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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万建华：本院受理原告万卢伟诉你抚养费纠纷一
案，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法院判令你
从2022年5月1日起每月给付抚养费1000元至其独
立生活时止。因你无法联系，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
裁定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即
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少年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宋小敏：原告刘亚娟与被告宋小敏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本院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2)
苏0981民初635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决：一、被
告宋小敏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5日内向
原告刘亚娟归还借款本金22万元及利息(以22万元本
金为基数，自2022年2月7日起按年利率3.7%计算至实
际归还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刘亚娟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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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00元，由被告宋小敏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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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成亚娟：本院受理原告丹徒区新城白香橱柜经营部
诉被告成亚娟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2022)苏1112民初52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
被告成亚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
丹徒区新城白香橱柜经营部装饰装修款2230元，
并承担自2021年11月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的逾
期利息(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LPR
计算)。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700元，合计750元，
由被告成亚娟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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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王文良：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中心诉被告王文良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
院(2022)苏1112民初39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
容：一、被告王文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
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借款
本金及利息、手续费合计70224.89元(利息、手续费计
算至2021年12月13日，此后的利息、手续费按照合同
约定继续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二、被告王文良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律师代理费1280元。三、驳回
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的其
它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84元，保全费820元，公
告费700元，合计3204元，由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负担100元，被告王文良负
担3104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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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张小明：本院受理原告丁兆宏诉被告张小明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镇
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2022)苏1112民初335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被告张小明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丁兆宏木屑颗粒款13000元。案
件受理费125元，保全费155元、公告费700元，合计980
元，由被告张小明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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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朱钊：原告王玉海、茅顺娣与被告朱钊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证据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上午9：
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李静：原告尹帅帅与被告李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镇江市丹徒区人
民法院(2022)苏1112民初37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
主要内容：被告李静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
原告尹帅帅借款550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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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丁双青、陈金虎：本院受理原告王传林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证据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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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陈金虎、丁双青：本院受理原告王传林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证据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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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三日上午10：0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道歉声明

  由于本人法律意识淡薄，出售有毒有害食
品 ，损 害 广 大 人 民 健 康 ，如 有 从 微 信 号
GDRP5201314购买过本能，黑马等保健品的可联
系本人退款。同时本人也向社会各界公开道歉，
并保证以后严格守法，永不在犯。

道歉人：陈义涛

行政处罚告知笔录

执行告知单位：天宁分局茶山派出所;告知人时峰、
江伟；被告知人：刘兴龙；性别：男性；出生日期：1986
年 3 月 2 5 日 ；证 件 种 类 号 码 ：身 份 证 号
320921198603255953；住(地)址：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老
舍乡恩覃村二组25号；工作单位：不在业
告知内容：处罚前告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
之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内容及事实、理
由、依据告知如下：2022年2月6日晚上，你与蔡宗英等
人在常州市天宁区茶山街道常春村委蒋家村73号二
楼一房间内以麻将牌采用“斗牛”的形式进行赌博，
后你在现场报警等待民警到来，以上事实有你的陈
述、蔡宗英等人的陈述等证据证实。你的行为已构成
赌博。公安机关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
罚法》第七十条之规定，以营利为目的，为赌博提供
条件的，或者参与赌博赌资较大的，处五日以下拘留
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
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的处
罚;第十九条第四项之规定，主动投案，向公安机关
如实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的，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
罚。现拟对你作出罚款三百元的处罚。
  问：对上述告知事项，你(单位)是否提出陈述
和申辩？(对被告知人的陈述和申辩可附页记录，
被告知人提供书面陈述、申辩材料的，应当附上，
并在本告知笔录中注明)答：
  对你提出的陈述和申辩，公安机关将进行复核。

