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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吴素华：本院受理原告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诉你与被告王海全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2022)辽0115民初8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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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八
号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孙忠焕：本院受理原告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诉你与被告田永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2022)辽0115民初8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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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八
号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甄焕霞、聂贵武：本院受理王振华诉你们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 )新
2201民初31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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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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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尧娟、冷振荣、张湘涛、哈密瑶顺新型环保建
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屈盛臣诉你们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新2201
民初34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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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玉鹰、金建宏：本院受理伊州区宝丰市场山城
五金建材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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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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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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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德标建设有限公司、龚从高、胡堂平、陈林、
哈密市恒安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鲁移山诉你们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 )新2201民初
32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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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哈密分公司、六石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周爱平、周凯、哈密宝农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封锁章、吴义平、陶云章：本院受理
罗海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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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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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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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福洪鑫融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新疆哈
密地区东大机电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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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2 )新2201民初30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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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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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强：本院受理王进兵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新2201民初22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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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泰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青海启
泽商贸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1)青0105民
初61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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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文才：本院受理福州三六零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青0105民初66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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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强：本院受理福州三六零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青0105民初66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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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道军：本院受理福州三六零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青0105民初66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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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莉：本院受理福州三六零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青0105民初66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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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匡义华：本院受理福州三六零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青0105民初66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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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西宁市
中级人民法院。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徐广然：本院受理福州三六零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青0105民初66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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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西宁市
中级人民法院。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吴文杰：本院受理临猗县角杯三峰果库诉你仓
储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晋0821民初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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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领视
为送达。

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
张根柱、阚风菊：本院受理临猗县卫峰果品种植
专业合作社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晋0821民初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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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领视为送达。

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
王强、束晓丽：本院受理万西胜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新2201
民初37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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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滕显凯：本院受理新疆三川物业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2)新2201民初35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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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志凤：本院受理新疆三川物业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2)新2201民初35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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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朗禾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江阴爱尔姆
真空设备有限公司与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2 )苏
0281民初5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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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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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芳良：本院受理江阴市洛豪贸易有限公司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22 )苏0281民
初478 7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须知、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
监督卡、证据副本、简转普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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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长泾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昆山豫钲纺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江阴市翔凌
针纺有限公司诉你公司、毛景刚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案号为(2022)苏0281民初4802号，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须
知、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证据副本、简
转普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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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长泾法庭第
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袁华：本院受理殷文平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须知、诚信诉
讼须知、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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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垒：本院受理邱文斌诉你定金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送达本院(2 0 2 2 )皖
1723民初316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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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安徽省青阳县人民法院
胡根深：本院受理原告史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现依法向你送达本
院(2022)皖1723民初27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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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青阳县人民法院
刘婉仪、苏钜文：本会依法受理了佛山市邦民典
当有限公司(变更前为佛山市富海典当行有限
公司)申请与你方典当纠纷仲裁案([2022]佛仲字
第5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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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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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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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喻田田、杨丽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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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青0105民初
6648号、665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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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永明：本院受理安依贤诉你装饰装修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青
0105民初680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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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寿伟：本院受理董四营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青0105民
初634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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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仕永：本院受理余志苹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青0105民
初678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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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志化：本院受理房文峰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青0105民初
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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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西宁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将发生法律效力。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申请人闫忠龙申请宣告闫忠
孝(身份号码630105198003080335)死亡一案，本
院于2021年6月9日发出寻人公告，现公告期已
满。故本院于2022年6月10日作出(2021)请0105
民特27号民事判决书，宣告被申请人闫忠孝死
亡，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曹洋：本院受理西宁城北金帅塑胶经营部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举证应诉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和举证期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王久福：本院受理西宁九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诉你加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举证应诉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六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李久云、四川成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四川成
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天骏分公司：本院受理青
海俩老挑商贸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
的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 )
青0105民初1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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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王成枚：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
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青0105民初36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3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届满后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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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吴跃红、吴伟强：本院受理西宁朝阳机电天方线
缆经销部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青0105民初1166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判
决，可在公告届满后次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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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
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徐浩：本院受理西宁青海景翔国际旅行社有限责
任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举证应诉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期和举证期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
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李艳：本院受理西宁青海景翔国际旅行社有限责
任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举证应诉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期和举证期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
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西安北国之春旅行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西宁
青海景翔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诉你公司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举证应诉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期和举证期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于宝宝(于虎)：本院受理杨会伟诉你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新2201民初2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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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河市格蕾斯蛋糕店：本委受理的雷三姐诉你
单位劳动人事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单位公告送达三劳人仲案〔2021〕715号仲裁裁
决书。限你单位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到
本委(地址：河北省三河市鼎盛东大街4号)领取
裁决书，逾期不领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
在本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
不起诉的，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三河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
河北泉进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张媛诉你
单位劳动人事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单位公告送达三劳人仲案〔2021〕748号仲裁裁
决书。限你单位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到
本委(地址：河北省三河市鼎盛东大街4号)领取
裁决书，逾期不领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
在本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
不起诉的，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三河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
三河市胜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
仇海丰诉你单位劳动人事争议一案已审理终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单 位 公 告 送 达 三 劳 人 仲 案

