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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天津中海顺泰劳务有限公司：原告许克涛(二案)、张

洪奎(二案)、许克志(二案)、刘宪庆(二案)、徐守朋与

你公司、天津卓诚翮昕实业有限公司、第三人董兴

果劳务合同纠纷九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云0581民初259、260、261、262、263、264、265、266、

26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被告天津卓诚翮昕实业

有限公司、天津中海顺泰劳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

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许克涛劳务费75340.6元;支

付原告张洪奎32750元;支付原告许克志77327.8元;支

付原告刘宪庆49131.8元;支付原告徐守朋52334元。九

案的案件受理费合计5622元，由被告天津中海顺泰

劳务有限公司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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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明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张如芹诉

你公司、韩荣树、孙晓、孙大相及第三人匡大贤劳务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监督卡、受理

民事诉讼监督案件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成员

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界头法庭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吉林省明

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韩荣树支付原告工程劳务费

33420元;2、被告孙晓、孙大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15日内，定于2022年8月2日9：30在本院界头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丁晓荣：本院受理(2022)苏1183民初1491号彭雪菊诉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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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15：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杜金东：本院受理余小伟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举证须知、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李爱胜：本院受理江阴市柯顺塑胶有限公司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2份

(简转普、保全)、保全材料、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告知

当事人权利义务书、廉政监督卡、诉讼参加人诚信

诉讼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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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青阳法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江阴市奇力矿冶起重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江阴市江南热处理有限公司诉你公司加工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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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须知、廉政

监督卡、(2022)苏0281民初48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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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假日顺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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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佺电子(深圳)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江阴希格诺

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与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281民初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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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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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顺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孙翠翠诉你公司

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与你取得联系，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新2325民初2460号起诉书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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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日10时30分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审理(节假日顺

延)。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奇台县人民法院

王海龙：本院受理苏志杰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与你取得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新2325民初2505号起诉书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权利义务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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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18时

30分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审理(节假日顺延)。逾

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奇台县人民法院

李作军：我院受理赵尔林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因无法联系到你，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

新2325民初4187号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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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奇台县人民法院

董泉根：本院受理黄万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因无法联系到你，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新

2325民初342号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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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昌

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奇台县人民法院

四川汉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奇台县江南

建筑器材租赁中心诉你公司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结。因无法联系到你，现依法向你送达

(2022)新2325民初1188号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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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奇台县人民法院

李怀国、周艳宏：本院受理黄志岐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辽

0922民初3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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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阜新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彰武县人民法院

刘云超：本院受理吉林省地利生鲜农产品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限期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2022)吉0202民初857号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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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9日8：40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

二法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

河北宝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枣强县大

营镇芍药村村民委员会与枣强县芍药农产品种

植专业合作联社、你公司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1)冀1121民

初2181号民事判决书及原告的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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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丹、王学：本院受理邢长齐诉你们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30日之内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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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枣强县人民法院

杨春颖：本院受理绍兴市布蝶纺织有限公司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司法公开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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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答辩期满后第3日9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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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宁亚君：本院受理梅赛德斯-奔驰租赁有限公司诉

你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皖1202民初117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来本院开发区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陈文红：本院受理王丙义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冀0432民初1号起诉状副

本、追加被告申请书、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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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广平县人民法院

山东匠心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董长江诉你建筑

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冀0432民初2089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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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广平县人民法院

王朋：本院受理梁晨诉你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青0105民初73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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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维艳：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晴隆县支行

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

送达(2022)黔2324民初4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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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刘庆春：本院受理季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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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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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

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彰武县人民法院

江西免祥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新疆大清商贸有

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2)新2201民初19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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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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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密市铁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卢长贵、笪新冲、叶

莲珠、卢长余：本院受理哈密市正信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新2201民初28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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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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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应轩：本院受理冯兴诚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新2201民初29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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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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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彩丽、贺庚辛：本院受理山西好时光制衣有限公

司诉你们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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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定于2022年7月21日9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209办

