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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毕海波：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
与被告张海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2)辽
0115民初9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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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八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
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毕海波：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
与被告张海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2)辽
0115民初9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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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八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
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毕海波：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
与被告张海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2)辽
0115民初9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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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八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
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刘云杰：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
你与被告范书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2)
辽0115民初8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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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八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
缺席判决。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刘云杰：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
你与被告范书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2)
辽0115民初9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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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八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则
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刘云杰：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
与被告范书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2 )辽
0115民初9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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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八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
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刘云杰：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
你与被告范书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2)
辽0115民初9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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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八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则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张兆欣、伊州区天山北路塑美健身俱乐部：本院
受理哈密市丰盛市场新谊装饰材料店诉你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新2201
民初290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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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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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林：本院受理仝太强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新2201民初36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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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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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雪连：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密市
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新2201民初45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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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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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峰：本院受理李远明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黔2324民
初5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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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李先军：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
及胡东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 2 )辽011 5民初990号起诉状副
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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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九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二楼第八号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钱波：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2)辽0115民初971号起诉状副本、应诉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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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九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二楼第八号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吴畏：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及
王亮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22)辽0115民初967号起诉状副本、应
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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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九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二楼第八号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于长春、于长成：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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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5民初957号起诉状副
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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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九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二楼第八号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姚庆彬：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辽0115民初950号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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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九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二楼第八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费鹏飞：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辽0115民初946号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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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九时(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二楼第八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于长龙、于长军：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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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5民初924号起诉状副本、
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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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九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二楼第八号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丁向军：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辽0115民初939号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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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九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二楼第八号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肇瑞：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
及张贵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2)辽0115民初808号起诉状副本、
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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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九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二楼第八号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肇瑞：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及
张树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2)辽0115民初811号起诉状副本、应诉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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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九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二楼第八号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肇瑞：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及
张树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2)辽0115民初907号起诉状副本、应诉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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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九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二楼第八号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肇瑞、杨国辉：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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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5民初947号起诉状副
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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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九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二楼第八号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肇瑞、杨国辉：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 2 )辽011 5民初838号起诉状副
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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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九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二楼第八号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2019)津0113破2号之五 申请人：天津理工产业股
份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2022年6月22日，天津理
工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向本院提出申
请，称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全部分配完毕，并通
过清算终结审计，请求本院终结破产清算程序。
本院认为，天津理工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被依法宣
告破产后，申请人依法进行了清算。天津理工产
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已经按照《天津理工产
业股份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的规定执行完毕，最后分配已完结。经天津
倚天会计师事务所作出的破产终结审计报告，
清算财务收支也符合企业破产清算有关规定，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
规定，裁定如下：终结天津理工产业股份有限公
司破产程序。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
牛政、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哈密市
分公司：本院受理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卢龙支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新2201民初30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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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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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晶：本院受理运城盛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
你、吉十保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2)晋0821民初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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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