〔2021〕935号仲裁裁决书。限你单位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地址：河北省三河市鼎
盛东大街4号)领取裁决书，逾期不领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裁决，可在本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人
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的，本裁决书即发生
法律效力。

三河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
廊坊腾云纸制品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戴洪生
诉你单位劳动人事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三劳人仲案〔2021〕778号仲
裁裁决书。限你单位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
内到本委(地址：河北省三河市鼎盛东大街4号)
领取裁决书，逾期不领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
决，可在本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期满不起诉的，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三河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
三河市九介网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委受理
的张璨诉你单位劳动人事争议一案已审理终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单 位 公 告 送 达 三 劳 人 仲 案

〔2021〕816号仲裁裁决书。限你单位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地址：河北省三河市鼎
盛东大街4号)领取裁决书，逾期不领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裁决，可在本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人
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的，本裁决书即发生
法律效力。

三河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
三河市英迪健身服务有限公司：本委受理李宏
旭诉你单位劳动人事争议一案(三劳人仲案

〔2021〕498号)，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开庭通
知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定于2022年8月12日9时在本委仲裁庭(地址：
河北省三河市鼎盛东大街4号)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不到庭的，将依法缺席审理裁决。

三河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
廊坊金珏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王传伟诉你
单位劳动人事争议一案(三劳人仲案〔2022〕129
号)，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
为本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2022年9
月8日14时在本委仲裁庭(地址：河北省三河市鼎
盛东大街4号)开庭审理本案。逾期不到庭的，将
依法缺席审理裁决。

三河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
三河市锐胜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本委受理李俊
利诉你单位劳动人事争议一案(三劳人仲案

〔2022〕128号)，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
本。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答辩期为本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
2022年9月8日9时在本委仲裁庭(地址：河北省三
河市鼎盛东大街4号)开庭审理本案。逾期不到
庭的，将依法缺席审理裁决。

三河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
三河康普乐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本委受理
谢雨欣、孟青杰诉你单位劳动人事争议一案(三
劳人仲案〔2022〕140、141号)，现依法向你单位公
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通知书、
仲裁申请书副本。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为本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0日内，并定于2022年9月15日9时在本委仲裁庭
(地址：河北省三河市鼎盛东大街4号)开庭审理
本案。逾期不到庭的，将依法缺席审理裁决。

三河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
三河熙名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本委受理高鹏群
诉你单位劳动人事争议一案(三劳人仲案〔2022〕
78号)，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
期为本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2022
年8月18日14时50分在本委仲裁庭(地址：河北省
三河市鼎盛东大街4号)开庭审理本案。逾期不
到庭的，将依法缺席审理裁决。

