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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2022)苏0311民初1132号 张家连：本院受理原告杜
锁林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311民初1132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2)苏0311民初1426号 肖荣杰：本院受理原告尤
广松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311民初1426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2)苏0311民初3412号 徐州市安意木业有限公
司、白涛、贾红莉：本院受理原告颜廷勇与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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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2 )苏0311民初3716号 颜炳军：本院受理原
告王洪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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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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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2)苏0311民初3786号 朱安东：本院受理原告朱
可可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
后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十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2)苏0311民初3369号 李红：本院受理原告张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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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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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2)苏0311民初2632号 徐州万乘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无锡市睿儒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世纪
天源环保技术有限公司、杨志、吕亚彬：本院受理
原告徐州泉山经济开发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诉你
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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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2 )苏0311民初2569号 朱世旭：本院受理原
告夏站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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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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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十五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2)苏0311民初3914号 李汉：本院受理原告刘
冰与被告李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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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2)苏0311民初2045号 尹训鹏：原告李佳玮与被
告尹训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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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不到庭，
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2)苏0311民初2693号 徐州市嘉祥贸易有限公
司、江苏中源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江苏中凯海运有
限公司、李辉、康利利、张敏：原告中国东方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与被告徐州市嘉祥
贸易有限公司、江苏中源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江苏
中凯海运有限公司、李辉、康利利、张敏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廉
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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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审
理此案，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2)苏0311民初3201号 杨其成：本院受理张勇诉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并定于举证(答辩)公告期满后的第3日14：
3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0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2)苏0311民初3839号 李威威：本院受理魏增银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并定于举证(答辩)公告期满后的第3日14：30
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0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2)苏0311民初638号 黄正武：本院受理原告景
炳方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311民初6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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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3号 马艳、张硕堂：本院受
理原告周金凤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311民初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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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7号 张婷：本院受理原告陈亚
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2)苏0311民初967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须
知、案件受理费催缴通知，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2)苏0311民初1154号 赵昂：本院受理原告孙四
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2)苏0311民初11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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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7号 张艳梅：本院受理原告岳
妍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22)苏0311民初1247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
须知、案件受理费催缴通知，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2)苏0311民初1256号 包玮：本院受理原告张影
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2)苏0311民初12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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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5号 赵国华、赵辉：本院受
理原告徐龙胜与被告赵国华、赵辉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2)苏0311民初9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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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9号 上海承芮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鼎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衢州市慧盈科技
有限公司、徐州益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徐州安快
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徐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及你公司票据追
索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诉状、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天，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三日
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九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2 )苏0311民初2184号 任斌：本院受理胡红
芳与宋超、郁庆琴、宋峥嵘、任斌申请执行人执
行异议之诉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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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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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九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孔常生：本院受理的原告麦提库尔班·玉苏普与
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2)新2828民初3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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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裁公告

马素英、吕志鹏：本会受理的申请人郭楠与你们
之间的借款合同纠纷仲裁案，仲裁庭已做出裁
决，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 0 2 1 ] 邯仲案字第
0238号裁决书，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会领
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邯郸市丛台东路科
技中心12楼，0310-3084515)

邯郸仲裁委运会
贵州天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福劳(人)
仲案字(2022)132号张志与你方劳动争议一案，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
视为送达。提交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本委定于2022年8月15日15时在本委(福
泉市政务服务中心17楼1717室仲裁庭，(法院旁))开
庭审理，务必准时参加庭审，逾期将依法裁决。

贵州省福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贵州世洪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福劳(人)仲
案字(2022)59号罗煚与你方劳动争议一案，现依法
向你方公告送延期开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22年8月11日9时在本委
(福泉市政务服务中心17楼1717室仲裁庭，(法院旁))
开庭审理，务必准时参加庭审，逾期将依法裁决。

贵州省福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江苏大观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蒋梅
与你及第三人程士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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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
年8月23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王立云：本院受理原告靳立芬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诉讼当事人须知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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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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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桂清：本院受理易忠桂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传票、起诉状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并定于在举证期限届满后的
2022年8月10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四面山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安县人民法院
镇宁自治县世纪阳光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安顺开
发区王二爷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与镇宁自治县世纪阳
光商贸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22)黔
0423民初539号，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相
关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相关材料，逾期不来领取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2年8月17日上午9点在本院第二审判法庭合并
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将依法缺席审理。