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

行政处罚告知笔录

执行告知单位：天宁分局茶山派出所;告知人时峰、
江伟；被告知人：任礼成；性别：男性；出生日期：1980
年 1 2 月 2 4 日 ；证 件 种 类 号 码 ：身 份 证 号
320823198012241813；住(地)址：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高
墟镇高墟居委会十九组429号；工作单位：不在业
告知内容：处罚前告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
四条之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内容及
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2022年2月6日晚上，
你与刘兴龙等人在常州市天宁区茶山街道常春
村委蒋家村73号二楼一房间内以麻将牌采用“斗
牛”的形式进行赌博，后你得知现场有人报警仍
留在现场等待民警到来，以上事实有你的陈述、
刘兴龙等人的陈述等证据证实。你的行为已构成
赌博。公安机关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
理处罚法》第七十条之规定，以营利为目的，为赌
博提供条件的，或者参与赌博赌资较大的，处五
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
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三
千元以下罚款的处罚;第十九条第四项之规定，
主动投案，向公安机关如实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
的，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现拟对你作出罚款
三百元的处罚。
  问：对上述告知事项，你(单位)是否提出陈述和
申辩？(对被告知人的陈述和申辩可附页记录，被告
知人提供书面陈述、申辩材料的，应当附上，并在本
告知笔录中注明)答：
  对你提出的陈述和申辩，公安机关将进行复核。

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

行政处罚告知笔录

执行告知单位：天宁分局茶山派出所;告知人时峰、
江伟；被告知人：郑国君；性别：男性；出生日期：1989
年 5 月 1 2 日 ；证 件 种 类 号 码 ：身 份 证 号
341223198905125117；住(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云
河路10号；工作单位：不在业；
告知内容：处罚前告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
四条之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内容及
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2022年2月6日晚上，
你与刘兴龙等人在常州市天宁区茶山街道常春
村委蒋家村73号二楼一房间内以麻将牌采用“斗
牛”的形式进行赌博，后你得知现场有人报警仍
留在现场等待民警到来，以上事实有你的陈述、
刘兴龙等人的陈述等证据证实。你的行为已构成
赌博。公安机关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
理处罚法》第七十条之规定，以营利为目的，为赌
博提供条件的，或者参与赌博赌资较大的，处五
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
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三
千元以下罚款的处罚;第十九条第四项之规定，
主动投案，向公安机关如实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
的，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现拟对你作出罚款
三百元的处罚。
  问：对上述告知事项，你(单位)是否提出陈述和
申辩？(对被告知人的陈述和申辩可附页记录，被告
知人提供书面陈述、申辩材料的，应当附上，并在本
告知笔录中注明)答：
  对你提出的陈述和申辩，公安机关将进行复核。

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

行政处罚告知笔录

执行告知单位：天宁分局茶山派出所;告知人时峰、
江伟；被告知人：方文俊；性别：男性；出生日期：1998
年 3 月 2 7 日 ；证 件 种 类 号 码 ：身 份 证 号
340823199803274935；住(地)址：安徽省铜陵市枞阳县汤
沟镇南旺村跃进组25号；工作单位：不在业
告知内容：处罚前告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
之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内容及事实、理
由、依据告知如下：2022年5月28日23时许，你在常州
市天宁区光华路碧波圆浴室内，用手机拨打110报警
称：常州市天宁区光华路碧波圆浴室店里有卖淫嫖
娼，你报完警后在现场等待民警到来，民警出警至现
场找到你，你称没有钱付浴资遂报警慌称他人卖淫
嫖娼的警情。以上事实你的陈述、视听资料等证据证
实。你的行为已经构成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公安
机关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
十五条第一项，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
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五日以下拘留
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
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第
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情节特别轻微的，减轻或者不
予处罚;第十九条第四项之规定，主动投案，向公安
机关如实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的，减轻处罚或者不
予处罚，拟对你作出不予处罚。
  问：对上述告知事项，你(单位)是否提出陈述
和申辩？(对被告知人的陈述和申辩可附页记录，
被告知人提供书面陈述、申辩材料的，应当附上，
并在本告知笔录中注明)答：
  对你提出的陈述和申辩，公安机关将进行复核。

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彭汝飞：本院受理司桂花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哈密市分公司、你、哈密恒达商贸
有限责任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新2201民初37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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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国华、杨建波：本院受理韩方升诉你们劳务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 )
新2201民初29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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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6时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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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正祥、王玉莲：本院受理赵平顺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新2201民
初15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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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润桥：本院受理伊州区宝丰市场山城五金建
材部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2)新2201民初34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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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芜湖铭锐建设劳务有限公司、哈密市梦辉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成都亘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聂明
昌、郭礼铭、韩文炳、马定平：本院受理罗登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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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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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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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吾列提·哈德尔、玛尔江·苏来曼：本院受理
王盛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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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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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日17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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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艺华：本院受理姚迎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晋0821民初66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逾期即视为送达。