公室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山西临猗县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范勇：本院受理龚磊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新2201民初32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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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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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密市民心源超市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哈密市好日
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2)新2201民初
36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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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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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志红、俞联海：本院受理闫克武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新2201
民初30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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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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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海波、曹爱芬：本院受理王邵杰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新2201
民初37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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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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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挺东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伊州区
大泉湾乡勇通工程机械租赁部诉你公司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2)新2201民
初43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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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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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森根：本院受理胡方金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新2201民初34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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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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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文忠：本院受理哈密市前进西路安康竹胶板经销
处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新2201民初32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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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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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建国、张建新：本院受理札库里建华(张建华)诉你
们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新
2201民初28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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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朝栋、田春林、陈洪子：本院受理新疆联华信拓小
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新2201民初35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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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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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桂芹：本院受理陈晨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新2201民初4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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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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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松：本院受理浙江物产信息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晋0821民初28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北景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
林国龙：本院受理赖陆盛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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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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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梅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
鲁一新：本院受理周国文诉你与鲁桂秋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吉0581民
初7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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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通
化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民法院
肖雅：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市江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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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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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横溪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付东卫：本院受理吕军芳诉张洪伟、孙景芳及你财
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冀1121民初455号起诉状副本(1.原告要求被告赔偿
购车款11.88万元；2.要求被告返还抵押车辆的全部
利息3.5万元；3.要求被告承担因找车的差旅费3万
元。)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司法公开告知
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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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民事审判庭公
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枣强县人民法院
熊波：本院受理王友超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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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龙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马关县人民法院
腾冲晟泽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徐强：本院受理刘信
虎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
庭传票、监督卡及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原告诉请：1、
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款项人民币壹万柒仟壹佰
壹拾捌元整。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
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2022年8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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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刚、林宗维：本院受理何良益诉你们买卖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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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卡及合
议庭成员通知书。原告诉请：1、依法判令二被告
支付原告材料款人民币500000元。2、由二被告承
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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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内。定于2022年8月30日10时在本院猴桥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田景明：本院受理杨绍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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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卡及合议庭
成员通知书。原告诉请：1、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
告货款人民币349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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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内。定
于2022年8月30日1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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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永贵：本院受理腾冲市猴桥镇立东建材店、韩应
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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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卡及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原告诉请：1、依法
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43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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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
内。定于2022年8月30日16：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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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立安：本院受理云南金鑫大农业有限公司、何元
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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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卡及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原告诉请：1、依
法判令被告立即给付原告欠款人民币213500元。
2、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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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内。定于2022年8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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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其令、杨应芳：本院受理钏有金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监督卡及
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原告诉请：1、依法判令两被告
偿还原告借款人民币32300元。2、由两被告承担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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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内。
定于2022年8月30日15：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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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伟：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河县
支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司法
公开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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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定于答辩期满后第3日9：4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崔英：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河县
支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司法
公开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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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定于答辩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王莹：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河县
支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司法
公开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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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定于答辩期满后第3日9：2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南京面对面装饰有限公司、池州面对面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童铭：本院受理原告王翠兰与你们装饰装
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皖1723民
初18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30日内来本院民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及缴纳诉讼费通知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书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池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青阳县人民法院
谭遵云、谭遵和：本会依法受理了候海光申请与你
方买卖合同纠纷仲裁案([2022]佛仲字第716号)。因你
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仲
裁申请书、证据材料、仲裁规则、金融仲裁规则、仲
裁员名册、选定仲裁员的函、举证通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及选定仲裁
员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0日内。答辩期满后本
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定于2022年9月14日09时30
分在本会开庭审理本案，签收裁决书的时间为
2022年11月14日，逾期视为送达(见本公告后可到
本会签收上述材料，地址：佛山市顺德区佛山新城
天虹路46号信保广场北塔第16层)。

