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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陈二君：本院受理刘瑾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1302
民初604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准予刘瑾
与陈二君离婚；二、陈佳琦随刘瑾共同生活，
由刘瑾直接抚养，陈二君自本判决书生效后
每月28日前支付陈佳琦抚养费1200元，至陈佳
琦十八周岁为止。限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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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
徐兆坤、潘晓玲：本院受理原告刘亮与被告
徐兆坤、潘晓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 2 1 )皖
1202民初1776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被告徐兆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
还欠原告刘亮借款20000元及利息(以20000
元为基数，自2021年7月1日起按同期一年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二、
驳回原告刘亮的其他诉讼请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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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元，公告费(凭票支付)，由
被告徐兆坤负担。本费用交纳义务应在本裁
判文书生效后10日内主动履行，逾期不交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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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百淼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贵
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都支行诉你与潘远
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2)黔2732民
初858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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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诉讼文书。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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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22年9月19日15时00分在本
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贵州百淼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贵
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都支行诉你与胡复
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2)黔2732民
初860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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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诉讼文书。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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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22年9月19日16时30分在本
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杨禄增：本院受理三联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皖0523民初14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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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一份，上诉
于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和县人民法院
卡琪森实业(深圳)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三联
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皖
0523民初14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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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一份，上诉于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和县人民法院
张磊、王送云：本院受理原告陈斌诉你二人及
张红旗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皖1621民初2365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工业园区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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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
朱广辉：本院受理的原告杨青、赵静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皖1182民初174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上诉于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
刘佳兵：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六安市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皖1502民初
393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30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不服本判决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安徽
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崔德权、崔继权：原告洮南市月圆酿酒厂诉
你二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送达(2022)吉0881民初9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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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白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洮南市人民法院
谢尚练：本院受理原告锡山区慕恩服饰店与
被告谢尚练买卖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2)苏0205民初1508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东港法庭领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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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爱霞：本院受理许省云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冀
0110民初25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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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送达期满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
邓世杰，本院受理原告廖琰辉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2 )川1322民初2044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邓世杰自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廖琰辉
借款本金94322元。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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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2022)浙0382 民初1768号 吴道勇：本院受理
支丙枢诉吴道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382民初
17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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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向阳：本院受理原告乐清市吉川工具有限
公司与被告刘向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
法用其他方式送达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382民初59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虹桥法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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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2)浙0382民初7450号 彭立新：本院受理
钱立波与被告彭立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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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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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8民初2013号 杭州宴娱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张浩诉你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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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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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宝建：本院受理鲍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 2 2 )苏
0402民初1913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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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张城洋：本院受理袁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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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举证通知书、告当事人书、民事
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
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兰陵法庭第一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马晓远：本院受理洪俊业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
0402民初292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书送达
之日起1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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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任雪波：本院受理陈爱兵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