三河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
河北澎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本委受理杨利刚、
杨永文、左小军诉你单位劳动人事争议一案(三
劳人仲案〔2022〕146、147、184号)，现依法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通知
书、仲裁申请书副本。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为本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0日内，并定于2022年9月19日9时在本委仲裁
庭(地址：河北省三河市鼎盛东大街4号)开庭审
理本案。逾期不到庭的，将依法缺席审理裁决。

三河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
三河市思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本委受理赵营
诉你单位劳动人事争议一案(三劳人仲案〔2022〕
167号)，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
期为本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2022
年9月20日9时在本委仲裁庭(地址：河北省三河
市鼎盛东大街4号)开庭审理本案。逾期不到庭
的，将依法缺席审理裁决。

三河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
聚源(三河)会计服务有限公司：本委受理蒋立娟
诉你单位劳动人事争议一案(三劳人仲案〔2022〕
112号)，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
期为本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2022
年9月1日9时在本委仲裁庭(地址：河北省三河市
鼎盛东大街4号)开庭审理本案。逾期不到庭的，
将依法缺席审理裁决。

三河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
三河市伍浚运输队：本委受理的张孝杰诉你单
位劳动人事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单位公告送达三劳人仲案〔2021〕686号仲裁裁决
书。限你单位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到本
委(地址：河北省三河市鼎盛东大街4号)领取裁
决书，逾期不领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
本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
起诉的，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三河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顾纪勤、王厚云：本院受理金长凤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
皖1522民初15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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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丽娜：本院受理原告倪勤霞与被告邹丽娜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205民
初1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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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宁：本院受理原告卓加琴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皖1182民
初11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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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
赵盛：本院受理原告贵州磐石高科新材有限公司诉
被告赵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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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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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洪伟：原告王安荣诉你离婚纠纷案本院已受
理。现向你公告送达(2022)皖1502民初3260号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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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书，自公告起30日
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均为公告期满15日内，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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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郭际云：原告六安市叶集区鑫兴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诉你与钱元志追偿权纠纷案已审结。现向你送达
(2022)皖1502民初16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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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台县路桥公司：本院受理你与张伟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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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七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
王艳艳：本院受理原告刘龙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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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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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
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安平县人民法院
衡水艺盛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李
晨诉被上诉人衡水市桃城区欣宁陶瓷店、原审被
告郭强及你衡水艺盛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2)冀11民终68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周永力、杨柳：本院受理原告王得永与你们房屋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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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秀霞：本院受理安徽寿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杨会周、田秀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2022)皖0422民初2043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并定于2022年8月8日下午3时在本院第四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吴程贤：本院受理上诉人袁伟庆与被上诉人周红梅
及原被上诉人吴程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苏11民终
126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天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杜训勇：本院受理程长燕与你、程涛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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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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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
王双双：原告阜阳绿地置业有限公司与被告王双双
追偿权纠纷(2022)皖1202民初1820号一案，原告阜阳绿
地置业有限公司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
还扣划款46520.98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扣划之日起计算至
全部还清之日止)；2、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因与你无
法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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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王洪江：本院受理郭忠臣诉你劳动争议、梁正保诉你
劳动争议、齐明生诉你劳动争议、丛日锋诉你劳动
争议纠纷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辽1422民初226号、227号、228号、229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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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建昌县人民法院
苌彬江：本院受理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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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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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艳玲：本院受理原告马景宝诉被告你离婚纠纷
(2021)辽0304民初5693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
王桂芳：本院受理原告赵秀芬诉被告你房屋买
卖合同纠纷(2022)辽0304民初950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限
期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
无锡灵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王志革诉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裁定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
的期限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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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无锡市
锡山区华夏中路6号)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2430号 张健东：本院受理原
告刘国伟诉被告张健东股权转让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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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8
时4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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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浙0108民初2305号 何灿锋：本院受理原
告连秋菊诉被告何灿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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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9时2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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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梅：本院受理的(2022)川1322民初2185号原告佛山市
宜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营山分公司与你物业服务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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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等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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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
内，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至开庭之日。本
案于2022年8月4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2022)浙0382民初3522号 吴光林：本院受理原告陈章
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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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0382民初352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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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万雷、白秀华：本院受理朝阳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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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1321民初34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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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朝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朝阳县人民法院
马立军、林乐岩、董艳君、李志勇：本院受理原告朝阳
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辽1321民初590
号的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
状副本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羊山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朝阳县人民法院
穆香艳、邸万喜：本院受理原告朝阳县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辽1321民初795号的开
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
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
第3日上午9时2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羊山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朝阳县人民法院
何铭喆、芦俊兰、朱俊峰：本院受理原告朝阳县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辽1321民初1080号的开庭
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等，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
后第3日上午9时4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羊山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朝阳县人民法院
田秀和、郭文青、杜雨林、袁斌斌、孙凤辉、王文丽：本
院受理原告朝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辽
1321民初1275号的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起诉状副本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羊山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朝阳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催5号之四 申请人瑞安市亿顺经济信
息咨询有限公司因遗失持有的银行汇票一份，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
告。该汇票号码31300051 46650668、金额2万元、出
票人浙江锦地钢铁有限公司、收款人宁波道禾钢铁
有限公司、付款行临商银行宁波北仑支行、出票日期
2021年6月28日、汇票到期日2021年12月28日。自公告之
日起60天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
人申报，本院将依法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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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滦平北山大酒店有限公司、第三人周德祥：本委已受
理武向华等5人诉滦平北山大酒店有限公司劳动争
议案(滦劳人仲案字[2022]84至88号)，周德祥为本案第
三人，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应诉通
知及开庭通知等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
为送达。公告期满后10日内提交答辩书。本委定于2022
年8月12日上午9时在本委劳动争议仲裁庭开庭审理
(地址：河北省滦平县北山新区人社局2楼)，请准时参
加庭审，否则将依法缺席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
闭庭后10日内，逾期不领取视为送达。