佛山仲裁委员会

遗失声明

　　本人李东燕不慎将人民警察证遗失，证件号：
0101220，特此声明。

声明人：李东燕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扈秀平、万会懂：本院受理王延菊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22鲁0982
民初377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30日内来本院
宫里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新泰市人民法院
赖小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宽城满族自治县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冀0827民初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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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赵为军：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六安分行诉你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已审结。现向你送达(2022)皖
1502民初13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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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雪曼、田坡：本院受理原告阜阳市颍泉区伍明
机械厂诉被告尹雪曼、刘迎彬、田坡、蔡洪良、第
三人魏金奎委托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皖1202民初1339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第九法
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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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月春：本院受理张娅玮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
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安
镇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无锡开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昆山杰冠达
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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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广财：本院受理胡云江诉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补充证据材料。
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
期满后第5日上午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安
镇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苏会乐：原告李书胜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冀0105民初1793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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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北省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邢士亮：本院受理洮南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送达
(2022)吉0881民初76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逾期由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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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洮南市人民法院
马臣广：本院受理刘龙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吉0881民初641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
期由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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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白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洮南市人民法院
赵玉祥：本院受理王小梅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皖1621民初26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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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亳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
王举忠：本院受理廖秀琼诉你民间借贷纠纷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皖1522民初689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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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
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肖各军：本院受理邹松诉你民间借贷纠纷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皖1522民初832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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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六
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王云龙：本院受理原告王国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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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1522民
初5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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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六
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畅意：本院受理原告陈方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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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1522民
初29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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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六安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河北钦茂丝网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河北安
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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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须知、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司
法公开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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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
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城关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安平县人民法院
(2022)浙0382民初1623号 乐清艺轩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王忠星：本院审理原告王胜茂诉被告乐清艺轩
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王忠星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382民
初16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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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82民初9912号 北京崇理贸易有限公司：原
告金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诉被告万忠波、北京崇理
贸易有限公司与第三人天津维多利亚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对外追收债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结，原告金龙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已向本院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9912号民事判决书、民
事上诉状及证据副本。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被上诉人可在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
交上诉答辩状至本院或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张长生：本院受理原告张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
们现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
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8月16日上午09
点在营山县人民法院回龙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并于开
庭前举证。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周国林：本院受理的(2022)川1112民初348号原告朱立兰
诉你周国林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准予原告朱立兰与被告周国林离婚。本案案件受
理费260元，由原告朱立兰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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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四川省乐山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人民法院
赵殿华、赵伟：本院受理原告建昌恒昌村镇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被告赵殿华、赵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辽1422民初386号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届满的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辽宁省葫芦岛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建昌县人民法院
王远平、柳丽：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高城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诉被告王远平、柳丽追偿权纠纷一案，现法院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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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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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顺延)
在建昌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建昌县人民法院
巩小辉：本院受理靖韩静诉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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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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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静：本院受理王伟诉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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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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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玉龙：本院受理孙静靖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皖0122民初
230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上述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讼状，上诉于
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法院
王小勇：本院受理黄秀莲诉你定作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本判决书送达当事人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马幼良：本院受理锡山区云林马晓光轮胎经营部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立
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判决
书送达当事人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坤荣供应链管理(江苏)有限公司、无锡市吉河特钢有
限公司、无锡建钿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无锡春秋钢业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无锡市东舟船舶设备股份有限
公司与你们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公告送达(2021)苏0205民初3515号民事判决书、民事裁
定书，自公告起30日内来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递交上诉状至江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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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晓磊：本院受理原告王甜与被告陆晓磊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205民初131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无锡市
锡山区华夏中路6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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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伟：本院受理原告谢丽丽诉被告韩卫涛、王雪成、
韩伟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1302民初11764号民事判决
书及上诉状。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韩伟、韩卫
涛、王雪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谢
丽丽返还款项14000元；二、驳回原告谢丽丽的其
他诉讼请求。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及民事上诉状，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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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
承德鑫靓达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本委受理
丁亿昌诉你单位关于工伤赔偿的劳动争议一案，现
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承双劳人仲案字【2022】
1025)。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法定代表人证
书、授权委托书、开庭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决定
于2022年7月29日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
则本委将依法缺席开庭并缺席裁决。特此公告