0402民初15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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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2022)苏0311民初3980号
石理：本院受理梁晓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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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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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75号
阎德玲、祁大勇：本院受理刘意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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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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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72号
张雁：本院受理原告顾祥菊与被告张雁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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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十五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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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7号
李浩：本院受理原告王艳荣与你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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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87号
徐州南澳商贸有限公司、江苏中源矿业集团
有限公司、何亚、张家红：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东
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与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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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14时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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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5号
朱安东、刘芳：本院受理原告谢书芳、李加永
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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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4号
赵谦：本院受理原告刘全玲诉你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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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3号
刘小辉：本院受理原告王保梁诉你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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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9号
刘长顺：本院受理原告陈万胜诉你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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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3号
徐善俊、徐作伟：本院受理原告蒋金玉与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2)苏0311民初67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院第十九法庭领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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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智勇：我院受理的原告王春英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和硕县人
民法院(2022)新2828民初386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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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巴
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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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义旭强实业有限公司、彭爱华、王治花：本
院受理彭茂国诉彭爱华和遵义旭强实业有
限公司、王治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黔0326民初422号
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丰乐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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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夏江霞：本院受理严守江诉你夏江霞离婚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黔
0326民初817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丰乐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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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贵州省遵义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汪明波：本院已受理吴太坤诉你合伙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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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
时在本院浞水人民法庭审判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冉敬：本院已受理马飞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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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
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在
本院浞水人民法庭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李晓英：本院已受理陈进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黔0326民初11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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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李宏远：本院受理原告李昌文诉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皖0122民初第26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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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安徽
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法院
(2022)豫0402民初3038号
闫小亚：本院受理原告晋亚辉诉你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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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如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2022)川0903民初5795号
夏绪德：本院受理原告李林奎诉被告夏绪德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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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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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
时未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2)川0903民初5843号
鲁伯春：本院受理原告张琳与被告鲁伯春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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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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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
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遂宁市船山区
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本院将
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2)川0903民初5298号
贾利洪：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遂宁分行诉被告贾利洪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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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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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
未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黄献振：本院受理原告侯鹏立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
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鲁1722民初
285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三十日内来本院浮龙湖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单县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太原市盛益恒工矿设备有限公司、太原市乾祥
和贸易有限公司、王俊明、王小梅、陈建国、巩
会令、程爱芳、山西福祥瑞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本会受理(2019)并仲裁字第580号，申请人晋城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与被申请人太原
市盛益恒工矿设备有限公司、太原市乾祥和贸
易有限公司、王俊明、王小梅、陈建国、巩会令、
程爱芳、山西福祥瑞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之间的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举证通知
书、本会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等。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你方应在公告送
达期满后10日内提交仲裁庭组成人员及庭审
方式选择书、15日内提交答辩书及相关文件、
30日内提交证据。逾期未提交仲裁庭组成人员
及庭审方式选择书，本会主任将依法指定仲裁
员组成仲裁庭，你方应于仲裁庭组成后3日内
来本会领取仲裁庭组成通知书及开庭通知。开
庭时间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十日17(节假日