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张鹏飞：本院受理秦文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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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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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楠楠：本院受理付学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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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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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翠玲：本院受理你与张守坤、葛新磊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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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
郑贤俊、郑建国：本院受理孟凡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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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于举证期
满后第4个工作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寿西
湖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高厚江、高亮：本院受理陈国秀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皖
1522民初23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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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文全：本院受理你与王立强、王建军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皖1621民
初121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30日内来本院民
二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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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厚建：本院受理马维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鄂1381民初1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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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提出上
诉，上诉于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广水市人民法院
无锡伯仕不锈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恩施硒之泉
矿泉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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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生华：原告梅爱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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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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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鉴福：原告王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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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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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红玉：原告铜官区史云英电动车修理部诉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 2 )皖
0705民初10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铜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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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智航新能源动力有限公司、余珍千：本院受理无
锡市鸿捷电子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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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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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彦玉：本院受理孙书荣与李彦玉民间借贷纠纷
(2022)辽0304民初1354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
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互
联网公布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十五日内。并于
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
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
冉华权：本院受理齐天峰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开庭传票、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裁定书。自公告起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
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8月15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第十
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
武汉龙鑫通电控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朗
翊电气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送达民事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风险提
示书、文书上网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通程序、财产保全)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柳市人民法庭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答辩期限与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本案定于2022年8月19日10时在本院
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四川黔柜电气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康隆电气
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民
事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风险提示书、文
书上网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转普通程序)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柳市人民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答辩期限与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本案定于2022年8月18日15时在本院柳市人民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2)川0726民初446号 张欢欢：原告北川羌族
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被告何守国、何守能、张
欢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2年6月2日依法
判决。被告何守能不服本院判决，提起上诉，请求撤销
上诉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全
部诉讼请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副本。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内即视为送达。

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无锡开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昆山达通精
密机械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传
票、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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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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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乐伊尚服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杨
柳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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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永太：本院受理原告任德安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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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奥征科技有限公司、许先新：本院受理无锡市
禾德盛贸易有限公司诉你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苏0205民初3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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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镇宁自治县世纪阳光商贸有限公司、杨卫平、杨来武、
杨来维、杨星星、朱超：本院受理镇宁自治县程端武自
选店、镇宁自治县翔雨配送中心、镇宁全顺商贸有限
公司三案原告与镇宁自治县世纪阳光商贸有限公司、
杨卫平、杨来武、杨来维、杨星星、朱超买卖合同纠纷三
案，案号为(2022)黔0423民初532、535、536号，因你方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等相关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相关材料，逾期不来领取则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2年8月17日上午9点在本院第二审判法庭合并开庭
审理，逾期不到将依法缺席审理。

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镇宁自治县世纪阳光商贸有限公司、杨卫平、杨来武、
杨来维、杨星星、朱超：本院受理镇宁自治县起源副食
品经营部、安顺开发区正兴食品批发部、镇宁自治县
潘艳食品经营部三案原告与镇宁自治县世纪阳光商
贸有限公司、杨卫平、杨来武、杨来维、杨星星、朱
超买卖合同纠纷三案，案号为(2022)黔0423民初
549、550、551号，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
相关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相关材料，逾期不来领取则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2年8月18日下午2点45分在本院第二审判法庭
合并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将依法缺席审理。

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赵雪生：本院受理原告毕节市意兴钢化玻璃有限公司
诉被告赵雪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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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6月16日本报所刊本院发布的起诉被告安徽耀捷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向安徽耀
捷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公告送达(2021)皖1202民初
18571号民事判决书的公告，内容有误。该公告中的
原告“李玉修”应更正为“李玉珍”。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王恩辉(232301197401093156)、本溪市双马汽车贸
易有限公司：本会依法受理的刘文革与你定购合同纠
纷案，本会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会于
2022年6月20日作出的[2022]本仲裁字第291号裁决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七条之规
定，本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自本公告
之日起，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本溪仲裁委员会
浙江星悦服饰有限公司、浙江上艺服饰有限公司、王
志彬、何燕：本会受理的申请人湖州吴兴湖盛供应链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们之间的合同纠纷案件，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湖仲(2022)裁字第9号组庭通知
书和开庭通知书各一份，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
视为送达。本会将定于2022年8月5日14时在本会
425庭审室开庭审理。在此期间，你方也可以到
本会领取上述法律文书及相关证据材料。本会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凤凰路730号经纬大厦4楼。

