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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曾苏平、吴萍香：本院受理浙江茗发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赣0704民初1508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田
村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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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人民法院
王正桃：本院受理张立新诉你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
0115民初116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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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2020)冀0191执56号
河北双联投资有限公司、石家庄双联化工有
限责任公司：申请执行人河北润江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河北双联投资有限公
司及王少菲定金合同纠纷一案，申请执行人
河北润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对河北双
联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河北双联化工有限责任
公司100%股权价值进行评估；对王少菲持有
的河北双联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价值进行
评估。现向你们公告送达选择评估机构通知、
勘验现场通知及领取评估报告的时间，自公
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起第5日
10时(节假日顺延)到本院司法鉴定技术室(石
家庄高新区苍岩街8号，石家庄高新区法院三
楼摇号室，联系电话：0311-85321029/0311-
85320027)选取评估机构；于公告期满次日起第
20日10时(节假日顺延)到评估现场参加勘验；
于公告期满次日起第35日10时(节假日顺延)到
本院三楼执行局领取评估报告。如对评估报
告有异议，在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
本院提出，未到场及逾期未对评估报告提出
异议，将视为你们放弃相关权利。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阜阳名仕体育文化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
杨利玲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皖1202民初4905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来本院开发
区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韩飞：本院受理阜阳市锦恒门窗有限公司与
你及国中城投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阜阳师
范大学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皖1202民初4068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来本院开发
区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新疆天北万佳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哈密
西盟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天北万
佳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哈密市分公司：本
院受理韩建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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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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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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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新国：本院受理冯国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新2201民初5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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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毅、李利萍、刘宝玉：本会受理(2020)并仲裁
字第367号，申请人山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
原新建南路支行与被申请人刘毅、李利萍、刘
宝玉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0)并仲裁字第367号
《裁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会领
取《裁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太原仲裁委员会
王国华、范安忠、智玉兰、郭艳青、梁虎峰：本
会受理(2020)并仲裁字第370号，申请人山西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新建南路支行与被
申请人王国华、范安忠、智玉兰、郭艳青、梁
虎峰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 0 2 0 )并仲裁字第
370号《裁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来本会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太原仲裁委员会
郭保林、郭变香、郭润虎、王丽、郭亭亭：本会
受理(2020)并仲裁字第371号，申请人山西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新建南路支行与被申
请人郭保林、郭变香、郭润虎、王丽、郭亭亭
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0 )并仲裁字第371号
《裁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会
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太原仲裁委员会
深圳市高山水生态园林股份有限公司：本委已
受理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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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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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龙恒基(三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委已
受理李笑娟、周淑雅、赵渝诉你公司劳动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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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华联天安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岑选
明、孙玉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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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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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迦蓝创投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本委受
理的张仕杰、张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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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4、5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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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欢欢喜喜日用品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
梁谭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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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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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甘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允
卫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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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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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菲普利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本委受
理的王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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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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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优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李大
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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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7号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以上裁决，可自公告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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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流量工厂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本委受
理的朱泽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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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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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万众传承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本委受
理的陆碧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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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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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柚子众创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本委受
理的李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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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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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倍视特视光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
王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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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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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瓦特科技(西安)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巨驰
诉你方劳动争议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与你单
位无法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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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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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博东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储
召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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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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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公告

  我站一名救助对象，刘素芬
(化名)，女，约70岁，身份信息、家
庭地址不详。2022年8月1日因病
抢救无效死亡，请其亲属于公告
之日起30日内到我站认领。逾期
未认领我站将按照相关规定妥善