承德市双桥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
甘肃怡境园林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本委受理申请
人李启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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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胡生珍：本院受理原告浪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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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0号 廖忠：本院受理原告重
庆众望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遂宁分公司诉被告廖
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1、判
决被告立即支付拖欠的物业费2704元。2、判决被
告按物业服务合同第三十一条约定，从逾期之日
起按照日3‰支付违约金直至付清之日止。3、本案
的全部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无法直接送达，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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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第3日(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上午9时30分在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第十审判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陈友飞：本院已受理刘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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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
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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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30
分在本院浞水法庭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陈静雪：本院已受理田建超诉你同居关系子女抚
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期满后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浞水法庭审判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平顶山常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平
顶山市冠军实业有限公司诉被告平顶山常鑫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三楼民事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上海衡馨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陈建中
诉被告上海衡馨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及其他二被告
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三楼民
事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2022)苏0311民初3804号 杭州三春服饰有限公
司、杭州三春服饰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陈丽华诉被告杭州三春服饰有限公司、杭
州三春服饰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商品房预售合
同纠纷一案，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向你方送达，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2)苏 0311民初3804号
案件的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
支付逾期上房违约金暂计 17766元；逾期办理房
产证损失暂计57800.375元(自2015年8月9日暂计至
2022年2月9日，共2375天，2375×243370×0.0001=
57800.375元)；房屋面积差价损失暂计16457.99元

【(27.253-25.41)×8930元/平=16457.99元】。2、判令被
告协助原告办理涉案房屋的房产证。3、本案诉讼
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提交的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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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内，逾期不提出
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下午2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吴艳：本院受理原告严志斌诉被告吴艳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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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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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泫禾、平顶山市我愿意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黄培轩诉被告陈泫禾、平顶山市我愿意商
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三楼民事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2022)豫0402民初2078号 高翔：本院受理原告聂
柳燕诉你返还原物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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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
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民事庭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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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红芬：本院受理杨正祥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黔2322民初4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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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金刚：本院受理刘武英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黔2322民初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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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豫0402民初4747号 姚振：本院受理原告平顶
山市宸屹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诉姚振、姚振磊、
河南盛玺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建筑设备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豫0402民初474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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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顶
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2022)黔0326民初1286号 张冲：本院已受理贵州
荣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你商品房销售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外出无法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审判人员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
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2022年8月16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郑梅：本院已受理务川中银富登村镇银行有限公司
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外出无法联系。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
书、审判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廉政监督
卡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2022年8月17日9时在本院第五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2022)黔0326民初1392号 刘江：本院已受理贵州
务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外出无法联系。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审判人
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廉政监督卡及开庭
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2022年8月16日9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2022)冀0107民初146号 河北联康电气机械科技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铂科技有限公司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冀0107 民初14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矿区人民法院
(2022)川0903民初867号 成都天伦美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胡云章、陈丽英诉被告成都天
伦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张明涞装饰装修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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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成都天伦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胡云章装修款17 000元
及利息(利息以欠付款项为基数，从2020年10月9日
起，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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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付清之日止)；2.驳
回原告陈丽英的起诉；3.驳回原告胡云章对被告
张明涞的诉讼请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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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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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2号 冯玉芳：本院受理原告唐
军诉被告冯玉芳租赁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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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冯玉芳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唐军租赁费11613元及
利息(利息以11613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2020
年2月23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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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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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远县农业农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金仁彬：
  你于2017年9月至2018年底期间，未经批准，擅
自占用定远县仓镇仓南村金夏村民组土地新建房
屋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
六十二条第三款、第四款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本机关
依法作出如下处罚决定：1.责令你退还非法占用
的土地；2.限你在15日内拆除在定远县仓镇仓南
村金夏村民组南侧新建房屋。
  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公告送达《行政
处罚决定书》(定农(宅监)罚〔2021〕1号)。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你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
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定远县人民政府或者滁州市
农业农村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向定远县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
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
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也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的，
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定远县农业农村局
2022年6月21日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丘国财：本院受理叶志平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粤1427民初1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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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梅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
陈享华：本院受理许九月生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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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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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梅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
陈思蓉：本院受理黄惠玲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证据材料、开庭传
票等应诉材料。原告诉请：一、陈思蓉返还黄慧玲
欠款20000元；二、诉讼费用由陈思蓉承担。自公告
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2022年8月1日9时在
本院小董人民法庭公开审理，请你按时到庭参加
诉讼，逾期将依法判决。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
  本院2022年4月11日刊登的黄永俊诉李德生
公告中，开庭时间应为：“定于2022年6月22日14：30
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特此更正。