滦平县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
甘肃中洲节能环保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王文
鹏诉你单位要求支付经济补偿等劳动争议案，现依
法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开庭通知书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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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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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述德：本院受理原告邹西方诉你劳务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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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2322民初2262号 江兴桥、徐林翠：本院

受理的原告江永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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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10

时00分(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潘家庄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2022)苏1323民初177号 汪习军、戴胜兰：本院受

理原告刘加荣与你们、葛绍军的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1323

民初1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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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2)苏0311民初989号 徐州上实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马相波：关于原告王鹏智与被告徐州上实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马相波、第三人冯禹豪房屋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2)苏0311民初9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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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0903民初3354号 李贞云、邓国珍：本院受

理原告遂宁市北兴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李

贞云、邓国珍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

判令：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物业服务费

4123元，并承担违约1057元，合计5180元。2、本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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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豫0402民初5734号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坑口电厂：本院受理原告张金

朝诉你与其他四被告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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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时30分(遇法定假日

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82民初336号 昆山贝茵迪儿童用品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20583MA1N9UXA21)、张来宾(身份证号码：

410112196704130079)：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乍浦塑料

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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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达本院(2022)浙0482民初336号判决书。限你们

自公告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次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253号 青海圣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原告青海省湟供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德

令哈分公司与被告徐跃红、青海圣果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判令两

被告给付原告农药、肥料款56420元。2、判令两被

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材

料，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0日，逾

期视为放弃答辩及举证权利，本案将定于2022

年8月4日14时10分在本院4号审判庭开庭审理，

由审判员吕华杰一人独任审理，逾期不到庭，本

院将依法作缺席判决。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皖1021民初1225号 吕敏莉：本院受理的原

告郑志向与被告吕敏莉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皖1021民初

122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原告郑志向与被告吕敏

莉离婚。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民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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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黄山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上述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歙县人民法院