史锦栋、王秋姐：本院受理陈春洪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
举证及应诉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THI HANH NGUYEN：本院受理吴开亮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案号为(2022)冀0923民初823号，已审理终结，现向你
公告送达本案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原告吴开亮与
被告THI HANH NGUYEN离婚。刊登之日即为公告
之日，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上诉期为公告期满15日内，如不服本判决
可以在上诉期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沧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东光县人民法院
王艳艳：本院受理原告李丹丹与被告王艳艳民间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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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应
诉须知、廉政监督卡及审判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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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淑荣：本院受理原告张健诉被告张淑荣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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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岫岩
法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岫岩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赵显飞：本院受理原告七星关区路桥矿山设备经营
部诉被告赵显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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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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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节贝通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昭胜
诉被告毕节贝通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杨大军、张利荣
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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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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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龙：原告李星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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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2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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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缪振箭、杜宇虹：原告倪靖超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皖0705民初
8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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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金保：原告张凯、周吉兰诉你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铜陵分行房屋买卖合同的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皖0705民初2738号案件
的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送达
地址确认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转换
程序通知书等。自公告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
辩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包贵：本院受理东风汽车财务有限公司诉包贵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2022)皖0422民初22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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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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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上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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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梓焱：原告梁维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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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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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祥：原告苗爱玲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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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云鸽：原告焦彦利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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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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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家庄市蓝澳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原告河北
富瑞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诉你服务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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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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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邢忠义：原告张通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0105民初89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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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学友：本院受理原告阜阳颍淮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清河支行与被告张学友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皖
1202民初100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张学友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阜阳颍淮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河支行借款本金10万元
及利息(自2018年11月13日起按年利率7.395%计算至
2019年11月12日止)、罚息(自2019年11月13日起按年利率
11.0925%计算至款清之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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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0元，公告费(凭票
支付)，由被告张学友负担。本费用缴纳义务应在
本裁判文书生效后10日内主动履行，逾期不缴纳
由本院强制执行。自本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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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在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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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仁财：本院受理你与杨大会、安徽启晨置业有限公
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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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3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七审判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
赵静：本院受理原告王守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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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工业园区人民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
袁翠平、张贺峰：本院受理原告王守文诉你二人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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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第3日上午10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工
业园区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
王晓晖：原告王世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案本院已
受理。现向你公告送达(2022)皖1502民初35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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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里刚：本院受理王长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皖1182民初14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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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滁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
(2022)浙0382民初5657号 张勇：本院受理王进晓
与被告张勇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们公告送
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天视为送达，答辩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本案定于2022年08
月18日09时00分在本院虹桥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
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2)浙0382民初5647号 上海数昕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温州市旺辉贸易有限公司与被
告上海数昕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柯于浪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天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
本案定于2022年08月18日09时30分在本院虹桥法庭
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2)浙0382民初90号 杨胜凡、秦利君：本院受理
原告乐清市吉泰鞋材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
浙0382民初90号民事判决书及缴费通知书。自本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缴费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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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82民初1651号 张素坤：本院受理原告
赵吉萍诉张赶潮、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382民初
1651号民事判决书及缴费通知书。自本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缴费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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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泉寿：本院受理原告戴建新、戴霞萍、戴建萍诉
你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21)苏0205民初7023号民事判决书、(2021)苏
0205民初7023号之二民事裁定书，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无锡智航新能源动力有限公司、陶为兰、余珍千、陈
保国：本院受理原告锡山区铭燕车辆配件厂与你们、
江苏林芝山阳集团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205民初6872号民
事判决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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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智航新能源动力有限公司、陶为兰、余珍千、陈
保国：本院受理原告无锡市晨熙车辆配件厂与你
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苏0205民初6871号民事判决书。请你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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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欧派铂晶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原告南充市
顺庆区福生装饰材料经营部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川1303民初1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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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南充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法院
南充市高坪区星美影院管理有限公司：原告邓青春
与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
送达(2022)川1303民初12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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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法院
冯月广：本院受理的刘巧锦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冀1182民初10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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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北省衡
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深州市人民法院
甘肃德海商贸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柳珊
珊、李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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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兆龙、长春广泰运输有限公司、刘雪东：本院受
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
分公司诉被告陈兆龙、长春广泰运输有限公司、
德惠市吉盛运输有限公司、刘雪东保险人代位求
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吉0192民初165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
为：“一、被告刘雪东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
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
公司保险代位理赔款59，202.00元；二、驳回原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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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80.00元，公告费