处理。联系电话：010-83884107，邮政编码：
100074，通讯地址：丰台区大灰厂路578号。

北京市丰台区救助管理站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中都国际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李潇潇、黄
琼博、金鑫、深圳市国旺科技有限公司、夏泽
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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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
应诉通知书及传票。自公告之日起满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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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三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中都国际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李潇潇、黄
琼博、金鑫、深圳市国旺科技有限公司、施明
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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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
应诉通知书及传票。自公告之日起满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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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三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中都国际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李潇潇、黄
琼博、金鑫、深圳市国旺科技有限公司、夏敏：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大连市分公司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
诉通知书及传票。自公告之日起满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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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
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国颖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姜山、唐尚磊、
姚舜、郑子丰、张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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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满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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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10时(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审理，
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中都国际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李潇潇、黄
琼博、金鑫、深圳市国旺科技有限公司、毛腮
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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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
应诉通知书及传票。自公告之日起满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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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三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中都国际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李潇潇、黄
琼博、金鑫、深圳市国旺科技有限公司、张忠：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大连市分公司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
诉通知书及传票。自公告之日起满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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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
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中都国际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李潇潇、黄
琼博、金鑫、深圳市国旺科技有限公司、张聪：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大连市分公司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
诉通知书及传票。自公告之日起满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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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
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国颖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姜山、唐尚磊、
姚舜、郑子丰、许润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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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们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满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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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10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中都国际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李潇潇、黄
琼博、金鑫、深圳市国旺科技有限公司、张鑫：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大连市分公司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
诉通知书及传票。自公告之日起满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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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
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中都国际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李潇潇、黄
琼博、金鑫、深圳市国旺科技有限公司、胡小
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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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
应诉通知书及传票。自公告之日起满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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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三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国颖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姜山、唐尚磊、
姚舜、郑子丰、李永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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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们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满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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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10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国颖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姜山、唐尚磊、
姚舜、郑子丰、刘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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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满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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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10时(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审理，
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中都国际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李潇潇、黄
琼博、金鑫、深圳市国旺科技有限公司、游建
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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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
应诉通知书及传票。自公告之日起满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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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三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国颖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姜山、唐尚磊、
姚舜、郑子丰、李智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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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们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满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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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10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国颖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姜山、唐尚磊、
姚舜、郑子丰、齐凤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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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们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满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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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10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国颖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姜山、唐尚磊、
姚舜、郑子丰、夏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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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满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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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10时(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审理，
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颖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姜山、唐尚磊、姚
舜、郑子丰、李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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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满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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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10时(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审理，
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国颖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姜山、唐尚磊、
姚舜、郑子丰、李怀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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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们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满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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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10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国颖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姜山、唐尚磊、
姚舜、郑子丰、李俊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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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们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满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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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10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国颖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姜山、唐尚磊、
姚舜、郑子丰、陶利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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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们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满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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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10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国颖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姜山、唐尚磊、
姚舜、郑子丰、金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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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满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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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10时(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审理，
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国颖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姜山、唐尚磊、
姚舜、郑子丰、王孝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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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们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满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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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10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注销公告

  根据《中共大连市委办公室、大连市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大连仲裁委员会体制
机 制 改 革 工 作 方 案> 的 通 知》( 大 委 办 发

〔2021〕11号)及《关于大连仲裁委员会办公室
不列事业单位序列的通知》(大编办发〔2021〕
24号)，按照《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及
其实施细则规定，大连仲裁委员会办公室拟
申请注销登记。特此公告。
  联系人：孙琳，电话：0411-83659083。

道歉声明

  因本人法律意识淡薄，非法侵犯公民个人
信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人对此行为向公
众诚挚道歉。

致歉人：陈楠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2022)苏1323民初4493号
陈清、刘彩玲：本院受理原告陈伏益诉你追偿
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1323
民初4493号民事裁定书、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
督卡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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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王
集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2)苏1323民初4755号
刘厚行、刘勤：本院受理原告李功波诉刘厚
行、刘勤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22)苏1323民初4755号民事裁定书、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
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王集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2)苏1323民初4487号
刘家艮：本院受理原告张学年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1323民初
4487号民事裁定书、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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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王集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李继华：本院受理王桂园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及开庭传票等。王桂园要求：1、判令李继
华偿还借款本金25000元；2、本案的一切诉讼费
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9月20日上午9
点在安徽省固镇县人民法院杨庙人民法庭开
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安徽省固镇县人民法院
李继华、王峰：本院受理陈雪荣与李继华、王
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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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开庭传票
等。陈雪荣要求：1、判令李继华、王峰偿还借
款本金50000元；2、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由被
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9月20日上
午10点在安徽省固镇县人民法院杨庙人民法
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安徽省固镇县人民法院
(2022)辽0882执315号
贺大朋：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王莉瑛与被执
行人你、刘雅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未履
行义务，查明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2022) 辽0882执315号评估拍卖裁定书。自发
布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视为送达。