(2022)黔2322民初548号 余恒：本院受理顾文权与

余恒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22)黔2322民

初548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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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贵州省黔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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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2022)黔2322民初1348号 秦义：本院受理的原告

严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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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2322民初1348号民

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届满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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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

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

律效力。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2022)黔2322民初1499号 湖北康海汽车制造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自敏、李伟、李路荣、陈木

芬与被告湖北康海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曲靖墨赛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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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满后的三十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10时

00分(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潘家庄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2022)川0903民初3733号 龙毛毛：本院受理原告

汪坤与被告龙毛毛租赁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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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龙毛毛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汪坤租金60000元。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650元，被告龙毛毛负担。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2)苏1283民初576号 周园：本院受理原告泰兴

市新能源昌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周园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 )苏1283民初5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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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薛正龙：本院受理原告陈丽丽与被告薛正龙离婚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须

知、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告知

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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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整(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4400号 王新(住江西省景德镇市

黄泥头东区公路段2 栋4 号 ，公民身份号码：

360722197211061437)；田苏球(住浙江省杭州市临安

区太阳镇登村村7组登村136号，公民身份号码：

330124193806212624)：本院受理原告程春兰、程春

苗与被告王有印、程旺宁、王春红、王新、田苏球、

李亚奋、谢彤、程杰睿继承纠纷一案已审结，因适

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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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由被告王有

印、程旺宁、李亚奋、谢彤、程杰睿于判决生效后

三日内支付原告程春兰款项人民币38959.75元；

二、由被告王有印、程旺宁、李亚奋、谢彤、程杰睿

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支付原告程春苗款项人民

币38959 . 7 5元。三、驳回原告程春兰、程春苗的

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王有印、程旺宁、李亚

奋、谢彤、程杰睿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

钱给付义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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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0元，由

原告程春兰、程春苗负担16552元，由被告王有印、

程旺宁、李亚奋、谢彤、程杰睿负担1748元；公告费

1562元，由被告王有印、程旺宁、李亚奋、谢彤、程

杰睿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

院507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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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向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另

2022年6月7日原告程春兰、程春苗向本院提起上

诉，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上诉人的上诉请求：1、请

求撤销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21)浙

0784民初4400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2、本案

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82民初623号 李林华(身份证号码：

33048219640723001X)：本院受理原告平湖汇金特种

合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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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达本院(2022)浙0482民初623号判决书。限你自

公告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次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

刘爱军：本院受理原告郭葱葱诉被告刘爱军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21)豫0402民初4331号民事判决书。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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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2021)豫0402民初2569号 孙明慧：本院受理原告