520.00元，由被告刘雪东承担。”自公告之日起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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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马品良：本院受理原告吾拉音·吐尔地诉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
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权利义务须知、举证通
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
后的第三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准时开
庭，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硕县人民法院
(2021)苏1283民初9944号 田凯歌：本院受理原告
蔡红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 苏1283民初99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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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文强：本院受理的原告马永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新
2828民初3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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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斌强、伽丽丽：本院受理的原告王西学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新2828民初3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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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海生：本院受理魏华与刘海生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
政监督卡、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时间为公告届满后15日内，举
证期限为答辩期届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公告
期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如你逾期未到庭，且无正
当理由，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马志勇：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徐州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311民初11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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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楚楚：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徐州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311民初11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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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新龙：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徐州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311民初11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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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金芳：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徐州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311民初11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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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允金：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徐州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311民初11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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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1号 李书影：本院受理原告
徐州市华辰丽景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李书影
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311民初1851
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与被
告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被告协助办理华
辰丽景小区5号楼3-104室房产网签登记备案注销
手续。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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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
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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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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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法庭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李艳丽：本院受理张超产、方瑞芝诉你、刘敬贞追偿
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321民初2736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向本院申请
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本裁定的执行。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訾兆丰：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丰县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2)苏0321民初15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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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段新友：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丰县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2)苏0321民初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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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史志壮：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丰县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2)苏0321民初14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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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胥敬云：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徐州市分公司诉你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321民初6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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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徐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付琴娟：本院受理刘宗方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321民初1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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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徐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谢春茹：本院受理孙新新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321民初2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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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徐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张俊侠：本院受理张飘、张明珠、张天策、张礼威
诉你抚养费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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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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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十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李登英：本院受理师以文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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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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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八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路明放、王淑华：本院受理原审原告周焕涛诉原
审被告路新权、你们民间借贷纠纷再审一案已审
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苏0321民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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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徐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355号 浙江神秘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常熟广悦科技有限公司、朱秀芹：本院对原告广
州市闪肤化妆品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神秘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常熟广悦科技有限公司、朱秀芹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
判决书【案号：(2022)浙0108民初355号】。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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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189号 浙江神秘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常熟广悦科技有限公司、朱秀芹：本院对原告
广州佰花方化妆品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神秘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常熟广悦科技有限公司、朱秀芹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
事判决书【案号：(2022)浙0108民初189号】。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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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陈本红：原告姚庆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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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挺：原告孙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2)浙0402民初23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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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千里管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常州市武进
区社会保障服务中心诉你方追偿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412民初2783号民事判
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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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2年5月31日刊登的原告为“戴春
花”的公告中，被送达人“许玉霞”应更正为“许玉
碧”。特此公告。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
麻浩然、张文博：关于吉车出行(吉林)科技有限公
司与麻浩然、张文博、厦门闵信车服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长春分公司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长春
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拟对车牌号为吉
AC7H53宝马轿车(车型：宝马BMW7200QL，车架
号：LBV8W3101HMH26262)的车辆损失及维修时
长(鉴定基准日：2021年8月3日)进行司法鉴定，现
向你们公告送达选择鉴定机构通知及领取鉴定
意见书的时间，此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次日起第五日(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9时到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长春市创业大街28 0 0 号，2 0 6室，联系电话：
82024869)选取鉴定机构;请于选定鉴定机构次日
起第38日9时到本院司法辅助办公室领取鉴定意
见书，逾期视为送达。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四川荣洲恒峰劳务工程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申
请人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与你之间的合同
纠纷一案（【2022】保裁字第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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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答辩期
满后本案将组庭并于2022年8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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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神诉法律咨询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申请人李运
青、刘烨、张广林、赵建立、常士蕾与你（单位）之间
的合同纠纷（【2022】保裁字第10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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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
答辩期满后本案将组庭并于2022年8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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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唯胜装配式房屋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理魏芳
与你司劳动争议案(澄劳人仲案字〔2022〕第49号)，
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和证据副本、
应诉及开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
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并定于2022年8月18日15时在澄
迈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五楼仲裁庭开庭审理
此案。如不按时出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请庭后
30日内到本委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澄迈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易栋(性别：男，父亲：易刚，母亲：周燕)出生于2008
年11月4日，编号M430116338出生医学证明遗失，
声明作废。
蒋宛初(父：蒋国敬，母：李文秀)遗失出生医学证
明，出生证编号：V110130076，声明作废。
曹贝羽(母亲：马庆莉，父亲：曹仁军)遗失湖南省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430450784，声明作废。