顺延)，逾期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李彪、山西佰得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本会受
理(2019)并仲裁字第1091号，申请人晋城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与被申请人李彪、山西佰
得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仲裁通知
书、仲裁申请书(副本)、举证通知书、本会仲裁
规则及仲裁员名册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视为送达。你方应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0日
内提交仲裁庭组成人员及庭审方式选择书、15
日内提交答辩书及相关文件、30日内提交证
据。逾期未提交仲裁庭组成人员及庭审方式选
择书，本会主任将依法指定仲裁员组成仲裁
庭，你方应于仲裁庭组成后3日内来本会领取
仲裁庭组成通知书及开庭通知。开庭时间定于
举证期限届满后第十日14时(节假日顺延)，逾
期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太原鑫晋昌拆迁有限公司、山西鼎龙鑫盛工贸
有限公司、高春林、张红梅、赵俊龙、佟永华：本
会受理(2020)并仲裁字第038号，申请人晋城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与被申请人太原鑫
晋昌拆迁有限公司、山西鼎龙鑫盛工贸有限公
司、高春林、张红梅、赵俊龙、佟永华之间的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举证通知书、
太原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决定
书等仲裁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视为送达。你方应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0日内
提交仲裁庭组成人员及庭审方式选择书、15日
内提交答辩书及相关文件、30日内提交证据。
逾期未提交仲裁庭组成人员及庭审方式选择
书，本会主任将依法指定仲裁员组成仲裁庭，
你方应于仲裁庭组成后3日内来本会领取仲裁
庭组成通知书及开庭通知。开庭时间定于举证
期限届满后第十日16时(节假日顺延)，逾期仲
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张宏志、班兰兰、李志伟：本会受理(2020)并仲裁
字第084号，申请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
分行与被申请人张宏志、班兰兰、李志伟之间
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举证通知
书、本会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等。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你方应在公告送
达期满后10日内提交仲裁庭组成人员及庭审
方式选择书、15日内提交答辩书及相关文件、
30日内提交证据。逾期未提交仲裁庭组成人
员及庭审方式选择书，本会主任将依法指定
仲裁员组成仲裁庭，你方应于仲裁庭组成后3
日内来本会领取仲裁庭组成通知书及开庭通
知。开庭时间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十日15时
(节假日顺延)，逾期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畅剑峰、畅春燕：本会受理(2020)并仲裁字第
923号，申请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
行与被申请人畅剑峰、畅春燕之间的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仲
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举证通知书、本
会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等。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你方应在公告送达
期满后10日内提交仲裁庭组成人员及庭审方
式选择书、15日内提交答辩书及相关文件、30
日内提交证据。逾期未提交仲裁庭组成人员
及庭审方式选择书，本会主任将依法指定仲
裁员组成仲裁庭，你方应于仲裁庭组成后3日
内来本会领取仲裁庭组成通知书及开庭通
知。开庭时间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十日8时
(节假日顺延)，逾期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王佩德、秦晶晶、刘艳龙、刘威：本会受理(2020)
并仲裁字第928号，申请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太原分行与被申请人王佩德、秦晶晶、刘艳
龙、刘威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
本)、举证通知书、本会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
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你方
应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0日内提交仲裁庭组成人
员及庭审方式选择书、15日内提交答辩书及相
关文件、30日内提交证据。逾期未提交仲裁庭组
成人员及庭审方式选择书，本会主任将依法指
定仲裁员组成仲裁庭，你方应于仲裁庭组成后
3日内来本会领取仲裁庭组成通知书及开庭通
知。开庭时间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十日9时
(节假日顺延)，逾期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李朋飞、郑晓雨、董虎伟、付雷：本会受理(2020)
并仲裁字第933号，申请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太原分行与被申请人李朋飞、郑晓雨、董虎
伟、付雷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
本)、举证通知书、本会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
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你方
应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0日内提交仲裁庭组成人
员及庭审方式选择书、15日内提交答辩书及相
关文件、30日内提交证据。逾期未提交仲裁庭组
成人员及庭审方式选择书，本会主任将依法指
定仲裁员组成仲裁庭，你方应于仲裁庭组成后
3日内来本会领取仲裁庭组成通知书及开庭通
知。开庭时间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十日10时
(节假日顺延)，逾期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黄银辉、彭尊治、金柏清：本会受理(2020)并仲裁
字第944号，申请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
分行与被申请人黄银辉、彭尊治、金柏清之间
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举证通知
书、本会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等。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你方应在公告送
达期满后10日内提交仲裁庭组成人员及庭审方
式选择书、15日内提交答辩书及相关文件、30日
内提交证据。逾期未提交仲裁庭组成人员及庭
审方式选择书，本会主任将依法指定仲裁员组
成仲裁庭，你方应于仲裁庭组成后3日内来本
会领取仲裁庭组成通知书及开庭通知。开庭时
间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十日11时(节假日顺
延)，逾期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三河市燕郊百世佳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张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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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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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荣嘉启梦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本委受理
的徐千国、李家琪、邓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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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3-8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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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仲裁裁决为终局
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三河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
三亚茂洋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杨
英、陈元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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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
日15：30在三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第三仲裁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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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漫自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李
帅、姜吉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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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
日15：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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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长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袁钱
波、吉海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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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
日9：00在三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第
二仲裁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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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恒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周
云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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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
日15：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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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建：原告浙江温州鹿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富民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2)浙0302民初6554号起诉状及证
据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
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10月11日15时在本院东
郊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王亚东：原告博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
温州市双潮硅酸盐制砖厂、潘东兰、王亚东
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浙0302民初2450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天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与法院指定的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2022
年9月19日9时10分在本院藤桥人民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赵诚：本院受理原告高海英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
(2022)皖1723民初1430号应诉通知书、举证责任