辽宁省大石桥市人民法院
张成森：本院受理原告张成涛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案号为(2022)豫0721民初1279号，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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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
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四号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新乡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3247号
被告：刘俊君，住湖南省邵阳市双清区渡头桥
镇 民 生 村1 1 8 号 附 1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4305021991****6013：本院受理原告徐康武与被
告刘俊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由于被告刘俊君
下落不明，所处地址不详，无法直接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
本、开庭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诉
讼提示、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
视为送达。诉讼请求为：一、判令被告支付原告
货款人民币36000. 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按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款还清之日
止)；二、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提出答
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2022年9月28日09时40
分在本院东门二楼2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不到庭，本院将依法作缺席审理。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川0903民初5729号
田家明：本院受理原告田炜图被告田家明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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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俊香：本院受理原告王连生诉被告赵俊香离
婚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21)豫0402民初66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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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晓燕：本院受理原告黄迎迎诉被告李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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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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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黔2322民初2925号
保波：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南方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与被告保波保证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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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9号
蔡东华：本院受理原告王力力诉被告蔡东华离
婚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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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1283民初4862号
泰兴市同济铸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泰兴
市鑫鸿来炉料有限公司与你司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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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宣堡法庭第二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青海甯宝劳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刘志棋诉
你与张旭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及(2022)青
2221民初1050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
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催3号
  本院已于2022年2月22日受理永康市三红
工贸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案，对其遗失的银行
承兑汇票一份办理公示催告手续，该银行承兑
汇票号码为31300051 51275703，票面金额为5万
元，付款人浙江飞月进出口有限公司，付款行
金华银行永康支行营业部，收款人上海玖丰源
实业有限公司。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于2022年8月1日作出(2022)浙0784民催3号民
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本判决生效后，申
请人永康市三红工贸有限公司有权自汇票到
期之日起依据判决向付款人请求付款。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刘军、任伟、王绍宽、许红卫、陈正、朱伟、李法
超、莫泽军：本院受理(2022)苏0981民初1847号原
告吴义群与被告刘军、任伟、王绍宽、许红卫、陈
正、朱伟、李法超、莫泽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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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转普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
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郑兴、郑正明：原告胡志成与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十五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上午9：30(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郑兴：原告胡志成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副本、民事
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上午9：
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江苏绍舜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楚天
飞云制药装备(长沙)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2022)苏0381民初5971号]，一、原告请
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货款共计人民币
246000元;二、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利
息，共计11745. 3元;三、依法判决被告袁祖根
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依法判决
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无法以其
他方式向你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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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自公告之日
起三十日内到新沂市人民法院窑湾人民法庭
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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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并定于2022年9月29日上
午9时00分在本院窑湾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江苏省新沂市人民法院