林晓彤(性别：女，母亲：曹觉芝，父亲：林元照)出
生于2015年11月14日，编号T430435607出生医学证
明遗失，声明作废。
欧紫仁(身份证号43108119980813****)不慎遗失
护士执业证书，护士证号：201843013885，执业单
位：资兴市第一人民医院，声明作废。
黄珺奕(性别：女，母亲：黎海绒，父亲：黄红军)出
生于2017年12月22日，编号R430400802出生医学证
明遗失，声明作废。
凌亮靓(性别：女，母亲：刘端乐，父亲：凌燎凯)出
生于2009年4月24日，编号I430762135出生医学证明
遗失，声明作废。
杨晓钰(性别：女，母亲：何亚军，父亲：杨辉)出生
于2016年1月31日，编号P431000998出生医学证明
遗失，声明作废。
李思瑶(性别：女，父亲：李文健，母亲：张琪)出生
于2016年3月16日，编号P430944761出生医学证明
遗失，声明作废。
侯旭(性别：男，父亲：侯周松，母亲：朱裕婷)出生
于2020年7月1日，编号T431064886出生医学证明遗
失，声明作废。
父亲张宏斌与母亲巩红英遗儿子张凯出生医学
证明，编号：O620354728，声明作废。
父亲马年福母亲赵翠华遗失女儿马艺可出生医
学证明，编号T430324063，声明作废。
陈佩珍不慎遗失收据一张，号码0022876，金额：
20000元，声明作废。
郭滢镖遗失祥生铂悦湾负一层638号、639号车位
的收款收据壹张，收据编号：1830900，金额：323000
元，声明作废。
吕健遗失江苏医药职业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就业
协议书，编号2022902434152，现声明作废。
蔡天昊身份证遗失，证号：210211199910288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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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蕴譞于20 2 2年6月1 8日遗失身份证，证号：
500234200102225243，声明作废。
北京瑞成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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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10113MA01J5BH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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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吉祥妙涵商贸中心不慎将营业执照正、副本
遗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110105MA01B28N2C，
特此声明作废。
兴慧叶(北京)商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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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1110114076641146J，声明作废。
北 京 吉 庆 瑞 智 五 金 建 材 商 店 ( 注 册 号 ：
110115604007853)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作废
公章一枚，税控盘，声明作废。
北京和诚博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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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1110115MA04BY0P87，声明作废。
北京市四合庄兴鹏投资管理中心饮用水厂(注册
号：110106011485142)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及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110106682867532)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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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奥盛天华科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6675063384M)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作废公章一枚，税控盘，声明作废。
北 京 市 雄 兴 达 五 金 交 电 销 售 部 ( 注 册 号 ：
110105600766981)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范小庆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110105604378737，声明作废。
北京晨瑞家政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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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1110113MA01X8EY7J，声明作废。
北京绿知都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6MA008WK13U)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副本，声明作废。
北 京 海 杰 发 计 算 机 软 件 销 售 部 ( 注 册 号 ：
11022130370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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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金讯通商贸有限公司经销部不慎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和公章，注册号：1101051683848，声
明作废。
北京缘来似你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0979426501)不慎遗失合同专用章、发票专
用章，声明作废。
北京呗呗嗨食品中心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副本，许可证编号：JY11105141395923，声明作废。
北 京 百 年 利 添 投 资 咨 询 有 限 公 司 ( 注 册 号：
1100002397674)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
章、合同专用章、人名章、发票专用章、财务专用
章各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冉贝塔(北京)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 副 本（ 2 - 2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12MA01D3A00Q，声明作废。
天津河西区星空之下商务会展服务经营部(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120103MA0784MH7E)不慎遗失
公章，声明作废。
天津富通碧海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2223286094347)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
章(于辰)各一枚，声明作废。
上海悦亿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天津第四分公
司 不 慎 遗 失 公 章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20116MA07E73R9Q，声明作废。
林禹遗失绍兴永恒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坐落于
恒大珺睿府21-904购房发票，金额706414元，号码
01486360，声明作废。
广西泽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平果分公司开具
给陆荣安的平果凯誉国际6-1005房定金收据(编
号：1153671，金额：20000)遗失，声明作废。
广西泽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平果分公司开具给
陆荣安、王娇娇的平果凯誉国际6-1005号房房款收
据(编号：1171310，金额：185000)遗失，声明作废。
襄城县鸿安新车接送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11025MA3XETJW02)遗失财务专用章
一枚，编码4110250014317，声明作废。
河南盛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 0 9 0 0MA9H1BH453 )遗失公章一枚，编码
4109020235276，声明作废。
驻马店豫食安商贸有限公司公章4128030080721、财务
章4128030080722、合同章4128030080725、马喜的法人章
4128030080723、发票章4128030080724，遗失作废。
我公司(随州触手互娱科技有限公司)现决定注销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经营许可证编号为鄂
B2-20190332。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大地信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1E5MN6X)作废公章
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美钿建筑装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11MA04GJC14E)作废合同专用
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固守税易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53067895858)作废合同专用章、
发票专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国富金程财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H4PT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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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瑞达荣发工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2287629731085)作废公章一枚，特
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贺希格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53272571745)作废发票专用章一
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晨瑞家政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13MA01X8EY7J)作废公章、财务专用
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加眼力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17MA7L33BH2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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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慧叶(北京)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14076641146J)作废公章一枚，特
此声明。
减资公告：北京云库智享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17MA01TCHY5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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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万元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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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众信捷诚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8MA002WN1X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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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85万元减少至人民币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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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红雨创展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8061300576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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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7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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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08739384209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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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0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96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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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途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229MA01XWLA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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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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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七彩之星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8MUF4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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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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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轩辕夏禹文化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5582589643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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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100万元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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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政和伟业项目策划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ENAU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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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千城二手车交易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430802000006272)经股东会决议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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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卯17752648388
注销公告：北京顾奇佳建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17348312822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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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燕，负责人：刘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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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缘来似你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80979426501)经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
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牛峥嵘，清算组
负责人：牛峥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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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通仲裁委员会公告

罗庆连：昭通浩华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诉你
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本会已受理，受案号
为：〔2022〕昭仲裁48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
裁申请书副本》、《申请人证据材料》、《仲裁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昭通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
及仲裁员名册》、《选定仲裁员通知书》、《仲裁文
书送达地址确认书》、《仲裁风险告知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及
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联系电话0870-2249958
  特此公告

昭通仲裁委员会
2022年6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