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等。自公告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9月29日9时在本院第
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青阳县人民法院
尹义德：原告杨彦军与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新2325民初
15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房租42100元，物业
费27878.4元；二、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
内支付原告保全费920元，公告费520元；三、驳
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
本院405办公室领取，否则即视为送达。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奇台县人民法院
河南东向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张宾恒：
本院受理临猗县宏通车辆服务有限公司诉
你们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晋0821民初572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未领取即视为送达。

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胡建明：本院受理西宁市城北区思派门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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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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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刘寿伟：本院受理李菊龙诉你及马福奎、严有顺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周峰：本院受理郑永兵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云0581
民初257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被告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归还原告借款7000元。案
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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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明超恒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张兴
华诉你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2)云2625民初
57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
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省马关县人民法院
梁朝敬：本院受理钱金计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云
2625民初4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到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省马关县人民法院
周康：本院受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中心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1183民初32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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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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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平：本院受理鲍殿君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1183
民初179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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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预交相应
的上诉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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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佺电子(深圳)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江阴凯博通
信科技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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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权利义务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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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九点(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滨江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何诚诚：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阴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281民初11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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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冬冬：本院受理潘建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281
民初1905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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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日内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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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建彬：本院受理的朱长峰诉你及唐红、唐志
军、范米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及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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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帆宇服饰有限公司、刘新全：本院受理枣
强县鼎洋皮草有限公司与你们及高大敏定作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
冀1121民初226号民事判决书及高大敏的上诉
状，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枣强县人民法院
王旭升：本院受理韩立华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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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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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福强：本院受理夏玉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15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曙光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民法院
曹阳：本院受理白丽梅、黄厚成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15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曙光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民法院
胡艳、谭本伟：本院受理周敏诉你们民间借款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新2201
民初48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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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1：30(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7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法院
罗浩：本院受理陈中保与你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举证须知、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9：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下蜀法庭
第三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中和世纪投资发展中心：本院受理江阴市通达
特种管制造有限公司诉你公司和阳光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因申请财产保全损
害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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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杨永炳：本院受理黄和兵、罗国成、黄和国与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钦州皇马城市
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你、山东首开建设有限公
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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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钦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
郭勇：本院受理朱文虎诉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新2201民
初45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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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1：30(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8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法院
新疆荣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吴连秋、温州通
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王友坡、渠士
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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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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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11：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8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法院
杨世吉：本院受理吴流国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黔2324民
初80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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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闫功振：本院受理奚晓阳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经30日即视为送达。定于2022年9月5日8：30在本