湖州仲裁委员会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白波、金玉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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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辽0115民
初977号，现依法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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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玉强、肇启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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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辽0115
民初988号，现依法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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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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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辽0115民初8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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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海军：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
你与被告何庆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2)
辽0115民初9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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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云涛、李宝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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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辽0115
民初952号，现依法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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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学成：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
你与被告王文泽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2)
辽0115民初8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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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奇军：本院受理沈福权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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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令被告支付原
告吊车费19700元及承担自2019年3月21日起至
款项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15.4%计算的利息。2、
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和30日内。定于2022年7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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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强：本院受理腾冲市宏达经贸有限责任公司、
李正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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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拖欠的货款
555500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
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2022年7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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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应开：本院受理腾冲市宏达经贸有限责任公
司、李正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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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的诉请：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拖
欠的货款141800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
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2022
年7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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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光杰：本院受理黄祖冬与你运输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云0581民
初234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被告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15日内支付原告托运费42264元。案件
受理费856元，由被告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到本院固东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尹军：本院受理陈应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监督卡、应诉通知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举证及权利
义务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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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天9：30在本院曲石法庭公
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何建波：本院受理王宗梅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281民
初138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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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卫华：本院受理袁金成诉你离婚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廉
政监督卡、举证须知、权利义务通知书、诉讼参
加人诚信诉讼须知、风险提示书、应诉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8：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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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庆才：本院受理王自强与你房屋租赁合同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1183民
初66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内来
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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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镇江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赵怡颖：本院受理句容市青云商贸有限公司与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苏1183民初156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3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
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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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镇
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朱金超：本院受理陈中保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1183民初
697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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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镇
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徐家兴：本院受理吴健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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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云杰：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
你及范书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 2 2 )辽011 5民初8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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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登宇：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
你及刘登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2)辽0115民初9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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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登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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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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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桂敏：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
你及范书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2)辽0115民初9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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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卜元：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
你及李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2)辽0115民初9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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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健：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
及范书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2)辽0115民初9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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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智慧：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
你及王文泽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2)辽0115民初9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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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海波：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
你及张海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2)辽0115民初9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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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凤彬：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
你及朱喜丰、杨成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辽0115民初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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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志方、夏家民：本会依法受理了申请人温力强
与你方之间关于民间借贷合同纠纷仲裁案，案
号为(2022)佛仲字第727号。因你方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及
其证据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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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期满后本会将依法组成仲
裁庭并定于2022年8月31日14时30分在本会第六
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签收裁决书的时间为
2022年10月28日，逾期视为送达【见本公告后可
到本会签收上述材料，开庭以及签收上述材料
的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佛山新城天虹路
46号信保广场北塔第十六层】。

佛山仲裁委员会
谭文娟：本院受理原告王俊博诉被告谭文娟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吉0192民初50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被告谭文娟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原告王俊
博借款人民币90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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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元，公告
费260元，由被告谭文娟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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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万琴：本委受理的你诉陕西优品严选家居科技
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与你无法
联系，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
条的规定，现向你送达市劳人仲定字(经开)〔2022〕
第434号决定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地
址：西安市明光路166号凯瑞E座一楼)

西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陇艾灸堂艾灸店：本委受
理的郭会侠诉你方劳动争议案现已审理终结。
因与你方无法联系，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现向你方送达市
劳人仲定字(经开)〔2021〕第3001号决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地址：西安市明光
路166号凯瑞E座一楼)

西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
陕西聚之源材料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张淼诉你
单位劳动争议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与你方无法联
系，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
的规定，现向你方送达市劳人仲案字(经开)〔2022〕
第103号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如
不服以上裁决，可自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人
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以上裁决发生法律效
力。(地址：西安市明光路166号凯瑞E座一楼)。

西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
陕西华贸博源咨询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侯婕诉
你单位劳动争议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与你方无
法联系，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
二十条的规定，现向你方送达市劳人仲案字(经
开)〔2021〕第3339号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视为送达。如不服以上裁决，可自公告期满之
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以
上裁决发生法律效力。(地址：西安市明光路166
号凯瑞E座一楼)。

西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
西安未央天美力医疗美容诊所有限公司：本委
受理的田水秀诉你方劳动争议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与你方无法联系，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现向你方送达
市劳人仲案字(经开)〔2021〕第3554号裁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3 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以上裁
决，可自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
诉。逾期不起诉，以上裁决发生法律效力。(地
址：西安市明光路166号凯瑞E座一楼)