司法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将于2022年
9月8日10时至2022年9月9日10时止(延时的除
外)在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
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
0371/11，户名：(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依法对
位于郑州市二七区政通路50号院1号楼13层
1306(合同号：17003411783)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魏礼兵：原告梁竹青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皖0705民初
122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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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健：原告朱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皖0705民初
179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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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昊：本院受理原告安徽寿县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皖0422
民初1972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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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淮南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周凤信：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明光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2)皖1182民初16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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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老鸡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明光
市管店镇罗岭村村民委员会诉你农业承包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皖1182
民初17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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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
李洪伟：本院受理原告朱坚壁与被告李洪伟劳务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辽0304民初9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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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辽宁省鞍山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
江西耀洪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桂
林国际电线电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被上诉人
江西耀洪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桂03民终2417
号案件的民事判决书。请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三十日内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
法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无锡匠人有约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林金
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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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0205民初15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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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文艺：本院受理无锡市华方混凝土有限公司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廉洁办案告知书、举证
须知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3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东港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刘红军：本院受理原告七星关区沃居建材经营
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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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0502民初5593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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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童扬祥：原告高绪燕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皖1502民初4042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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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辉：本院受理黄金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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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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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自贡农享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原告文成平诉
你、朱海华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
告送达(2022)川0311民初182号民事裁定书、民事
判决书，判决内容：被告自贡农享荟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朱海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原
告文成平租赁摊位保证金5000元及未到期租赁
费2000元。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
费50元由被告自贡农享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朱海华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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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
庄石刘：本院受理吴旭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环资庭领取民事
判决，逾期则视为送达，本判决书送达当事人
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燕化凯：本院受理你与沈波、杨建军追偿权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
皖1621民初6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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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浙0382民初11363号 叶丽红、张祖甫：本院受
理原告孙玲燕与被告叶丽红、张祖甫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浙0382民初11363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孙
玲燕于2022年6月6日提出上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虹桥法庭领取判决书、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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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先明：本院受理的原告张先炳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5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
及开庭传票，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到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举证和答辩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
年9月23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贵州省正安县人民法院
管有平：原告郭有华与被告管有平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镇江市
丹徒区人民法院(2021)苏1112民初2846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书主要内容：被告管有平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归还原告郭有华借款本金1000000元及利
息，利息以100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2月4日起按
照年利率10%计算至偿还之日止。但上述本息不得
超过以最初借款本金和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
按照年利率24%(2020年8月20日后为年利率15.4%)计
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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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镇江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李广春、李广银、鹿世云：本院受理原告臧凤斌
与被告李广春、李广银、鹿世云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被告鹿世云提出上诉，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391民初4838号民事
上诉状。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第十
一法庭领取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2年4月19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南通
海鹰木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
遗失的出票人为南通海鹰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南通润联玻璃有限公司，票面金额为
521000元，票号为10500053/230672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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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9日判决：一、宣
告中国建设银行海安支行于2019年7月23日办理
的出票人为南通海鹰木业股份有限公司、收款
人为南通润联玻璃有限公司、金额为521000元、
票号为10500053/23067233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
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南通海鹰木业
股份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江苏省海安市人民法院
翁菊弟、郑利群：本院受理的原告精功镇江汽车制
造有限公司与被告魏春南、王书富、翁菊弟、郑利
群追加被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苏1112民初475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追加被告魏春南、王书
富、翁菊弟、郑利群为原告精功镇江汽车制造有限
公司申请执行榕森(福建)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的被执行人;二、被告魏春南、王书
富各在抽逃出资446万元的本息范围内对本院
(2012)徒商初字第00248号民事判决确定的榕森(福
建)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的债务的未能清偿部分承
担补充赔偿责任;三、被告翁菊弟、郑利群对被告
魏春南、王书富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
件受理费30800元，公告费700元，合计31500元，由被
告魏春南、王书富、翁菊弟、郑利群共同负担。限你
们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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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镇江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徐毅、杨希、徐广忠、陈翠文：本院受理原告东台
市东昌典当有限公司诉被告徐毅、杨希、徐广
忠、陈翠文典当纠纷一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起诉状、证据副本、简转普裁定书、廉政
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
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下午3时00分在本院第十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宁波德士托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江苏越
科新材料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公司无法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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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答辩状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下午3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仓法庭第二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江苏中航金鹰翼船制造有限公司、颜飞：上诉
人陈庆华就(2021)苏0981民初811号民事判决书
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
本。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上诉
状，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王凯：本院受理常家旺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321民
初27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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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国祥、倪海军、潘军民：本院受理泰兴锦云染料
有限公司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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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李良德：本院受理四川省熙松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诉你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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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龚能、刘向君：本院受理内江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靖民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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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于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声  明