院305办公室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
向莹：本院受理梁梅娟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及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经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2022年
9月21日8：30在本院305办公室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
张建峰、贾元朝、陕西英东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综合工
程有限公司诉你们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
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
陕0102民初350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贾晓蓉：本院受理西安诚海置业有限公司诉你
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2)陕0102民初559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上诉于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王涛：原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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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0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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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人民法院
哈密布查特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王晓双起诉你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2)新2201民初43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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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1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8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法院
新疆盛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韩志丹：本院受理
哈密市环城路豫龙建筑设备租赁站诉你们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新
2201民初49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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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即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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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0(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8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法院
北京金如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江苏
金一智造黄金珠宝有限公司与你公司定作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须知、权
利义务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2022)苏
0281财保742号民事裁定书、(2022)苏0281民初
7062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定于答辩、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临港经济开发区人民法庭第
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谢拉木杰：本院受理黄琴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
0281民初1496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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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韩南南、苏州正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分行
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苏0585民初1781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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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沈锦芳：本院受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苏州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传票、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廉
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
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十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王恒春：本院受理太仓市浮桥镇华尔钛铝合
金门窗经营部与你定作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585民初
1412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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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钱玉龙：本院受理刘继松与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
0585民初1687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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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郭晨潮：本院受理原告董博诉你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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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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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常辉：本院受理原告刘瀚泽诉你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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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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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杨滨：本院受理原告曲洪亮与被告杨滨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2)吉0192民初112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被告杨滨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原
告曲洪亮货款人民币9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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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费两次合计520元，由被告
杨滨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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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闯：本院受理原告吉林省金祥房地产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增加诉讼
请求申请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武汉仲裁委员会公告

杨艺鑫：本会于2022年7月11日受理的申请
人天津市蓟县梦想优歌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与你方的合作协议争议[(2022)武仲受字
第000 0 0 2 2 8 5号]，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仲裁申请书副本及相关证据材料、仲裁通
知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组庭通知
书、开庭通知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仲裁员选定书
和答辩书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7日和
10日内，开庭时间为公告期满后第30日上
午9：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会光谷办公
室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武汉仲裁委员会
黄静怡：本会于2022年7月11日受理的申请
人天津市蓟县梦想优歌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与你方的合作协议争议[(2022)武仲受字
第000 0 0 2 2 8 8号]，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仲裁申请书副本及相关证据材料、仲裁通
知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组庭通知
书、开庭通知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仲裁员选定书
和答辩书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7日和
10日内，开庭时间为公告期满后第30日上
午9：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会光谷办公
室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武汉仲裁委员会
祝盛玉：本会于2022年7月11日受理的申请
人天津市蓟县梦想优歌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与你方的合作协议争议[(2022)武仲受字
第000 0 0 2 2 9 3号]，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仲裁申请书副本及相关证据材料、仲裁通
知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组庭通知
书、开庭通知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仲裁员选定书
和答辩书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7日和
10日内，开庭时间为公告期满后第30日上
午9：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会光谷办公
室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武汉仲裁委员会
顾水喜：本会于2022年7月11日受理的申请
人天津市蓟县梦想优歌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与你方的合作协议争议[(2022)武仲受字
第000 0 0 2 2 8 4号]，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仲裁申请书副本及相关证据材料、仲裁通
知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组庭通知
书、开庭通知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仲裁员选定书
和答辩书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7日和
10日内，开庭时间为公告期满后第30日上
午9：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会光谷办公
室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武汉仲裁委员会
文弈棋：本会于2022年7月11日受理的申请人天
津市蓟县梦想优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你方
的合作协议争议[(2022)武仲受字第000002290
号]，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