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
钟伟标、丘秋芳：原告江文清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参
加诉讼通知书、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
示书、诉讼当事人须知、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15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
谢建军：本院受理晴隆县经久香酒业诉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黔2324民
初1010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等。自公告起3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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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袁远江：袁刚与杨弟发、你、徐明兵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本院已于2022年4月27日立案受理，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参加诉讼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第3日9时在
本院第二审判法庭公开审理(节假日顺延)，逾期
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潘定波：本院受理兴仁市泛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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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
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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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为公告届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
满后15日内。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9时在本
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未到庭，且无正
当理由，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苏童：本院受理戴磊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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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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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4：30(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时文忠：本院受理石士富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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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4：30
(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陈茂明：本院受理石士富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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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4：30
(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王晓猛：本院受理范敏与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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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洪健：本院受理徐中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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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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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超、谢小娟、缪骁、倪同华、胡士英、王春荣、江
苏金海阳科技有限公司、江苏东富泓泰科技有限
公司、江苏汉德天坤数字技术有限公司、王立东、
殷红、江阴融源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许
冲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权利义务告
知书、举证须知、廉政监督卡、(2022)苏0281民初
4499号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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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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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乃宾：本院受理伍德康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281民初4224
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临港经济开发区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王丹丹：本院受理赵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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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栋明：本院受理杨菲与你离婚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281民初134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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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张朝明：本院受理姜润春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云0581民初963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不准原告与被告离婚。案件受理费300
元，减半收取计150元，由原告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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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李岩院：本院受理刘德湘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云0581
民初296 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被告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货款26385元、律
师费5000元，合计31385元。案件受理费584元，
减半收取计2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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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金林：本院受理王兴芬诉你离婚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云2625民初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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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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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即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省马关县人民法院
  本院2022年6月7日刊登的黄莹诉许英祥公告
中，应为：“定于2022年8月2日15：30分在本院第二
审判庭公开审理”，特此更正。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
李彩霞、田春林、陈朝东、陈洪子：本院受理新
疆联华信托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诉你们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2 2 )新2201民初35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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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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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哈密分公司、盛
明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哈密中心
支公司：本院受理吾甫尔·那司尔诉你们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2)新2201民初30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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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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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永宝、姜微微：本院受理梁红诉你们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辽
0115民初61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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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迪同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有发与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皖1723民初56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于本判决
生效后10日内给付原告货款16677元。自公告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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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池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另向你公告
送达(2022)皖1723民初567号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
壹份，自公告起30日即视为送达。

安徽省青阳县人民法院
贵州省仁怀市黄金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本委受理
刘永昌诉你单位劳动争议(潍高劳人仲案字[2022]
第122号)，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申请书、答
辩、举证及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30日即视为送达。定于2022年7月29日14：30在
山东潍坊高新区AI物联网产业园710开庭。请
按时参加庭审活动，逾期三十分钟不到庭本委
将依法缺席裁决。
潍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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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家栋：本院受理原告王怀杰诉你债权转让合同纠
纷，本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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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届满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上午9时在本院牤牛营子法庭102公判庭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未到庭，将缺席审理。

辽宁省建昌县人民法院
胡志利、田娜：本院受理原告郭振军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本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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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届满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上午10时在本院牤牛营子法庭102公判庭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未到庭，将缺席审理。

辽宁省建昌县人民法院
马传东、白亚季：本院受理原告刘凤霞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本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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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届满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下午14时在本院牤牛营子法庭102公判庭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未到庭，将缺席审理。