  自贡市大安区人民法院工作人员何永彬
工作证(编号：51022019000122)遗失作废。

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本院于2022年5月19日受理申请人大陆交通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
票号为0010004123994011，申请人大陆交通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金额89000元，出票日期2020年5月15
日，收款人浙江海辰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桐乡梧
桐分公司，未背书，嘉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科技
支行签发的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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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作出(2022)浙0402民催
3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张炜：原告嘉兴起风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你
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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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粤0606民催22号 申请人佛山市顺德区业
宝五金涂装有限公司因遗失其持有的广东顺
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业承兑汇票
壹张(号码：0010006128316121；金额：75365.40元；
付款人：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开户银
行：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收
款人：佛山市顺德区业宝五金涂装有限公司；
出票日期：2022年6月22日；汇款到期日：2022年
10月25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90日内，如无人
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公告上述票据无效。公
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行为无效。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刘书国：本院受理太仓市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
心与你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
为答辩期满后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
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江苏马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司楼成：本院受
理张燕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简转普)、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9时15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司凯杨：本院受理刘青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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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0423
民初341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司凯杨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刘青春清偿
借款120000元。案件受理费2700元，由被告司凯
杨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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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鲁山县人民法院
林金春、蒋瑞连、林志华：本院受理刘毫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证据副本
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六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审理。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太仓市浏河镇正刚建筑工程队：本院受理上海
沙浦建材有限公司与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2)苏
0585民初8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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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俊：本院受理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分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585民
初13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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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苏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龚国新：本院受理杨小芬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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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前黄法庭第三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施剑良：本院受理无锡市德立电子有限公司诉
江苏茂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你买卖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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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前黄法庭第三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何宗高：原告明祥英诉你离婚纠纷一案[(2022)
川0311民初1278号]，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举证及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简转普)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举证
的期限为送达后15日。定于2022年9月27日10时
在第二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缺席审判。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
邱永刚：原告张学立诉你离婚纠纷一案[(2022)
川0311民初1353号]，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举证及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简转普)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举证
的期限为送达后15日。定于2022年9月27日15时
在第二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缺席审判。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
营智勇：本院受理徐伯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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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0585初11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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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奇迹未来健身服务(常州)有限公司、奇迹麦瑞可
(北京)健身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吴锡芬、骆姻
洁诉你们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
告当事人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合议庭成员
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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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遇节假日
顺延)在兰陵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赵军：本院受理天宁区红梅耳恋养生保健馆与被
告付彩红、赵军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402民初2856号民事裁
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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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赵军：本院受理天宁区红梅耳恋养生保健馆与被
告李挺泊、赵军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402民初2857号民事裁
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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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吴国伟、丁志琴：本院受理邹才云与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22)苏0411民初3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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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
中陕联信有限公司、长兴泗安春蕾苗木场、江
苏登顶钢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钟楼区荷花丰
扬房屋修缮服务部诉你们票据追索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
苏0402民初1537号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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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通港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江苏登顶钢业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钟楼区荷花丰扬房屋修缮服务部
与你们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苏0402民初1538号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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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杰杰：本院受理宋益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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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
通知书、证据材料、简转普裁定书、开庭传票、合
议庭通知书、告当事人书、三个规定监督卡、廉政
卡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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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裁法庭(三)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周国平(身份证号码：32062119******3310)、南京
市秦淮区周国平电子商务服务中心、王征(身份
证号码：32132119******723X)：本委受理申请人
浙江浙融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你们之间的追偿
权纠纷案件，现本委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淮
仲裁字第0250号、(2022)淮仲裁字第0164号裁决
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委(淮
安市深圳路34号)领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淮安仲裁委员会
朱天宇：申请人袁佳成与你中介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
证据、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选(指)定仲裁员声
明书、举证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选定仲裁员、举证、答
辩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期限届
满后，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定于2022年11月9日14
时30分在本委第一仲裁厅开庭审理本案。

嘉兴仲裁委员会
河北和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申
请人李国民、栗秀芳、李芮华、李芮涵、李芮宣
与你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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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邯
仲裁字第05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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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邯郸仲裁委员会
季秀芳：本会受理的申请人河北悦达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与你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
仲裁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邯仲案字
第0242号案的仲裁通知书等仲裁文书、仲裁申
请书及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会
(邯郸市丛台东路科技中心12楼、0310-3084515)
领取上述文书，逾期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和
选定仲裁员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7日
内，期限届满后，本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

邯郸仲裁委员会
天津市嘉禾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会受
理天津建工集团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与你方建
设工程设计合同纠纷案[(2022)津仲字第0473
号]，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仲裁文书等，现
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会领取答
辩文书等，逾期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7日内答
辩并提交证据材料；3日内选定仲裁员，逾期由
本会主任指定。仲裁庭组成后2日内领取组庭
通知书。2022年10月27日9时30分在本会开庭审
理本案。届时未出庭，仲裁庭依法缺席裁决。

天津仲裁委员会
湖北畅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申请人高统与你委
托代理合同纠纷一案。现申请人提出仲裁申请，
因你地址不明，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答辩通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仲裁员选定期限和答辩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内，并定于答辩举证期
满后第3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会仲裁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孝感仲裁委员会
西藏鸿之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达孜分公司：本
会受理的受理申请人西藏吉雄河浚工程有限
公司与你方之间的供应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拉仲裁字第99案答辩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选定
仲裁庭组成方式及仲裁员的函、仲裁申请书副
本和仲裁庭组成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
视为送达。并定2022年9月15日16时在本会仲裁
庭开庭审理。请你单位及时到本会办理相关手
续。联系电话：0891-6872729。

拉萨仲裁委员会
西藏大木太行建筑装饰有限责任公司：本会受理
的受理申请人罗布央宗与你方之间的施工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2)拉仲裁字
第119案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规则、仲
裁员名册、选定仲裁庭组成方式及仲裁员的函、
仲裁申请书副本和仲裁庭组成通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2022年9月14日16时在
本会仲裁庭开庭审理。请你单位及时到本会办
理相关手续。联系电话：0891-6872729。

