哈密市博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新疆卓越投资集
团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哈密分公司、新疆卓
越投资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
哈密川新煤矸石砖厂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新2201民初3576号
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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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3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法院
新疆双格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哈密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管委会诉你公司土地承包经
营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新2201
民初3326号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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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6：2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12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法院
徐勇：本院受理程双强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新2201民初3432号起诉
状副本、证据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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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9：4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9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法院
谢群：本院受理哈密市经济开发区新通保温材
料厂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2)新2201民初1136号起诉状副本、证据
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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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10：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5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法院
张帅富：本院受理李用虎诉你不当得利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新2201民初2920号
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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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11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1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法院
朱海生：本院受理阿不都瓦衣提·克然木诉你
劳 务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 2 )新2201民初3679号起诉状副本、证据材
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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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10：30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7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法院
张佃贵、雷生海：本院受理李彦军诉你们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新2201民初
3616号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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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8：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8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法院
韩玉霞、雒兴军：本院受理敬松诉你们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新2201民初
1927号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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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8：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6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法院
谢志敏、李光波：本院受理哈密地区泽宇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新2201民初4040号起诉状副
本、证据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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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18：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5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法院
阮曙光：本院受理张文强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新2201民初2850号
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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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18：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3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法院
王常培：本院受理刘玉乐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证据材
料副本、举证须知、权利义务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诚信诉讼须知、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
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审理，逾期则
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刘锋：本院受理许振瑞与你生命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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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1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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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巫和金：本院受理宋奇颖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2322民初
5245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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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益江：本院受理屠国进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2322民初
5119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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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习习：本院受理梁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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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权利义务、举证须知、授权委
托书、民事裁定书(转普、保全)、开庭传票、诚信
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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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十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句容经济开发区邦高橱柜经营部：本院受理徐静
诉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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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组成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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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王德茂：本院受理腾冲市腾越镇宏伙建筑器材
租赁服务部与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云0581民初1734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一、由被告自判决生效之日起15
日内偿付原告租赁费49699.06元、赔偿器材损失
62070 .8元，共计111769 .86元。二、驳回原告其他
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35元，由原告负担200
元，由被告负担2535元。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
本院固东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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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世蛟：本院受理赵宗荣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云0581民
初175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被告于判决生效
之日起15日内给付原告借款24000元。案件受理
费400元，由被告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
本院固东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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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加林：本院受理徐戎与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云0581
民初151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被告于判决生
效之日起15日内给付原告房屋租金25000元。案
件受理费426元，由被告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到本院固东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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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永常：本院受理邓世昆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云0581民初
248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
起30日内返还原告货款586118元。案件受理费9661
元，由被告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固东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严保林：本院受理上诉人腾冲县腾鑫汽车租赁
有限公司诉你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你作为
本案被上诉人，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应诉材料，自公
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