西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
西安宫焙私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帅
琪、侯佳佳、史俊鹏、王瑶诉你方劳动争议案现已
审理终结。因与你方无法联系，根据《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现向你方送
达市劳人仲案字(经开)〔2022〕第117、118、120、521
号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以
上裁决，可自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
起诉。逾期不起诉，以上裁决发生法律效力。(地
址：西安市明光路166号凯瑞E座一楼)

西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素心茶馆：本委受理的解
娟、张建、宋红霞、李文虎、沈宛蓉诉你方劳动争
议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与你方无法联系，根据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
定，现向你方送达市劳人仲案字(经开)〔2021〕
第2741、2742、2743、2751、2754号裁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以上裁决，可自公告
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
以上裁决发生法律效力。(地址：西安市明光路166
号凯瑞E座一楼)。

西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
陕西嘉韵食品贸易有限公司：西安市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定于2022年8月19日17
时在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申请人刘晓丽与你方
劳动争议案，现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方送达开庭通
知。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地址：陕西省
西安市经开区明光路166号凯瑞E座103室，联系电
话：029-86529981。

西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
西安锐度设计顾问有限公司：西安市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定于2022年8月16
日16时30分在第三仲裁庭开庭审理申请人卫奕
星与你方劳动争议案，现参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方送达
开庭通知。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经开区明光路166号凯瑞E座103
室，联系电话：029-86529981。

西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
陕西芳洲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周至隆基御道置业
有限公司：西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
派出庭定于2022年8月19日10时30分在第一仲裁庭
开庭审理申请人朱宝平与你方劳动争议案，现参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向你方送达开庭通知。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
为送达。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经开区明光路166号
凯瑞E座103室，联系电话：029-86529981。

西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
陕西芳洲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西安市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定于2022年8月19
日10时在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申请人金龙与
你方劳动争议案，现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方送达开庭
通知。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地址：陕西
省西安市经开区明光路166号凯瑞E座103室，
联系电话：029-86529981。

西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
西安良志鼎力体育科技有限公司：西安市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定于2022年8
月19日9时在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申请人牛玥
衡与你方劳动争议案，现参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方送达
开庭通知。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经开区明光路166号凯瑞E座103
室，联系电话：029-86529981。

西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
陕西众信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西安市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定于2022年8月19日
15时在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申请人王江、郝新
虎、李永利、赵江华与你方劳动争议案，现参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向你方送达开庭通知。自公告之日起30日
视为送达。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经开区明光路
166号凯瑞E座103室，联系电话：029-86529981。

西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
西安九州实业有限公司：西安市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定于2022年8月17日16
时在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申请人李仲勤与你
方劳动争议案，现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方送达开庭通
知。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地址：陕西省
西安市经开区明光路166号凯瑞E座103室，联
系电话：029-86529981。

西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
陕西陇朝盈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西安市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定于2022年8月16日9
时在第三仲裁庭开庭审理申请人王悦、武云霞与
你方劳动争议案，现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方送达开庭通
知。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地址：陕西省
西安市经开区明光路166号凯瑞E座103室，联系
电话：029-86529981。

西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
陕西五环胜道运动产业开发有限公司：西安市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定于2022
年8月17日10时在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申请人
薛小恬与你方劳动争议案，现参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方
送达开庭通知。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经开区明光路166号凯瑞E
座103室，联系电话：029-86529981。

西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
安能(陕西)城市更新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市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定于2022年
8月17日9时在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申请人李
鹤、李玉珠与你方劳动争议案，现参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
方送达开庭通知。自公告之日起3 0日视为送
达。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经开区明光路166号凯
瑞E座103室，联系电话：029-86529981。

西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
陕西中天宜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西安市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定于2022年8
月16日10时30分在第三仲裁庭开庭审理申请人
李阳与你方劳动争议案，现参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方送
达开庭通知。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地
址：陕西省西安市经开区明光路166号凯瑞E座
103室，联系电话：029-86529981。

西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
西安伊迈尔服饰文化有限公司：西安市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定于2022年8月
17日15时在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申请人撒铭钧
与你方劳动争议案，现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方送达开
庭通知。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地址：陕
西省西安市经开区明光路16 6号凯瑞E座10 3
室，联系电话：029-86529981。