拉萨仲裁委员会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陈晨(性别：男，母亲：李海燕，父亲：陈道明)
出生于2015年10月28日，编号P430600611出生
医学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李梦琪(性别：女，母亲：胡玉平，父亲：李要
杰)出生于2010年12月27日，编号K411069049
出生医学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张俊涵(母亲：李玲，父亲：张杰)遗失湖南省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430763151，声明作废。
赵思源(性别：女，父亲：赵旭，母亲：田妮)出
生于2016年11月9日，编号Q610137625出生医
学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李哲瀚(性别：男，父亲：李市东，母亲：李文
机)出生于2014年8月29日，编号O430652595出
生医学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赵淑瑶(性别：女，母亲：刘凤，父亲：赵新)出
生于2016年2月22日，编号P430655208出生医
学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李宇轩(性别：男，母亲：吴双双，父亲：李俊)
出生于2010年2月19日，编号J430674267出生
医学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方奇孟(性别：男，母亲：徐荣，父亲：方岳波)
出生于2015年10月20日，编号P430525844出生
医学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向槿妤(性别：女，父亲：向辉，母亲：贾黎黎)
出生于2010年12月5日，编号K430597731出生
医学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易文豪(性别：男，父亲：易鑫宇，母亲：刘家
椰)出生于2015年11月9日，编号P430522964出
生医学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杨科于2022年7月29日遗失身份证，证号：
652901****10010496，有效期：2017年12月18
日至2037年12月18日，自登报之日起本人不
承担他人冒用的后果，特此声明。
孔 亮 的 执 业 医 师 证 ( 编 码
201313142130982198008154311)遗失，声明作废。
北京羽林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8MA7HH7CA5M)不慎遗
失财务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畅荣商贸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73302894338，声明作废。
北京玖玖无限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110105018642221，声明作废。
北京瑞参阁花卉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050673048938)不慎遗失公章、财务
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法人人名
章(马艳艳)，声明作废。
北京天文弘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13MA00AARU6K)不慎遗失营
业执照副本，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桔多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不慎将中华
人民共和国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证书
编号：京B2-20221709、京ICP证161154号)丢
失。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红人基地科技文化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5MA00EGFP7H)不慎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北京鑫文道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01MA019G3F2P)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副本，声明作废。
北京世纪众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注册号：
110108011094930)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
本，声明作废。
北京鹏天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
执 照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76916640832，声明作废。
长沙市天心区西元千金大药房遗失中华人民
共 和 国 药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证 号 ：湘
CB7316401，声明作废。
天津市龙达菲煤炭销售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税号：120223093605614)和组织机构
代码证正、副本(代码：09360561-4)，声明作废。
天津光磊通纺织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20118MABPLPGY2E)遗失公章、财务专
用章、发票专用章、法人人名章，声明作废。
永泰县城峰兰花小吃店遗失永泰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2017年8月16日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
副本，编号JY23501250013388，声明作废。
天津市宁河区创新副食超市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信用代码92120221MA05TA0B7R，遗失
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JY11200210024934，特此声明作废。
天津山品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201120915600889)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慧进石膏加工厂(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20627MA6GGC969R)遗失公章(编码
520627000377964)、财务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福州富竹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编号：
3 5 0 1 2 3 1 0 0 0 9 5 0 6 ) 一 枚 ，发 票 章 ( 编 号 ：
3 5 0 1 2 3 1 0 0 0 9 5 0 7 ) 一 枚 ，财 务 章 ( 编 号 ：
35012310009509)一枚，现声明作废。
临 武 县 老 五 粉 店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431025MA4M4KKD4B)遗失临武县市场和质
量监督管理局2017年09月19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副本，声明作废。
舞 钢 市 康 兴 商 贸 有 限 公 司 发 票 章
4104810029937、合同章4104810029936、财务章
4104810029935、公章4104810029934遗失作废。
福州市末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编
号：3501230020332，声明作废。
珠海轩松美照明有限公司遗失原法人章一枚
(原法人姓名：周李松)，声明作废。
台州奥峰网业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编号
33100410089452声明作废。
台州臻靓家居用品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
明作废。
贵州鸿腾服饰有限公司公章5227023104366、法人章
5227023104370、财务章5227023104367、合同章
5227023104369、发票章5227023104368遗失作废。
贵州匀影文体产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遗失发
票专用章一枚，编码：5227016244758，声明作废。
郴州市东道主烧鸡公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
副本，许可证编号:JY243100202742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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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核讯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12MA002GFX7Y)作废公章一
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鑫源康健旅行社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MA00G3MW4K)作废
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昂扬博泰商贸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6MA0197JW9N)作废合同
专用章、发票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各一枚，特此
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珍珠绿波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110119697715881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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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星之帆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867239505XN)作废公章、合
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特
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汇众鑫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0930837489)作废公章、
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法人人名章、发票专
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沁牧园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400MA04E9C83K)作废财务专
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允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4CNGJ65)作废公
章、法人人名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陆联讯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16737677729Q，作废发票专用
章一枚，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北京中科鹏城生物技术研究院(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2318330106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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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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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世纪华瑞建材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9600394074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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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万元人民币，
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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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汉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633733335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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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00
万元，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
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
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汉古益寿源(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4CKKAX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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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万元减少至人民
币29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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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尚远木业有限公司申请减资，
注册号：120222000340909，拟将注册资本由50万
元人民币减少至35万元人民币，请债权人自公
告发布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
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华恩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370100MA3R2ABU02)，经公司股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
本，注册资本伍仟万元减至叁仟万元人民币，
请相关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
公司申报债权债务或提出相应担保请求，逾期
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嘉恒信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14MA00AWB6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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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宁、张金良，清算组负责人：张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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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北京瑞晗新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9MA00FD2G8F)经
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组组长：郭荣凯，清算组成员：郭荣凯、朱
嘉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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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龙泉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中心依
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经举办单位
同意，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22年07月01
日起90日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清算组
联系人：苏红，联系电话：010-58957555。特此公
告。北京龙泉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中心 2022年
07月01日
注销公告：北京市兴达汽车驾驶学校依据《事业单
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经举办单位同意，拟向事
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
算组。请债权人自2022年07月01日起90日内向本单
位清算组申报债权。清算组联系人：张梅，联系电
话：010-62400213。特此公告。北京市兴达汽车驾驶学
校 2022年07月01日
注销公告：北京点斗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MA0095MN8X)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
组负责人：刘江，清算组成员：任晋、刘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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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阎村
苑紫蜂窝煤机零配件商店，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110111MA00NF0H20，现拟变更为企业组
织形式，变更后的企业类型为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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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全明，2022年8月3日。
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公告：北京紫云
龙 民 俗 饭 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110228MA01QFTU0K，现拟变更为企业组织
形式，变更后的企业类型为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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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扬，2022年8月3日。
公告：本企业北京艺海星计算机技术服务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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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和公章已丢失，申
明作废。本企业投资人石磊、秦嵩寅对以上承
诺的真实性负责，如果违法失信，则由本企业
投资人石磊、秦嵩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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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嵩寅，联系电话：13311257817。