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刚：本院受理耿志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新2201民初2701号起诉
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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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11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8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法院
金明科、新疆红星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伊必龙诉你们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2)新2201民初4275号起诉状副
本、证据材料、应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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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11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9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法院
岳永军：本院受理哈密市友谊路丰盛市场海鲜调
味品店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2)新2201民初3128号起诉状副本、证据材
料、应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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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1时30分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9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法院
早热古丽·衣沙克：本院受理哈密市振业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新2201民初2970号起诉状副
本、证据材料、应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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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11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8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法院
李曼：本院受理刘丙兰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新2201民初2867号起诉
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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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11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7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法院
哈密市鑫锦盛商贸有限公司、蒋丽：本院受理
李晓喜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2)新2201民初2356号起诉状副本、
证据材料、应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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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1
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6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法院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王云：原告洪爱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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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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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飞翼：本院受理方瑞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皖0705民初11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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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彩云：原告钱山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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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依法缺席审判。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张莉：本院受理原告胡梅诉被告张莉追偿权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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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3
日下午3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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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中乐：原告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六安锦绣花
园支行诉被告鲍中乐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皖1502民初710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起来本院民二
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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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何平：原告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六安锦绣花
园支行诉被告何平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皖1502民初706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起来本院
民二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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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赵绍柱、岳运友、六安市翔龙花岗石开发有限
公司：原告汪兴涛、袁申宏、豆德奎诉你们保证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皖1502民初192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上诉于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李荣勤、李荣行：本院受理杨学高与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皖1324民初8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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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宿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泗县人民法院
贺彦计：本院受理李天云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0110民初
67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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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送达期满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家庄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
牛军燕：本院受理张刚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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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
马龙：本院受理谊度(深圳)科技有限公司诉你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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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永旺：本院受理原告无锡麦平福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与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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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阳：本院受理原告无锡麦平福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与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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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海燕：本院受理原告李剑苹与被告张海燕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2)浙0382民初315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大荆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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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2)浙0382民初1210号 四川梓御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西藏分公司、西藏炬辉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四川
梓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审理原告红旗集团温
州变压器有限公司诉被告四川梓御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西藏分公司、西藏炬辉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梓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382民
初12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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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浙0108民初1947号 杭州美莱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南昌潮流新锐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诉被告杭州美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服务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
料、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及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
的十五日。本案于2022年8月5日9时30分在本院第
六法庭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未
到的，将依法缺席审判。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邱思雄、邱土泉、邱华春：本院立案执行的申请执行
人周红梅、陈华军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2017)鄂1087
民初361号民事判决]一案，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
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鄂1087
执恢73号恢复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消费
令、执行决定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
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
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
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三十日视为送达。

湖北省松滋市人民法院
钟伟：本院受理冯荣菊与钟伟餐饮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黔2732民初3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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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张敏灯：本院受理陈剑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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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
和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起30日即视为
送达。答辩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
2022年8月1日15时0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理
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
李强：本院受理原告张伟与被告李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皖
1202民初45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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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晓玉：本院受理原告李玉梅与被告李晓玉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皖1202民初42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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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青松、何永梅：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浙融汽车集团
有限公司诉被告张青松、何永梅追偿权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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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
午3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甘肃联合快递有限责任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张
亮、冯凯丽诉你单位要求支付经济补偿等劳动争议
案，现依法公告送达开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满
30日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5日9时30分(遇
休息日、法定节假日顺延)开庭审理(地址：兰州市高
新区飞雁街118号陇星大厦F座3楼仲裁庭)，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决。特此公告。