西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
陕西新未来动力设备有限公司：西安市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定于2022年8月
16日15时在第三仲裁庭开庭审理申请人王香、
唐帆、高帅与你方劳动争议案，现参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
方送达开庭通知。自公告之日起3 0日视为送
达。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经开区明光路166号凯
瑞E座103室，联系电话：029-86529981。

西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
陕西商储清洁能源有限公司：西安市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定于2022年8月17日17
时在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申请人刘晓卉与你
方劳动争议案，现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方送达开庭通
知。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地址：陕西省
西安市经开区明光路166号凯瑞E座103室，联系
电话：029-86529981。

西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本
委已受理董恩岗诉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
庭通知。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
应诉，逾期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22年11月23日
9：00在三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第四仲
裁庭(三亚市迎宾路285号市房地产服务中心10
楼)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
将依法按缺席裁决。请在开庭后15日内到本委
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三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广州雪羊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董小
莎、王天扬诉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
通知。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应
诉，逾期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22年11月23日9：
00在三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第一仲
裁庭(三亚市迎宾路285号市房地产服务中心11
楼)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
将依法按缺席裁决。请在开庭后15日内到本委
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三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张虹：原告张李洁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02民初
12777号民事判决书、(2021)浙0302民初12777号民
事裁定书之一。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东郊法庭领取判决书、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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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相应的副本份数，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沙志增：本院受理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一
汽支行诉沙志增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吉0192民初697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沙志增于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立即偿还原告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春一汽支行信用卡欠款本金20833元及利息、复利
及违约金(利息、复利、违约金从违约之日起算至
全部还清为止按《信用卡领用合约》计算，以银行
系统数据为准，但总和以年利率24%为限)。二、被
告沙志增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立即给付原告吉
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一汽支行律师代理费
3000元。三、驳回原告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
一汽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75
元，公告费260元，由被告沙志增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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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晨：本院受理岳佳诉被告黄晨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吉
0192民初44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黄晨
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原告岳佳借款人民币
30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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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元，公告费260
元，由被告黄晨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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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冀0104民催1号 本院于2022年1月5日立案
受理申请人北京市盛泰宏达建筑设备租赁有限
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丢失的银行承兑汇票
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
报权利。本院于2022年5月25日判决：一、宣告申请
人北京市盛泰宏达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持有
的票号为30600051/22500401，金额10万元，出票日
期2021年11月8日，到期日2022年5月8日，出票人河
北省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收款人河北润安贸易有
限公司、最后持票人为北京盛泰宏达建筑设备租
赁有限公司，付款行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
家庄分行营业部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二、自公
告之日起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
(2022)冀0104民催2号 本院于2022年1月5日立案
受理申请人北京盛泰宏达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
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丢失的银行承兑汇票依
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
权利。本院于2022年5月25日判决：一、宣告申请人
北京盛泰宏达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持有的票
号为30600051/22500434，金额5万元，出票日期2021
年11月8日，到期日2022年5月8日，出票人河北省
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收款人河北润安贸易有限公
司、最后持票人为北京盛泰宏达建筑设备租赁有
限公司，付款行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
分行营业部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二、自公告之
日起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
赵洪伟：本院受理王成元、刘朝霞诉你追偿权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吉0581
民初8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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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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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亚泽、樊晓婷：本院受理卜勇诉你们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
晋0821民初2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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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钏祖会：本院受理张南山诉你离婚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在本院固东法庭公开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龙正旺、王加芳：本院受理李正明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诉状
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
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诉请：1.依法
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1106440元及支付
从2020年11月27日起至还清之日按月利率20%计
算的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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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在本院固东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钏有庄、杨艳坤：本院受理李树仙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成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讼请：1.依法判令被
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127200元及支付从借款之
日起至还清时止的借款利息(按月息2分计付);
2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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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在本院固东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彭安龙：本院受理刘雪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原告诉请：1.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偿
还原告借款20000元及支付从借款之日起至还
清时止的借款利息(按月息2分计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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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在本院固东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李加福：本院受理姜蕃与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云0581民初257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由被告自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汽车租赁费64800元。二、驳回
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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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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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生相：本院受理姜蕃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成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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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在本院固东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段应义、刘惠娟：本院受理刘维刚与腾冲博雅商
贸有限公司、马晓梅、邵曰罗、你们房屋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云
0581民初665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由腾冲博
雅商贸有限公司、马晓梅、邵曰罗于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连带返还原告购房款100000元，并支
付原告自2019年5月1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以购
房款10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
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二、由邵曰罗、
段应义、刘惠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返
还原告购房款500000元，并支付原告自2016年9月7
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以购房款400000元为基
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
率计算的利息;支付自2016年10月17日起至款项付
清之日止以购房款10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
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
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腾冲博雅商贸有限公司、马
晓梅、邵曰罗、段应义、刘惠娟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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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山捷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常善龙
诉郭安稳与你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云2625民初398号民
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