告 知

  兹有杨善银，男，汉族，系安徽省芜湖市弋
江区人，身份证号码：340203193408150515，安徽
省芜湖市弋江区(原马塘区)西瓜墩41号，生前
住弋江区蓝湾半岛1号楼102室。
  杨善银于2021年7月15日16时许，发生交通
事故死亡，已由死者杨善银侄儿杨龙处理善
后，因涉及办理杨善银交通事故死亡赔偿事
宜，现向全国登报告知。如有杨善银配偶、子女
者看到告知，请自登报之日起15日之内与芜湖
市弋江派出所刘警官联系，电话：13965192277或
与杨善银侄子杨龙联系：电话13063260612。

登报人：杨龙
2022年8月3日

淮北仲裁委员会公告

王世华、袁梦：本委受理你们与申请人张露、
李刚民间借贷纠纷案，因你们无法送达，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仲裁庭组成通知书、开
庭通知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2022年9月15日
15时00分在本委开庭审理。届时不到庭，本
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淮北仲裁委员会
致歉声明

龚俊先生：您好，我为我曾经在实名注册的微
博(微博名：TEA1不解散不改名)中发布对您的
不实言论和不当发言而感到愧疚，并做出深刻
反省。我意识到此举对您的名誉权造成了伤
害，对您的形象产生了负面影响，并深刻的认
识到网络并非法外之地。造谣和诽谤是需要付
出沉重代价的，希望大家引以为戒，切勿恶意
中伤他人，更不要传播任何不切实际的谣言。
对此，我深感抱歉，也非常感谢您给我这次知
错能改的机会。我保证，以后不会再有任何侵
犯您和任何人权益的行为，祝您生活愉快。

致歉人：刘晓晨
2022年8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