兰州市城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安徽酒运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河南酒运达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宿州市松霖商贸有限公
司诉安徽酒运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河南酒运达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院(2021)皖0191民初
838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河南酒运达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
原告宿州市松霖商贸有限公司返还风险保证金10
万元。二、驳回原告宿州市松霖商贸有限公司的其
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00元，减半收取为1150
元，公告费515元，合计1665元，由被告河南酒运达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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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鲁小凤：本院受理邱金广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皖1221民初3285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一、准予原告邱金广与被告鲁小凤离
婚；二、婚生子邱睿鹏由原告邱金广抚养教育，被告
鲁小凤于每年12月30日前支付婚生子邱睿鹏当年
的抚养费10000元，自2022年6月起至婚生子邱睿鹏
年满十八周岁时止；三、驳回原告邱金广的其他诉
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0元，由原告邱金广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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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临泉县人民法院
赵小琴：本院受理葛刘雷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审判庭成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起30
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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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蒙城县人民法院
曹双：本院受理安徽蒙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审
判庭成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起30日视为
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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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蒙城县人民法院
张立彬：本院受理原告远大洪雨(唐山)建材科技有
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0207民初6023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芦台经济开发
区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自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
上诉于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人民法院
董少侠、任培培、董少保：本院受理原告安徽寿县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董少侠、任培
培、董少保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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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3时(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深圳顺丰泰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韦昌武诉你与李林楷、中国大地财产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2022)
黔2732民初5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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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15时00分在
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胡亦心(母亲：刘乐，父亲：胡亮)遗失湖南省出生
医学证明，编号：P430682562，声明作废。
刘锦皓(性别：男，母亲：刘云，父亲：刘生燕)2014年
10月11日出生，编号O520386317出生医学证明遗
失，声明作废。
姜义阳(性别：男，父亲：姜超，母亲：姜舒)2013年9
月16日出生，编号M430888190出生医学证明遗失，
声明作废。
毛泊霖(性别：男，母亲：朱丁香，父亲：毛家宏)出
生于2021年9月19日，编号V430269560出生医学证
明遗失，声明作废。
张楠于2022年6月11日不慎遗失身份证，证号：
41132919821101019X，本人已申领新证，此证已失
效，特此声明。
热衣拉·阿不拉于2022年4月8日不慎遗失身份证，
证号：652928199108240647，本人已申领新证，此证
已失效，特此声明。
本人曾欢英不慎遗失第二代居民身份证遗失，身
份 证 号 ：2 0 2 2 - 0 6 - 1 0 ，遗 失 日 期 ：
440182198801151828，特此声明作废。
康华控股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基本户银行开户许
可证，账号：11001070000053016107，开户行：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直门内支行，核准
号：J1000160873502，声明作废。
康华控股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和公
章，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3512931080，声明作废。
北京天宇晶华科技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税号：110105786151600；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北京金满福丰商贸中心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110112MA7EHHWN3W，声
明作废。
北京融信云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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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1110106MA00GWM36G，声明作废。
中科晟嘉(珠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6MA00H4DA5H，声明作废。
北京好运兴食品销售中心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28024608187，声明作废。
北京嘉美尚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基本户
银行开户许可证，账号：911009010000546786，开户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丰台区科学
城支行，核准号：J1000136688901，声明作废。
北 京 金 傲 唯 科 技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 注 册 号 ：
1101082468277)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及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发票
专用章、人名章各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北 京 雪 域 时 轮 医 药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注 册 号：
110117007558744)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税务登记
证(税号：110226768494298)正、副本和组织机构代
码证(代码号：768494298)正、副本，声明作废。
北京清源圣佳商贸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1102242552809，声明作废。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贾京洋律师不慎将律师
执业证遗失，律师执业证号：11101200310835955，
特此声明作废。
北 京 神 龙 兴 业 农 业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 注 册 号：
110228008630744)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和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声明作废。
北京孚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MA00GEB96M)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和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
章、法人人名章，声明作废。
北京速豹体育文化有限公司遗失公章，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11MA01LA3097，声明作废。
天津味百餐饮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657230283X2)不慎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
声明作废。
众合胜(天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20118MA06R31399，不慎遗失公章、财务
专用章、法人人名章，声明作废。
红牛特饮品(天津)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05MA07B3YX81，不慎遗失公章、财务专用
章、法人人名章，声明作废。
天津广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04MA06Q74093)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天津市丰泽金属材料销售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20223MA07EX3H8M)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天津市丰泽金属材料销售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20223MA07EX3H8M)不慎遗失公章、财务专
用章、发票专用章、法人人名章，声明作废。
通盛(天津)地毯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222300439015X，不慎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天津德圣商贸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223MA06E8QR7P)不慎遗失公章、财务专用
章、法人人名章，声明作废。
天津丰宇商贸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223MA06E8QM6G)不慎遗失公章、财务专用
章、法人人名章，声明作废。
天津艾驰商贸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223MA06E89WXR)不慎遗失公章、财务专用
章、法人人名章，声明作废。
天津德圣商贸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223MA06E8QR7P)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声明作废。
濮阳县国庆路红磨坊蛋糕世界遗失发票专用章
一枚，编码：4109280004413，声明作废。
郴州市北湖区羊小串麻辣烫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副本，许可证编号：JY24310020362599，声明作废。
福州市源之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125MA339R9N3K)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美博蓝(福州)贸易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
印章编号：3501030116235，声明作废。
银川市金凤区个体经营福康商行遗失在中国建
设银行银川黄河西路支行预留印鉴公章、财务
章、法人章，声明作废。
湖南环球烟花有限公司遗失出入境货物包装性能检
验结果单，编号：322000000190942001，特此声明作废。
台州市黄岩起灵软件设计工作室(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331003MA2AM1XTX5)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和公章,公章编号3310030256653,声明作废。
罗源县松山镇林雄水泥店遗失公章一枚，编码：
3501230022822，声明作废。
贵 州 长 利 置 业 有 限 公 司 遗 失 公 章 ，编 号 ：
5226018002475，财务专用章，编号：5226018002476，
发票专用章，编号：5226018002477，法人章(童毅)编
号：5226018002478，声明作废。
古丈县岩头寨镇洞溪村经济合作社遗失银行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5696000317001，开户行：湖南古丈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草潭支行，声明作废。
永泰县金广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125MA33BNU848)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山西双成调味食品有限公司遗失食品生产许可证
正、副本，许可证编号：SC10214072712354，声明作废。