云南省马关县人民法院
常州市淮海消防器材有限公司、许东：本院受理
苏州路博橡塑有限公司与你们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
0281民初154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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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刘斌祥、句容市华阳街道鑫雅土石方工程队：本
院受理王双琴诉你们返还财产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举证须知、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组成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
内，并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吴军华：本院受理王年华与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举证须知、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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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磊磊、钦州天宇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廖海明与你们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2)桂0703民初1270号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证据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间为公告期满后
30日内。定于2022年8月29日8：45在本院第三审判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
周兰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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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绍龙金融借款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2)苏0115民初10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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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孙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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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文俊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
苏0115民初10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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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王文君：本院受理陈永宽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冀0821民初115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王文君给付陈永宽所欠
的工资15500 . 0 0元，于判决生效日起十日内付
清，承担案件受理费93 . 7 5元。自公告之日起经
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承德县人民法院
张玉录：本院受理吕萍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新2201民初3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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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时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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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军：本院受理蔡万川、李栓兄诉你劳务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新2201民初
34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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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密市天山乡板房沟雪山养殖专业合作社：本院
受理阿不力力木·依米提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新2201民初37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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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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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占存：本院受理买合木提江·麦麦提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 0 2 2 ) 新
2201民初15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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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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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术涛：本院受理陈毅佳诉你及胡雪原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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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河北省枣强县人民法院
郑乐乐：本院受理赵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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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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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江华：本院受理袁庆山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冀1121民初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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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衡水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枣强县人民法院
刘慰斯、郑春皊、王剑：本院受理福州三六零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合
议庭成员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日即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9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朱晟延：本院受理原告彭博与被告朱晟延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吉0192民初69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被告朱晟延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原告
彭博借款人民币515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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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7
元，由被告朱晟延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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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父：马庆辉，母：王明新，孩子马喆，遗失出生证
明，性别男，2015年4月23日出生，出生证编号
0230288787，特此声明作废。
李皓轩(性别：男，父亲：李锋，母亲：向阳)出生于
2016年8月24日，编号Q430175658出生医学证明遗
失，声明作废。
熊择君(性别：男，母亲：李敏父亲：熊艺)出生于
2015年11月7日，编号P431002226出生医学证明遗
失，声明作废。
李雨婷(性别：女，母亲：刘貌，父亲：李滔)出生于
2015年12月13日，编号P430486951出生医学证明遗
失，声明作废。
张翊晗(性别：女，母亲：唐娜，父亲：张立杰)出生
于2015年11月24日，编号P430730859出生医学证明
遗失，声明作废。
邱家宇(性别：男，父亲：邱耀，母亲：王福香)出生
于2015年12月23日，编号P431000742出生医学证明
遗失，声明作废。
翁俊凯(性别：男，父亲：翁滔，母亲：毛炼)出生于
2016年8月17日，编号Q430174822出生医学证明遗