平顶山市儒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马治

铧、孙明慧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豫0402民初25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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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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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力、冯寿顶;安康市冠品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刘鸿昌：本院受理原告李誉猛、原告寇青明分别诉
你们买卖合同纠纷共两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须知及开庭传票
等相关诉讼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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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上午10时(如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五里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人民法院
平国际：本院受理陈哲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变更诉讼请求申请
书、开庭传票、应诉(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答辩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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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孙家俊：本院受理江苏丰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举证)通知书、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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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泊头市嘉德食品贸易有限公司、李国重：原告兰陵
县旭升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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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材料副本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
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林飞：原告卜飞飞与你餐饮服务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
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三日10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
仲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刘涛：本院受理山东兰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向你公告送达(2022)鲁1324民初1080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车辋法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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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山东
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谢松、张志强：原告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廊
坊中心支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22)冀1024民初13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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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启明：原告王礼斌诉你合伙合同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冀1024民初8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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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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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天宇：原告季亦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402民初1400号
民事判决书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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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葛传国：原告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政府新嘉街道
办事处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2022)浙0402
民初2845号，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
据、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传票等。自公
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在本院
南湖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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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向荣、贾飞：原告浙江凝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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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顺延)在本院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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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兴兰：原告嘉兴金格置业有限公司诉你商品房销
售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402民
初18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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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竹林、田宗群：原告卢福平诉你加工合同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402民初2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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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德华：原告张华国诉你劳务合同纠纷(2022)川
0311民初1178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
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
送达后15日。定于2022年8月9日19时30分在永安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缺席裁判。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
张锡洋、张记、赵玉勤：我院受理肖涵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对申请人肖涵的护理期、
误工期进行鉴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司法鉴定
通知书，望你们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司
法技术鉴定室选择鉴定机构，逾期视为放弃自
己的权利，我室将在你方缺席情况下依法确定
鉴定机构，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你方承担。我
院将委托相关机构进行鉴定。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
李红：原告高玮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
你公告送达(2022)川0311民初4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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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判决，可在送达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
潘莹莹、郑国立、李新章、董红艳：原告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周口市分公司诉你财产
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
可在送达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
河南江城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原告宁建同诉你劳务
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2022)豫1602民初
189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如
不服判决，可在送达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
唐威威：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
市分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及举证通知书等。自公告之
日起3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送达后15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法定假日顺延)在北
郊法庭开庭审理，逾期缺席裁判。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
李鹏：原告河南省嘉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诉你
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
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送达后15日。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9时(法定假日顺延)在北郊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缺席裁判。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
董正虎：原告曾少磊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及举证通知书等。自公告
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送达后
15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法定假日顺延)在
北郊法庭开庭审理，逾期缺席裁判。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
杨丽云、杨红星：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作出的
(2012)川民初字第4173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
法律效力，申请执行人丁月华已向本院申请强
制执行，本院依法立案执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4)川执字第00264号查封公告，公告本院
依法对被执行人杨丽云名下位于漯阜铁路有限
责任公司家属院A区4号楼9楼909室，面积89.86
平方米的房屋予以查封，查封期间，未经本院同
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该查封财产有转移、
隐匿、损毁、变卖、抵押、典当、设置他项权利等
处分行为。否则，本院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本公
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视为送达。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
钟针聪：原告张文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2)川0311民初538号民事判
决书：一、被告钟针聪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
原告张文涛借款3000元；二、驳回原告张文涛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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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元，由被告钟针聪负担50元，原
告张文涛负担160元。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
马小锋：本院受理鲁俊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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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4号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人民法院
潘贺明、李小玉：本院受理秦忠堂与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结。本院作出(2022)新4202民初71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塔城地区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人民法院
王怀智：本院受理李昊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结。本院作出(2021)新4202民初2345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塔城地区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人民法院
冉利：本院受理黄为诉冉利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新4202民初987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塔城
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保定市敏旺商贸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申请人保定中
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你之间的合同纠纷一案
(【2022】保裁字第66号)，现依法向你送达仲裁通
知书(二)、仲裁申请书及证据副本、仲裁规则、仲
裁员名册、仲裁费用表、选定仲裁员通知书，自
公告起经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举证、
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0日内。
答辩期满后本案将组庭并于2022年8月16日9时
在本会第二仲裁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决。

保定仲裁委员会

公 告

  王麟(身份证号：110108********3119)与本
人于2021年6月18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本人
将所有的房屋一套出租给王麟。2021年7月18日，王
麟因病去世，其遗留在屋内的物品无人清理。后经
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判决认定王麟法定继承人
放弃对王麟遗留物品的继承。2022年4月27日，经四
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公证，本人将王麟遗留在屋
内的物品进行了清理。现本人对王麟遗留物品发
布公告，请相关权利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一
年内，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与王麟身份关系证
明与联系人张曦文(联系电话：18683717198)联系
认领处理。逾期无人认领的，本人将自行处理。
  特此公告！