云南省马关县人民法院
  本院2022年4月11日刊登的唐信局诉王光富公
告中，开庭时间应为：“定于2022年6月22日14：30在本
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特此更正。

云南省马关县人民法院
张彦明：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与
礼维海、刘士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2)辽0115
民初776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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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张彦明：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
与礼维海、刘士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2)辽
0115民初789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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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八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张彦明：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与
礼维海、刘士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2)辽
0115民初787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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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八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张彦明：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与
礼维海、刘士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2)辽
0115民初755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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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八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张彦明：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
与礼维海、刘士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2)辽
0115民初761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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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八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张彦明：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与
礼维海、刘士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2)辽0115
民初748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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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八号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张彦明：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与
礼维海、刘士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2)辽0115
民初778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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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八号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张彦明：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与
礼维海、刘士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2)辽0115
民初796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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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八号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张彦明：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与
礼维海、刘士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2)辽0115
民初771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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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八号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张彦明：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与
礼维海、刘士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2)辽0115
民初762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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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八号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张彦明：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与
礼维海、刘士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2)辽0115
民初766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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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八号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张彦明：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与
礼维海、刘士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2)辽0115
民初773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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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八号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张彦明：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与
礼维海、刘士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2)辽0115
民初759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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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八号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张彦明：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与
礼维海、刘士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2)辽0115
民初754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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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八号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张彦明：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与
礼维海、刘士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2)辽
0115民初783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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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八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关建坤：本院受理王萍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新2201民初37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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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6法庭开庭审
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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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军、郭娇、安海静、热比言木、司马义：本院受理李
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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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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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4法庭开庭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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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芳：本院受理哈密市伊州区一仑汽车租赁行诉你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新
2201民初31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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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2法
庭开庭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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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窦思杰：本院受理景元天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新2201民初24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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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3法庭开庭审
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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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新峰、洪发业、解志武、新疆万盛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张国军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新2201民初26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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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8法庭开庭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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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昭平：本院受理朱太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新2201民初31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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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法庭开庭审
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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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贞金：本院受理杨生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新2201民初3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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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法庭开庭审
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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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宏：本院受理阿不都吾甫·阿不列孜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新2201
民初38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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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3
法庭开庭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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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济龙、王海林、左水浒：原告温州宏武鞋材有限公
司与你们及崔祯洋、韩冬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302民初5817号起诉状
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30天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期限与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15日，并定于2022年8月26日10时10分在本院
藤桥人民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天津盛昌鑫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
赵广斌诉你单位支付工资劳动争议案件(津北辰
劳人仲案字2021第10103号)。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开庭通知书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22年7月29日9时
在本委仲裁庭(地址：天津市北辰区果园南道2号院
内1楼1庭)开庭审理此劳动争议案件。请准时参加
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审理。

天津市北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债权转让通知

  原债权人李偶（身份证号：132323********
0822）2015年9月25日借给孔令斌（身份证号：210204
********001X）壹拾万元整，李偶与贾卧龙2016年
3月8日已签订《债权转让与受让协议》，李偶、贾卧
龙多次通过微信、短信、邮政挂号的形式通知贵
方，但至今未予回复，现依法通过报纸公告的形
式通知贵方，以上壹拾万元及利息等权利全部转
让给贾卧龙（身份证号：130104********2415）所
有，此后该债权有贾卧龙享有并主张全部权利，
请贵方配合新债权人办理借款结清事宜。现以公告
通知的形式，再次通知债务人孔令斌债权转让情
况，债权转让通知从见报之日起视为送达。