辽宁省建昌县人民法院
张涛：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六安裕安区
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已审结。现向你送达
(2022)皖1502民初224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30日来
本院七里站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满15日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效力。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陈记聪：本院已受理原告董爽爽与你离婚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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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分在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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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睿：本院受理杨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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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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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阜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82民初1648号 厦门市富达林科技有限
公司：原告浙江纳得力电子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
同纠纷—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2)浙0382民初164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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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廖飞营、唐红：本院受理原告营山永康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与被告廖飞营、唐红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依
法缺席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
川1322民初1541号判决书，被告廖飞营、唐红于本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共同向原告
营山永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偿还24896.1元，并
支付违约金4979.22元。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立案庭简案团队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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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南充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莫双林：本院受理原告杨碧容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2)川1322民初209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
判决：不准原告杨碧容与被告莫双林离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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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王贤武、吴庆明、邹娅：本院受理南通友力混凝土有
限公司诉你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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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书、举证通知书、传票等。本
案自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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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
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浙江无形电器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无锡新鹏金属
材料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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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0205民初570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东北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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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伍：本院受理原告曹杏弟与你及颜慧房屋买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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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秀梅：本院受理原告李峰、胡娟萍与你及郦国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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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至上铭墅装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无锡市
炬磊石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与你承揽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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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政轩房地产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李青云：本院受
理原告李思富、任成琴与你们及宜兴市金世置业有
限公司中介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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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国良：本院受理原告朱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1283民
初11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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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贵州馨铭电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毕
节市宏磊石材有限公司诉被告贵州馨铭电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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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
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胡信文：本院受理原告周礼松诉被告胡信文买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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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上午10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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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光宝：本院受理王大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参加诉讼通知书、应
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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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九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不应诉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山东省沂南县人民法院
马超：本院受理原告吴克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皖1502民初1672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30日内来领取，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六
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于要：本院受理浙江瓯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
陈启旺及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 2 )浙102 3民初870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台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
王立伟：本院受理李菲菲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吉0221民初248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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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吉林省吉林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永吉县人民法院
侯军景，张荫良，闫贵芳：原告勾海涛诉你们与河北
驰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变更诉讼请求
申请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9时1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黄萍：本院受理付振攀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诉讼当事人须知、合议庭成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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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广水市人民法院
苏海超、李杰、崔建成：本院受理承德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宽城支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冀0827民初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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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安徽恒大空港智慧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安徽省农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2022)皖0422民初21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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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副本、合议庭组成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
定于2022年7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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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刘玉刚、王营：本院受理原告陈淑霞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辽1422民初618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上诉于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建昌县人民法院
孙霞凌：本院受理周文娟诉你及丁瑞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皖1324
民初1585号民事判决书及补正裁定书。自公告
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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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宿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泗县人民法院
周艳子、黄云：本院受理原告路登华诉被告周
艳子、黄云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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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9时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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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良勇：本院受理无锡市英军门窗配件经营部与李
良勇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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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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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融兴通企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
请人郑文煌诉你单位要求支付工资等劳动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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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周礼：原告厦门圣博楼宇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永安
分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2022)闽0481
民初1428号，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材料、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通知书、诉讼
风险提示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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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9
日9时在法庭412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
冯德才、孙旺祥：原告厦门圣博楼宇经营管理有
限公司永安分公司诉你们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
案(2022)闽0481民初1493号，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
义务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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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9日10时在法庭412公开审理，逾期
依法裁判。

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
田敬、杨志涛、王冠、张莉、赵继廷、何东亮：原告
夏静诉你们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22)冀1024民初1419号起诉状、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
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0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4时3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依法裁判。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孙俊丰：原告陈峰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冀1024民再20号起诉状、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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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依法裁判。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石波、张远、博远智家(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原告
何雨林诉你们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已审理终结，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冀1024民初6149号民事判
决书、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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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北省廊
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2020)冀02执恢739号、(2020)冀02执恢743号
王育勇：申请执行人唐山慧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与被执行人王育勇追偿权纠纷二案，本院已立案
执行，执行案号分别为(2020)冀02执恢739号、(2020)
冀02执恢743号。因不能直接和邮寄送达，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冀02
执恢739号、(2020)冀02执恢743号罚款决定书，限你
自公告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本院
地址：河北省滦南县倴城镇双柳树村北，联系人：
赵波，电话：18532588225。特此公告