失，声明作废。
廖语熙(性别：女，母亲：伏琪，父亲：廖峰)出生于
2016年6月10日，编号Q430175048出生医学证明遗
失，声明作废。
吴康荣(性别：男，母亲：黎桑，父亲：吴波)出生于
2016年02月03日，编号P431001085出生医学证明遗
失，声明作废。
黄梓烨(性别：女，父亲：黄章绿，母亲：李霞)出生
于2016年5月16日，编号Q430787970出生医学证明
遗失，声明作废。
陈凯瑞(性别：男，母亲：李敏，父亲：陈训祥)出生
于2016年4月6日，编号为P520545649出生医学证明
遗失，声明作废。
陈雪微(性别：女，父亲：陈铭扬，母亲：孙媚)出生
于2016年1月5日，编号P430956472出生医学证明遗
失，声明作废。
黄映植(性别：男，母亲：谢珍，父亲：黄静)出生于
2016年5月21日，编号P431000866出生医学证明遗
失，声明作废。
曹朗鸽(性别：男，母亲：李娟，父亲：曹欢)出生于
2015年12月2日，编号P430486872出生医学证明遗
失，声明作废。
丹增衲达，性别：男，出生时间：2020年2月7日，出
生医院：西藏拉萨市人民医院，父亲：格桑次仁，
母亲：泽登永措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U540010567)声明作废。
余果(性别：男，母亲：刘映冬，父亲：余撑贵)出生
于2016年4月6日，编号P430819417出生医学证明遗
失，声明作废。
翁腾(性别：男，父亲：翁廷赞，母亲：翁梁欢)出生
于2015年11月13日，编号Q430514206出生医学证明
遗失，声明作废。
吴易锐涵(性别：男，父亲：吴立求，母亲：易亚利)
出生于2016年1月1日，编号P431001204出生医学证
明遗失，声明作废。
邓雯(性别：女，母亲：杨干元，父亲：邓双生)出生
于2016年1月18日，编号P430956448出生医学证明
遗失，声明作废。
刘一萱(性别：女，父亲：刘博，母亲：何明)出生于
2015年11月2日，编号Q430513646出生医学证明遗
失，声明作废。
杨家翊(性别：男，母亲：黄卓，父亲：杨达)出生于
2016年1月23日，编号P431003100出生医学证明遗
失，声明作废。
黄子软(性别：男，父亲：黄华，母亲：杨芳红)出生
于2015年10月8日，编号Q430514107出生医学证明
遗失，声明作废。
张俊哲(性别：男，父亲：张智慧，母亲：邹文婷)出
生于2018年6月11日，编号R430873461出生医学证
明遗失，声明作废。
彭暑麟(性别：男，父亲：彭嘉豪，母亲：罗恋)出生
于2016年07月20日，编号Q430174465出生医学证明
遗失，声明作废。
杨皓然(性别：男，父亲：杨庆艺，母亲：何雁)出生
于2015年12月17日，编号Q430174242出生医学证明
遗失，声明作废。
陈韵毅(性别：男，母亲：李笑寒，父亲：陈雄)出生
于2016年3月17日，编号P431003632出生医学证明
遗失，声明作废。
胡惜雯(性别：女，父亲：胡建发，母亲：莫冬香)出
生于2012年11月23日，编号O430182205出生医学证
明遗失，声明作废。
张智超于2022年6月23日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
320321200212112813，特此声明。
陈方军身份证遗失，证号：34030419760121121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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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煜涵，于2022年06月24日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
4115262000051667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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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粱明辉身份证遗失，证号：5106021981091645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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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邓桃花遗失长沙工业高等专科学校毕业证书，
毕业证编号：普字第98128612号，特此声明作废。
贵州景沛律师事务所姚述屿律师不慎将律师执
业证遗失，律师执业证号： 15202202210444969，
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世纪至诚科技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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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10115MA001F29X1，声明作废。
北京市兆源律师事务所，执业证正本不慎丢失(证
号：31110000726378715D)丢失，声明作废。
北京金时吉通咨询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注册
号：110108010971637，声明作废。
乌鲁木齐鑫龙食品有限公司遗失建设银行河南
路 支 行 基 本 户 开 户 许 可 证 壹 份 ，核 准 号
j8810031930501，声明作废。
北京维笑北饮料店(注册号：110113604268046)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北 京 张 井 林 饭 庄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110113MA00RNFL45)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声明作废。
北京永发天天商贸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和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
专 用 章、法 人 人 名 章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1101063183218400，声明作废。
北京万昇中医门诊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 、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15MA01JFBU8U，声明作废。
北京华宇百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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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1110108571261546J，声明作废。
北京唐冠华丽数据技术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6MA0193MW75，声明作废。
北京能之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05MA00GG8L0G)不慎遗失两张北京增
值税专用发票，发票号码：06280770、06280771，发
票代码：1100193130，声明作废。
北京坛北宾馆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1L63081496U，声明作废。
北京金街文化交流有限责任公司不慎遗失银行
开户许可证，开户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王府井支行，账号：320761574042，核准号：
J1000131402301。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东方达科技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注册号：
1102231166552)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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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东方达科技有限公司天坛营业部(注册号：
1101031131032)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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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 方 达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分 公 司 ( 注 册 号：
1102231123592)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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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全迅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
证，开户行：中国银行北京太平路支行，核准号：
J1000150381202，账号：318163431931，开户性质：基
本账户。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东方达科技有限公司一分公司 ( 注册号：
1101081168073)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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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 长 安 牡 丹 旅 社 第 二 分 社 ( 注 册 号 ：
110104000918412)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税务登记
证(税号：110104801553502)正、副本和组织机构代
码证(代码号：801553502)正、副本，声明作废。
北 京 市 房 山 区 南 卫 印 刷 厂 ( 注 册 号 ：
110111007722330)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税务登记
证(税号：110111102743067)正、副本和组织机构代
码证(代码号：102743067)正、副本，声明作废。
福州市青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
(35012210002030)；声明作废
豪 伟 建 筑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遗 失 公 章 ( 编 码
4114020028000)、财务专用章(编码4114020028001)、法人