及相关证据材料、仲裁通知书、仲裁规则、仲裁
员名册、组庭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材料。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仲裁员
选定书和答辩书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7日
和10日内，开庭时间为公告期满后第30日上午
9：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会光谷办公室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武汉仲裁委员会
闵程程：本会于2022年7月11日受理的申请
人天津市蓟县梦想优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与你方的合作协议争议[(2022)武仲受字第
000002283号]，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仲裁
申请书副本及相关证据材料、仲裁通知书、
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组庭通知书、开庭
通知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交仲裁员选定书和答辩书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7日和10日内，开庭
时间为公告期满后第30日上午9：30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会光谷办公室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武汉仲裁委员会
王贵宇：本会于2022年7月11日受理的申请
人天津市蓟县梦想优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与你方的合作协议争议[(2022)武仲受字第
000002291号]，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仲裁
申请书副本及相关证据材料、仲裁通知书、
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组庭通知书、开庭
通知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交仲裁员选定书和答辩书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7日和10日内，开庭
时间为公告期满后第30日上午9：30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会光谷办公室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武汉仲裁委员会
刘兵：本会于2022年7月11日受理的申请人
天津市蓟县梦想优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
你方的合作协议争议[ ( 2 0 2 2 ) 武仲受字第
000002282号]，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仲裁
申请书副本及相关证据材料、仲裁通知书、
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组庭通知书、开庭
通知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交仲裁员选定书和答辩书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7日和10日内，开庭
时间为公告期满后第30日上午9：30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会光谷办公室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武汉仲裁委员会

公告

吴清清：因2021年12月20日对你作出《行政处
罚决定书》(房环保罚字[2021]610号)，要求你
在法定期限内缴纳罚款，而你至今未履行。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催告书》(房环保催字
[2022]43号)。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我
局领取《催告书》，逾期视为送达。限你自送
达之日起10日内履行上述义务或提出陈述、
申辩意见。无正当理由，逾期仍不履行义务，
本机关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北京市房山区生态环境局
来宾市铭鑫实业有限公司

破产重整案重整投资人招募公告

  2020年11月25日，来宾市兴宾区人民法
院裁定受理广西业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对
来宾市铭鑫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鑫公
司)执行转破产重整的申请，于2021年9月24
日指定广西广合律师事务所担任来宾市铭
鑫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管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之有关规定，结合铭鑫公司目前的实际
状况，为维护全体债权人的利益，在人民法
院的监督下向社会公开招募重整意向投资
人。有意向参与的投资人请于2022年8月7日
前联系管理人了解招募公告的详细内容进
行报名并提交报名材料。
  管理人联系地址：南宁市良庆区五象大
道399号龙光国际2号楼29层广西广合律师
事务所，联系人：万星宇15878773469，陆辉
15177198585。

来宾市铭鑫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寻亲公告

  河北省沧县兴济镇赵庄子村民张震于
2022年5月下旬在村东南方向马路边上捡到
一个出生不久的男孩儿，大约五天左右，至
今没有找到其亲生父母。现向社会发布寻亲
公告，有知情人或其亲属与张震联系。
  电话：15100372707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鲁熙(性别：女，父亲：鲁永红，母亲：许艳丽)出
生于2009年5月28日，编号P430763541出生医学证
明遗失，声明作废。
周逸煊(性别：男，母亲：欧云燕，父亲：周杰)出
生于2015年9月29日，编号P430525779出生医学证
明遗失，声明作废。
欧阳虎(性别：男，父亲：欧阳飞，母亲：张芳)出
生于2010年11月30日，编号K430812098出生医学
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陈梦科(性别：男，母亲：毋巾娅，父亲：陈向东)
出生于2010年04月04日，编号J411993816出生医
学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彭思墩(性别：男，父亲：彭昌智，母亲：张云云)
出生于2022年4月4日，编号V520155096出生医学
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周鹿鸣(性别：男，母亲：毛丹，父亲：周帅)出生
于2019年1月11日，编号T430173105出生医学证明
遗失，声明作废。
付雨潼(母亲：陈伟，父亲：付勇)遗失湖南省出
生医学证明，编号：P430443754，声明作废。
张佳龙(现名：张佳义，性别：男，父亲：张烈伏，
母亲：李金元)出生于2016年4月22日，编号
P438431938出生医学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父亲：孙君显，母亲：王小华，其孩子孙重宝出
生证遗失，编号：N411176310，声明作废。
于浩遗失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协议
书，编号20221008109019，现声明作废。
不 慎 将 王 祉 皓《出 生 医 学 证 明》( 编 号 ：
O140624504，母亲：金姣娣，出生医院：闻喜县中
信机电制造公司总医院)丢失，声明作废。
沈秀梅不慎遗失蔚蓝家园2019年6月29日房款
收据一张，号码：0661442，金额：10000元，声明
作废。
娄火松身份证遗失，证号：522125198302191635，
于2022年7月27日丢失,自丢失之日起不承担被
人冒用而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李晓伟不慎将与哈尔滨万物升置业有限公司
签订的哈尔滨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丢失，房屋坐
落在松北区万科中俄国际城10栋2单元2层202
号，买卖金额1502881元，房屋面积128.03平方，特
此声明作废。
黄东良购买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天园三期E4
号楼3单元102室首付款(收据号：0149237，金额
10000元)丢失，声明作废。
陈锋不慎将警官证遗失，警官证号：304102，特
此声明作废。
杨树于2022年7月14日不慎遗失身份证，身份证
号：411402198901194024，特此声明。
黎玉梅身份证遗失，证号：440981199812067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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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旭红遗失桃江县人民法院2021年9月2日开具
的湖南省非税收入电子缴款收据，收据编号
4140997809，金额：3650元，特此声明。
赵凌肖于2022年7月29日不慎遗失身份证，身份
证号：410825199711077548，特此声明。
刘永利于2022年7月29日不慎遗失身份证，签发
日期为2008.1.23，有效期为20年。身份证号码：
130684197706200372，特此声明，该身份证自遗失
当日起，一切与该身份证相关的行为与本人
无关。
本人郭莎莎不慎遗失警官证，警官证编号：
066536，特此声明作废。
本人王键伦不慎遗失身份证，证号522425****
021569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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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高颖慧不慎遗失身份证，证号132801****
092022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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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优讯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8MABLXLNN8F，声明作废。
北京华信宇鹏投资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12098288128H，声明作废。
中北众城(北京)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11399888231U，声明作废。
北京谦睿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不慎遗失食品
经 营 许 可 证 正 本、副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1105412886964，声明作废。
北京承辉天网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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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10105MA003A4J1T，声明作废。
青海盛华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开具给林
新元的房款收据2张，票号：6539992，金额：20000
元，票号：3060452，金额：161798元，遗失，特此
声明。
北京隆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05MA01RNP31T)不慎遗失财务专用
章、法人人名章，声明作废。
北京永发安兰商贸中心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110106MA00D8XK3A，声
明作废。
北京旧宫仁人粥饼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110115MA00F8U28D)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及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北 京 融 菲 化 妆 品 有 限 公 司 ( 注 册 号 ；
1101022799464)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和税务登
记证(税号：110102771979480)正、副本，声明作废。
北京相锦文食品店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110105MA016NJX4C，
声明作废。
联想(北京)有限公司驻济南联络处，开户行：华
夏 银 行 济 南 城 东 支 行 ，账 号
4633200001819900014132，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4510004371104。开户许可证丢失，声明作废。
联想(北京)有限公司驻济南联络处遗失公章一
枚，注册号：2001009，声明作废。
旭程(河北雄安)建筑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33100MA0F5JUT8G)遗失公司行政
公章、财务章、法人章等所有公章，声明作废。
天津市银建的士有限公司遗失天津市津维瑞
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开具的机动车销售统一
发票(发票联)发票代码112002120160，发票号码
00672063，金额42900元，声明作废。
天津市银建的士有限公司遗失比亚迪牌
BYD7150A6M2合格证，发动机号R21338041，合
格 证 号 W E H 0 X 0 0 0 4 3 3 6 1 5 8 ，车 架 号 ：
LGXC16DF7M0344610，声明作废。
贵州聚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
一枚，编码5202031003074，声明作废。
长沙鑫睿凯图文广告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2MA4RP02WXD)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发