熊晓涛
2022年6月22日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简爵(性别：男，母亲：王园园，父亲：简绿华)出生
于2012年4月5日，编号L430628556出生医学证明遗
失，声明作废。
周祥瑞(母亲：赵金霞，父亲：周玉春)遗失湖南省
出生证明，编号：O430436493，声明作废。
李嘉耀(性别：男，母亲：刘珊，父亲：李江涛)出生
于2015年11月29日，编号P430970662出生医学证明
遗失，声明作废。
邹思睿(性别：男，母亲：付凤，父亲：邹细昌)出生
于2020年12月29日，编号U430138831出生医学证明
遗失，声明作废。
彭君豪(性别：男，父亲：彭迎东，母亲：胡雅勤)出
生于2017年10月6日，编号R430045537出生医学证
明遗失，声明作废。
彭梦瑶(性别：女，父亲：彭迎东，母亲：胡雅勤)出
生于2015年12月26日)编号P430604025出生医学证
明遗失，声明作废。
刘书淇(性别：女，父亲：刘志堂，母亲：翟传梅)出
生于2009年3月3日，编号J410221191出生医学证明
遗失，声明作废。
康可可(性别：女，父亲：康霄，母亲：杨娇)出生于
2016年1月22日，编号P431003284出生医学证明遗
失，声明作废。
黄湘琳(性别：女，父亲：黄光辉，母亲：黄兴艳)出
生于2015年1月21日，编号O430466440出生医学证
明遗失，声明作废。
楼建毕遗失警官证，证号：001595，声明作废。
蔡朋芬遗失不动产权证，证号：黔(2022)湄潭县不
动产权第0021066号，坐落：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
湄江街道浙大南路，面积：137.1㎡，特此声明。
陈慧鸽2022年6月19日遗失第二代身份证(身份证号：
132201199501166025)，对冒用本人身份证引发的法律
责任或经济损失本人一概不负责，特此声明！
姜晓凤遗失贵联置业开具的时代龙城1-1-10-2购
房收据一张，日期：20 2 0年5月6日，收据编号
2454421，金额：235070元，声明作废。
唐绪晨于2018年遗失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水阳镇
办理的身份证，身份证号：342501199909087211，特
此声明作废。
武越于2022年06月14日不慎遗失身份证，证号：
110108199411080061，本人已申领新证，此证已失
效，特此声明。
曹聪遗失长春汽车城万达广场投资有限公司开具
的契税收据，收据号：00035787，金额14701，声明作废。
本 人 李 广 才 不 慎 遗 失 身 份 证 ，证 号
220104196605202633，声明作废。自登报之日起不承
担被人冒用而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韦艳丽律师
执业证遗失，证号:13101201311645282,声明作废
君安财富(北京)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8318151431A)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北京凯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 正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125858060094，声明作废。
优企邦(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05MA01T59X7M)不慎遗失两份收购合
同(合同编号：S8-2022038，22055067)，声明作废。
北京集境空间设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302MA01N2U18C)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声明作废。
北京臻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慎将企业境外投
资 证 书 遗 失 ，证 书 编 号 ：境 外 投 资 证 第
N1100201601267.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中教和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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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1110101799989234W，声明作废。
北京华美永佳地毯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110106011732900，并作废公章、财务章
各一枚，声明作废。
北京古韵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17MA04CMEJ0C)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声明作废。
意点不凡(北京)视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注册
号：110108010735303)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 税 号 ：
110108671740421)和公章，声明作废。
北京阿益形象设计有限公司百旺分公司不慎遗
失卫生许可证，许可证编号：海卫环监字(2018)第
61238号，声明作废。
北京中汇商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6MA020HE717，声明作废。
北京恩赐天彬美容美发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卫
生许可证，许可证编号：丰卫环监字(2 0 1 9 )第
0724号，声明作废。
北京嘉途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不慎将旅行社业
务经营许可证正、副本遗失，许可证编号：L—
BJ—CJ00399.声明作废。
北京四方汇通物流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财务专用
章 、法 人 人 名 章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2293443454755，声明作废。
北京鸿运飞鸣商贸有限公司不慎遗失食品经
营 许 可 证 正 、副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11105443073971，声明作废。
北京鑫源盛世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8MA01XDUJX1)不慎遗失营业
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北京鸿喜族明翠美容中心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注册号：110102604111860，声明作废。
北京市长安牡丹旅社 (注册号：1101021073911)
不慎遗失税务登记证(税号：110102101354932 )
正、副本和组织机构代码证(代码号：10135493-
2)正、副本，声明作废。
北京仁杰空间设计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110105013493456，声明作废。
北 京 市 长 安 牡 丹 旅 社 一 分 社 ( 注 册 号 ：
110106001159468 )不慎遗失税务登记证(税号：
110106802152225)正、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代码
号：80215222-5)正、副本和公章，声明作废。
天津西青区友福海产品批发门市部，遗失食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核发日期：2020.9.12，许可证编号：
JY11200110182998声明作废。
河南秋而非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失中华人
民共和国电信网码号资源使用证书，证书编号：
号[2020]00220-A02，特此声明作废。
河南秋而非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失中华人
民共和国电信网码号资源使用证书，证书编号：
号[2019]01729-A01，特此声明作废。
福州龙华保安器材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一
枚，现声明作废。
新宾满族自治县榆树乡世成电子科技服务处遗
失咨询服务业发票1张，发票代码：021001900104，
发票号：33224861，声明作废。
莎车县春露红嘴雁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遗失公
章和财务专用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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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6038808824；财务专用章一枚，编号：5209001005148；
合同专用章一枚，编号：5209001005150；发票专用章一
枚，编号：5209001005149；声明作废。
盘锦亿和塑胶有限公司遗失增值税专用发票，代
码：2100221130，号码：00328886，声明作废。
福 州 顺 华 进 出 口 有 限 公 司 遗 失 公 章 ( 编 码
3501030030385 ) ;另遗失无编码公章、财务章各
一枚，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北京四方汇通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2293443454755)作废财务专
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中房耐克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746147949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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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佑益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06787770569C)作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鸣春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304MA01J5Q27W)作废公章一枚，
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恒德信诚计算机配件经营部(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110108L75388612D)作废公章一
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海霖(北京)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GUCL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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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银森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102116151J)作废发票专用
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中教和平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1799989234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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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废声明：北京金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7MA001CU49K)作废公章一枚，
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华信保洁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5789997740Y)作废公章一枚，特