章(柳晶，编码4114020028002)各一枚，声明作废。
幸福繁荣纯正美食遗失食品经济许可证副本，编
号：JY25424230003524，声明作废。
阳新县太子镇平原数码广场通信经营部遗失以
下2008版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码4200164320，
发票号码05172051-05172070，共20份，声明作废。
世纪王座小区业主委员会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编
号4108830026879，声明作废。
湄潭县小余药房遗失药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
证编号：黔：DB520328255，声明作废。
世纪王座小区业主委员会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编
号4108830026879，声明作废。
织金县莱蜕变健康信息咨询服务部，食品经营许可证
副本丢失，许可证编号JY15205240065282，声明作废。
灵宝市寺河乡米河村股份经济合作社遗失法人章
(姓名：黑木，印章编码：41128200222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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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州市青森陈设设计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兴 亚 建 筑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遗 失 公 章 ( 编 码
4 1 1 4 0 1 0 0 1 5 1 8 3 ) 、法 人 章 ( 柳 飞 亚 ，编 码
4114010015184)、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河 南 然 通 路 桥 有 限 公 司 遗 失 公 章 ( 编 码
4114020071212)、财务章(编码4114020071213)、法人
章(冯丽娜，编码4114020071214)，声明作废。
三门峡市陕州区韩情衣恋女装店营业执照正副
本 丢 失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411222MA47HA625F，声明作废。
闽侯县上街创智五金店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50121MA2YLF0K0K)遗失公章一枚，编码
3501160015430，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北京坛北宾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01L63081496U)作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中弘汇鼎(北京)企业咨询服务有限公
司 作 废 公 章 一 枚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16MA04CHL14X，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呗护私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0828589743)作废发票专用
章、财务专用章、法人人名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古典传承中医研究院(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17584462902T)作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雅韦图世纪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67744360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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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北京云和善知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5MA0044HAX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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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5万元减少至人民币33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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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宏舟金铭窗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14757712878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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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3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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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富仕康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696326921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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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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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美来福印刷设计有限公司(注册号
430102000069065)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60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联系人：张德权13981715570
注销公告：北京天道酬勤艺术设计中心(注册号：
1101041392073)经股东和全体职工代表大会决议，拟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李宁、马燕
明，清算组负责人：李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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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世纪至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5MA001F29X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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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炳文、孔丽珍，负责人：张炳
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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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爱尚茶餐饮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6MA01NKDQ3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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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
东颖、凯丽，负责人：蒋东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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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企业优克斯承辉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吊
销已满三年，拟享登记机关申请建议注销登记，现登
报申明，并郑重承诺：本企业债权债务已清算完结，
不存在未结清清算费用、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
法定补偿金和未交清的应交纳税款及其他未了解事
物，清算工作已全面完结。本企业承诺申请注销登记
时不存在以下情形：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
理措施的外商投资企业；正在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
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存在股权(投资权
益)被冻结、出质或动产抵押等情形；有正在被立案调
查或采取行政强制、司法协助、被予以行政处罚等情
形的；企业所属的非法人分支机构未办理注销登记
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在注销登记
前需经批准的；不适用企业简易注销登记的其他情
形。(本企业营业执照正本已丢失，申明作废。)本企业
投资人北京优克斯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承辉天
网科技有限公司对以上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如果违
法失信，则由本企业投资人北京优克斯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北京承辉天网科技有限公司承担相应的法
律后果和责任，并自愿接收相关行政执法部门的约
束和惩戒。联系人：孙承辉，联系电话：010-5722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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