遗失台州好彩礼品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壹枚，印
章号3310030111690，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北京壮生堂国际医学研究院(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6MA0059BL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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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雪域时轮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注册
号：110117007558744)作废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
章、合同专用章、法人人名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富鑫隆投资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MA0034AY6E)作废
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法
人人名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速豹体育文化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11MA01LA3097)作废公章一枚，
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平安易捷搬家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5MA01775FX0)作废公章、合同
专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致远百味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5MA01REGJ0M)作废公章、财务
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晓航顺鑫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11MABNDENE8F)作废财务专
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康华控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3512931080)作废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
章、合同专用章、法人人名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中传七星(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2YFC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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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8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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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华润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申请
减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2MA7KEPCK24，拟
将注册资本由5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2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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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谱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559769362X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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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77万元减少至人民币4677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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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轩诚致远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14074127522D)经股东会决议，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人
民币2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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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视润丰影视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MA0083P40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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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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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
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长宇优速快递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12686914228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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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
万元人民币减少至50万元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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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朗博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15802865364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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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32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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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拙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8MA008P1G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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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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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轻松伴侣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6742604524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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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2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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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昱华源码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16MA001L9G8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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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9.4万元减至人民币1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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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建原天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13MA00BJAL4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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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万元减少至1000万元，请有关债权债务人
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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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百香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15MA008AFT0L)经股东决定，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张秀云，
清算组负责人：张秀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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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成天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12MA0195H84L)经股东决定，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章蕾，清
算组负责人：章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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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组织注销公告:社会组织名称：兰州市安宁区
清大优能教育辅导学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620105MJY57825X7，法定代表人：庞薇，注销时
期：2022年6月13日。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清源圣佳商贸有限公司(注册
号：11022425528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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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丹、朱彤，清算
组负责人：朱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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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汽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6MA01EX2H6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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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忻杰、陈强，清算组负责人：陈
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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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宏利
源建筑设备租赁站，注册号：1101136002064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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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利，2022年6月15日。
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公告：北京兴旺益友
小吃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110111MA00FUU28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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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甫艳，2022年6月15日。

注销公告

  因黄健康年龄问题，本所已终止与他的聘用
关系，现公告声明，由本所代为注销其执业证。证
书：基层法律工作者执业证，姓名：黄健康，执业
证号：31105011120150。

声明单位：长兴县雉城法律服务所
债权转让通知

致白岩、程桂芝、白芸琦、敖荣花、白树田、白晨皓：单
文竹将乌兰浩特市人民法院(2019)内2201民初4722号
民事判决书中的全部债权转让给刘景荣。特此告知。

单文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