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杨素涛、韩玉然：原告沧州市菱徽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车款41276元及逾
期付款利息损失以41276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21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
1.5倍为标准计算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计算至实际
清偿日止；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及证据材
料；应诉、举证、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保全、转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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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30分(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
张聪聪：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市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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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人员通
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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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区矛调中
心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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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凤伟、傅凤珍、嘉兴市景绿园林绿化工程有限
公司、中安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嘉兴分公司、
中安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原告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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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分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区矛调中心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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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英文：原告冷顺洪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402民初13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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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道远：原告张敬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402民初15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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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隆畅(性别：女，母亲：张星，父亲：隆小贵)出生于
2015年9月19日，编号P430730379出生医学证明遗
失，声明作废。
吕子博(性别：男，母亲：肖倩，父亲：吕国亮)出生
于2016年8月17日，编号Q430117873出生医学证明
遗失，声明作废。
张建华于2022年6月16日在金华市丢失身份证，身
份证号421004198010302514，此期间非本人办理所
有业务无效，特此声明作废。
陈圆于2022年6月16日不慎遗失身份证件，证号：
612322199408201545现声明作废。
叶艳蝶于2022年6月5日不慎遗失身份证，证号：
410422198207157201，本人已申领新证，此证已失
效，特此声明。
刘可心身份证遗失，证号：4101051994092100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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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张小炜律师由于不慎遗
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
11101199310597167)，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融汇百商贸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110105012506658，声明作废。
北京龙秦者计算机服务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6723689402)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特此
声明作废。
北京华信天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05MA007DG617)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声明作废。
北京恒大众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和公章，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08MA0020307G，声明作废。
北京李俊霞信息咨询中心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1102213071508，声明作废。
北京炜瑞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0535529129XP)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特此声明作废。
天津市南开区微醺一九九七酒吧遗失食品经营
许可证副本，编号：JY21200040161190，声明作废。
张家界千城二手车交易有限责任公司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30802000006272,声明作废。
南阳实创花卉苗木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1303MA9JW30G4E)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长沙市天心区鑫气象房地产策划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号430103000029781)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天心分局2008年6月9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
本，声明作废。
东阿经济开发区永超平价超市不慎遗失食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JY13715240017901，声
明作废。
衡阳市石鼓区齐一闻香酒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副本，许可证编号JY24304070266904，声明作废。
贵州易创天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
可 证 ，开 户 行 ：贵 阳 银 行 纳 雍 支 行 ，账 号 ：
31810123670000050,核准号：J7096000661201，声明作废。
河西红星美凯龙三楼左右沙发开具的家具购物
单一份丢失，单号：820449，签单日期2022年3月5
日，声明作废。
河南准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1700MA9FPFYN90 )遗失公章一枚，编码
4128030117425，声明作废。
山丹县通达汽车出租有限责任公司遗失车牌号：
甘G87589出租车营运证，证号：甘交运管张字
620725008775号，声明作废。
濮阳县义召校车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10928MA47UE0TXC)遗失公章一枚，编码
4109280049956，声明作废。
大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遗失罚没许可证副本2本,
证号,060010014-10、060010014-11，声明作废。
河南北岸建材有限公司于2022年5月31日在本报
刊登的公章、财务章、法人章(郭致远)遗失声明撤
销，章已找到，现正常使用，特此声明。
智诚建科设计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编号：
5209001005146；法人章(法人：乔跃军)一枚，编号：
5 2 0 6 0 3 8 8 0 8 8 2 4 ；财 务 专 用 章 一 枚 ，编 号 ：
5 2 0 9 0 0 1 0 0 5 1 4 8 ；合 同 专 用 章 一 枚 ，编 号 ：
5 2 0 9 0 0 1 0 0 5 1 5 0 ；发 票 专 用 章 一 枚 ，编 号 ：
5209001005149；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北京市高丽娜理发店(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110105L733835357)作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隆源医药有限公司中医诊所(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2755286027F)作废发票专用
章、合同专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华信天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7DG6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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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初始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13MA01KEXR6D)作废公章、财务专
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盛世强联图书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14784824808W)作废发票专用章
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急时送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13MA01LL6758)作废公章一
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欧德路体育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6MA01M2KHX8)作废财务专
用章、合同专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企服行(北京)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4FLKH69)作废
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北京天乐云轩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7MA017F7YX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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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50万元人民币，请债权
人于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
提供相应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冰川文化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05765048057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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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万元人民币减少至100万元人民币，请债权人于见
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
应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得和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5MABQMYF25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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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龙泽盛业(北京)消防工程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9MA01MBDP5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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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顺虎、周文钊，清算组负责人：熊顺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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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天心区鑫气象房地产策划咨询
有限公司(注册号430103000029781)经股东决定注
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刘卫卫13875915000
注销公告：北京融汇百商贸有限公司(注册号：
1101050125066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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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巍、靳军、于茜，清算组
负责人：马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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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万通瑞达数码科技有限公
司朝阳分公司(注册号：110105011121407)经总公司
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销登记，清
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总公司清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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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增金
光商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110108L3118222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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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明伟，2022年6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