此声明。
作废声明：中财吉优(北京)教育科技研究院(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098262884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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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凯名万涛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12306647114B)作废公章、财务专
用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法人人名章各一
枚，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北京飞凡建筑装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14MA01F38B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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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万
元人民币减少至40万元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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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怀宇神话进出口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19MA020WE56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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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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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华京达(北京)燃气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571286591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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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万
元，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司减资公告见报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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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翔达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08597685793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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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0万元，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司
减资公告见报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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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坤万载(北京)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8723570218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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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腾时尚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905135612X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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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天然(北京)食品管理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CRTM1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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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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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坤万载(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22856946927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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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2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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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紫鸿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5571220437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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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2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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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易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634841890XY)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原注册资本50万元
人民币减少至20万元人民币，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
司减资公告见报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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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美永佳地毯有限公司(注册号
110106011732900)经公司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隽同强；清算组
负责人：隽同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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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恒天经纬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20116320512144D申请注销，敬告
债权债务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
理清算事宜，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北京觅来云端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5MA019UD1XY)经股东决定拟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负责人：李勇，清
算组成员：北京九洲科瑞科技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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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鹏大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11729MA480GLP3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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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吊销转注销公告：意点不凡(北京)视觉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注册号：1101080107353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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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淑民、杨晰雅，清算组负责人：梁淑
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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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艺萌静妍文化艺术有限责
任公司(注册号：1101140117024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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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海军、魏静，清算组负责人：闫海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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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公告：北京东郊四惠
桥 忠 东 建 材 经 销 部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110105L09164370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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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辅汇
(北京)建材销售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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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忠东，2022年6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