通知人：贾卧龙、李偶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柳鹏(性别：男，母亲：毛顺，父亲：柳森林)出生于
2016年11月25日，编号Q430258268出生医学证明遗
失，声明作废。
吴芯悦(性别：女，母亲：吴娜，父亲：罗安均)出生
于2016年7月1日，编号Q430514827出生医学证明遗
失，声明作废。
向韵颍(性别：女，父亲：向文双，母亲：张翠风)出
生于2016年12月4日，编号Q430205518出生医学证
明遗失，声明作废。
向芷璇(性别：女，父亲：向文双，母亲：张翠风)出
生于2019年1月23日，编号T430124856出生医学证
明遗失，声明作废。
王雅萱(性别：女，父亲：王建国，母亲：贾慧)出生
于2015年12月30日，编号P430420145出生医学证明
遗失，声明作废。
李景漩(性别：女，父亲：李总，母亲：阳慧)出生于
2016年8月8日，编号Q430174804出生医学证明遗
失，声明作废。
吴子杭(性别：男，母亲：赵庆香，父亲：吴伟军)出
生于2016年6月15日，编号P520529442出生医学证
明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罗心妍(性别：女，父亲：罗杰，母亲：廖思美)出生
于2016年3月27日，编号T430887566出生医学证明
遗失，声明作废。
张少宣遗失警官证，证号：046347，声明作废。
傅霞于2022年6月18日不慎遗失身份证件，证号：
210203197807134028现声明作废。
史鹏方于2022年6月14日遗失户口簿一本，户号：
008695，声明作废。
王新遗失湖南省非税局(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法院)
诉讼费缴款单，金额：17318元，单号：3711300039，
声明作废。
吴攸于2022年6月19日不慎遗失身份证，证号：
640381200101100343，本人已申领新证，此证已失
效，特此声明。
王玲玉身份证遗失，证号：230123199009131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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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金霞(身份证号120113196102032444)不慎将天津
市北辰区宜兴埠镇人民政府出具的(还迁人李金
霞，拆迁顺序号为旧村3902，还迁地址为辰庆家园
1-1007，建筑面积50.27㎡)旧村改造(十街)还迁协
议书遗失，特此声明。
李丽娜，于2022年6月14日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
1102231985112423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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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朝阳，于2022年6月18日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
6328011994070300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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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房人：陈正林，身份证号522731196712212532，于2014
年3月23日订购花果园三期X区3栋1单元38层7号房，
因本人保管不善，将该套房房款收据(金额100578元，
票据号0000493313)原件遗失，现声明房款收据原件作
废，由此引起的经济纠纷及法律责任本人自行承担。
特此声明！声明人：陈正林，2022年6月21日。
个体经营者马永金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110105MA00NRN88Q，声明作废。
北京水屯陈春阳货运部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110114604441820，声明作废。
优展(北京)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07580894126K)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及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人名章、
发票专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福达嘉业科贸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16584453627C)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声明作废。
北京瑞奇蒙德酒吧(注册号：110105604627312)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
号：110105L54022638)和公章，声明作废。
北京顺达天天服装店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
册号：110105604259320，声明作废。
北京胖胖生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08MA005F3T1C)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声明作废。
北京万业兴盛贸易有限公司不慎遗失税务登记
证副本，税号：110108742613551，声明作废。
北京敏华洁雅服装店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和
公章，注册号：110102604010841，声明作废。
北京优纳在线科贸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15759645293D不慎丢失财务章，法人
人名章，声明作废。
北京迈肽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副本和公章，注册号：110108013255941，声明作废。
北京市通州区种子公司不慎遗失2019年、2020年、
2021年账簿各1本(每本包括总账、银行账、明细账)
和2019年、2020年、2021年凭证各1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12102445035P，声明作废。
北京吉元甲康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3MA04FWDF53)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声明作废。
北京吉昌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05MA01CX804R)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声明作废。
天津市蟹源水产养殖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不慎
遗 失 财 务 专 用 章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20221MA81XGXA8D，声明作废。
南京趣加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20111MA1TBDNJ28)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及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合同专用章、
发票专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漳浦鸿威建材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623MA2YQJR4XA)遗失公章，私章一枚，声
明作废。
河南金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13037751476225)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各一
枚，声明作废。
福建省藏真阁古玩文化博物馆(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52350000MJY043554D)遗失公章一枚，编码
3501210044173，声明作废。
甘肃羿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单位专用印章
一枚，编号6201035051896；遗失税务专用章一枚，
编号6201035051897，声明作废。
昆明顺程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司
公章、财务章、法人章、单位结算卡、U盾、基本存
款账户银行开户许可证，账号：153050708开户行：
民生银行昆明螺蛳湾支行，声明作废。
湘潭市岳塘区大光明文化艺术培训学校(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52430304MJJ78884XD)验资报告、2017
年成立至今的审计报告和会计凭证等财务资料
及银行注销证明已遗失，现声明作废。
福建钱隆闽晟投资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
印章编码：3501110122170，现声明作废。
深圳市三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40300672987530L，遗失珠海横琴科创中心
及珠海横琴商务服务中心一期幕墙工程项目章
各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永泰县城峰书开福利彩票销售点遗失永泰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2017年6月19日核发的食品经营许
可证副本，编号JY13501250011174，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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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江县云儒文化教育培训学校遗失公章一枚，编
码：3501220032781，声明作废。
永泰县城峰镇巴洛克酒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50125MA8UK3X49D)遗失公章一枚，编码：
35012510008401，现声明作废。
青海万年硅业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6300001202112，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青海山川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6300001201761，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北京银盾京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7D6HH76T)作废公章
一枚，特此声明。
作 废 声 明 ：北 京 红 菠 萝 家 具 店 ( 注 册 号 ：
110113604270295)作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中创金福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05MA01MWMB5G)作废财务专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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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轩祥陌宸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217898X)作废公章一
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胜博硕谷体育发展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LNP8X0)作废公章
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大爱同声残疾人艺术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2MA004QWT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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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安爱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9KJ45A)作废公章一