票专用章、法人章(李铁苗)各一枚，声明作废。
上海碧游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因公司业务
发展需要，现公告注销公司持有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许可证编号：
B2-20140328)，特此公告。
玉门市黄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遗失医疗机构
执 业 许 可 证 正 本 ， 证 号 ：
MB1M9512862098111B1001，声明作废。
宁波高新区光量启瑞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1MA282CND4X)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开户许可证，公章、
法人章各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宁波高新区光量和励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 伙 )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30201MA282WLF22)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开户许可证，公章(3302100050852)、法人人名
章各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宁波高新区光量领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1326336276P)不慎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副 本 ，开 户 许 可 证 ，公 章
(3302100062851)、法人人名章各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益阳圆梦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专
用章、法人章(夏春)各一枚，声明作废。
福州市梦途文化旅游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
一枚，印章编码：3501160024446，声明作废。
贵州振海建材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22701MA6JBN876T)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声
明作废。
喀什市亿润百货商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653101MA78FNEP53)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空港新城茜彭豪鲜面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11101MA715QX333，
声明作废。
伊通满族自治县宏鑫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遗失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伊通满族自治县支行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2432000175402，声明作废。
岳普湖县帕夏古丽日用品店，营业执照正副本
丢 失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653128MA77A4APXF，声明作废。
提单作废声明：兹有JIANGSU OCEAN IM-
PORT&EXPORT CO.，LIMITED遗失正本航运
提单一式三份。船名/航次EVER DIADEM
V.165W，集装箱号EGSU9150501，提单号码
EGLV142200531126，签发日期MAR.24，2022。特此
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北京华信宇鹏投资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2098288128H)作废公章、
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旧宫仁人粥饼店(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110115MA00F8U28D)作废公章一枚，
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中份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2MA01XB7X22)作废公章一
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正大优鲜(北京)商贸有限公司云景东路
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2MA01RC3QXH)
作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开元恒晟商贸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9MA01N6XE4G)作废公
章、合同专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优讯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BLXLNN8F)作废
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
法人人名章，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创仕博学在线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MA01DFHJ3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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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创仕博学在线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MA01DFHJ3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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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盛源辉商贸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MA7FCFGX17)作废财
务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北京衣流时尚商贸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2MA00GA8Q5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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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万元减少至26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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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飞腾达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228330377636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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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万元减少至5万元，请有关
债权债务人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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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秋祥恒睿商贸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229MA01YEYU3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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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0万元减少至21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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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瑞禾三泰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1T5KL9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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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7102925688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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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万元减少至3000万元，
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
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
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万紫驰阳商贸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939941637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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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万元减少至28万元，请有关债
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
提出清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
此公告。
注销公告：北京融菲化妆品有限公司(注册号；
1101022799464)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王忠林、王小
平，清算组负责人：王忠林，请债权人债务人自
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
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烟台华逸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370602200035954)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于
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我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特
此公告。
注销公告：北京安立得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号码911101080696359952，已于2022年4月20日经
工商核准注销，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天津花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8MA06LYF56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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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企业北京奥亿利达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吊销已满三年，拟向登记机关申请简易注销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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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缴纳税款及其他未了结事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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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及公章已丢失，申明作废。本
企业投资人李力、于毅对以上承诺的真实性负
责，如果违法失信，则由本企业投资人李力、于
毅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和责任，并自愿接受相
关行政执法部门的约束和惩戒。联系人：肖女
士，电话：13716708462。

债权转让通知书

黄华：根据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6)渝0105
民初476号民事判决书，至今你尚未向我履行
偿还借款本金1220万元以及相应的利息及罚
息。本人于2022年7月30日已将其中的一部分利
息债权500000元转让给李顺，与此转让债权相
关的，对你名下被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查封
的车牌号-渝AZZ005的车辆处分权利也一并转
让。请自接到本债权转让通知书后，直接向李
顺履行还款义务。专此通知

通知人：韩云伦
2022年8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