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嗨抖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11MA7L7M2R0N)作废发票专用
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大团圆工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163436237XU)作废公章、财务章、
法人章(李明)各一枚，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天津勇辉鸿阳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有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20221MABNXDMM3Y)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人
民币5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0万元，请有关债权
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
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凯能晶铭自动化设备(北京)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58446350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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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万元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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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投北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5306600340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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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3000万元，请有关债权债
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
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君熙投资(北京)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08MA001YTBX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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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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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鲜生(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5MA01HWDK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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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润祺(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6MA01KHC85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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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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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嘉装装饰设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530654053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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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5万元，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
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
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航康洁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8668422385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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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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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昌隆兴达货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14MA00BXPU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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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1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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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赛蒂斯科技经贸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229722683966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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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鼎越(北京)科学技术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1L8GKX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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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2000万元，请有关债
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
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北京时代亚美影视文化艺术中心(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6762951646G)经股东大会决议，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沈跃
生、秦綪，负责人：沈跃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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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嘉园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4BMDG4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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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巍、王为彬，负责人：管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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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央土(北京)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1PYGU4T)经股东决定，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程冬
玲、斯木巴提·阿布得勒汗组成，负责人：程冬玲，
请债权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湘潭市岳塘区大光明文化艺术培训学
校(52430304MJJ78884XD)经理事会2021年11月20日
决议解散，资产为零，无剩余资产，拟向登记管理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为保护本单位债权人的合法
权益，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民
办非企清算组申报债权或要求提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宾钰婷18673218116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福达嘉业科贸有限责任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6584453627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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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涛、陈霄，负责人：陈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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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万业兴盛贸易有限公司(注册
号：1101080047733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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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晓军，清算组
负责人：熊晓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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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飞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1FAT28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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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军，清算组负责人：蒋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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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