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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兴仁市仁人博睿教育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保
丽、梁文辉诉你合同纠纷两案[案号分别为
(2022)黔2322民初2890号、(2022) 黔2322民初
2889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
开庭传票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三十日即视为送达。你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期限内如不提交
证据材料，视为放弃举证权利。该两案分别
定于2022年9月28日8时30分、9时00分分别在
本院新大楼三楼第九、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金保兴：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快智科技有限公
司诉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皖0322民初408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如下：被告金保兴
应返还原告杭州快智科技有限公司不当得
利款10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100000元为基
数，自2020年4月2日起按年利率4.05%计算至
实际支付之日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付清。案件受理费2432元，由金保兴负
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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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五河县人民法院
刘桂兴：本院受理原告秦改花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现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22)苏0582民初5393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内来
本院金港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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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缴
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伏军旺：本院受理的原告伏建业诉被告伏
春旺、伏旺琴、伏军旺赡养费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青海省乌
兰县人民法院(2022)青2821民初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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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则视为送达。

青海省乌兰县人民法院
王彦财：本院受理的原告马有梅、李花、李涛与
被告李康、马凤英法定继承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青海省乌兰县人
民法院(2021)青2821民初5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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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海省乌兰县人民法院
(2022)苏1323民初3521号
谢庆中：本院受理原告仲美丽与被告谢庆中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苏1323民初3521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来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1)苏1323民初3983
谢庆军：本院受理的原告李军与被告谢庆军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苏1323民初3983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来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2)苏1323民初1371号
陈子荣：本院受理的原告胡修峰与被告陈子
荣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 )苏1323民初
137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来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2)苏1323民初1639号
李素娥：本院受理原告张继远与被告李素娥
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苏1323民初1639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来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张燕：本院受理的原告熊兴洲与你离婚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苏1323民初194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3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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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2)苏1323民初3900号
姜志田：本院受理的原告张登军与姜志田追
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
票、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
定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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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
上午9时0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2)苏1323民初2324号
刘爱梅：本院受理原告王传宝、刘守兰与被告
刘爱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苏1323民初2324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胡继飞：本院受理原告葛培春与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2)苏1323民初2523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少年及家事审判
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2)苏1323民初2608号
童向红：本院受理原告徐启久与被告童向红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2)苏1323民初26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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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2)苏1323民初4399号
毕光：本院受理的原告张庆元与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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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
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王云：本院受理原告张建俊诉你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2)青2321民初709号起诉书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
示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案件速裁
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将于举证
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同仁市人民法院
(2022)川0903民初4709号
陈言：本院受理原告郑媛诉被告陈言离婚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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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89号
彭婷：本院受理原告王志海、王海林诉被告
彭婷抚养费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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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树标：本院受理的李生录诉你装饰装修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因无法通过其它
方式向你送达民事判决书，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2)青2221民初738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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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海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李成林：本院受理青海门源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李成林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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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
(遇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孔家庄法庭公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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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申请人中油碧辟石油有限公司曾于
2005年2月3日与朱就成签订《租赁经营合
同》，于2006年3月9日与朱就成、广东省韶关
市东方石油服务有限公司签订《权利义务转
让协议》，于2015年9月5日与广东省韶关市
东方石油服务有限公司签订《东方加油站租
赁经营合同补充协议》。现申请人中油碧辟
石油有限公司认为无法确定债权人及履行
债务，特将应支付给广东省韶关市东方加油
站2021年9月3日至2022年9月2日的年租金合
计人民伍拾万元整(小写：￥500，000.00元)提
存于我处。请相关权利人与申请人联系，并
于二○二七年五月三十日之前，持有效主体
身份资料、法院执行裁定书、受领账号等证
明材料到我处申请领取上述提存款。
  公证处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
新城花城大道18号建滔广场七楼；联系人：
陈敬光、颜丽萍；联系电话：020-86100986，邮
政编码：510000。
  特此公告

广东省广州市中南公证处
2022年8月5日

寻亲公告

  朝民1391，男，约60岁，于
2022年8月2日因路倒由管庄派
出所送至我站定点医院进行
救治。该人经诊断患有急性肾
损伤、肝功能异常等症，入院
后即下病重通知书，随时有生

命危险。我站无法核实到该受助人的真实姓
名和家庭住址，如有知情者请速与我站联
系。(24小时热线电话：010-84394991)

北京市朝阳区救助管理站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郑州市京翰一对一培训学校有限公司、北京京
翰英才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高新区分公司：本委
受理的胡成伟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无法联系你单位，现依法向你单位公
告送达郑开劳仲案字〔2021〕1353号仲裁裁决书。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领取裁决书
(电话0371-61662602)，逾期不领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人民法院
起诉，逾期不起诉的，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
力。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生效仲裁裁决的，
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北京曼德克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本
委已受理李绍贤诉你单位郑开劳仲案〔2022〕
1090号劳动争议一案，因无法联系你单位，现依
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
本、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开庭
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
本委定于2022年9月29日(星期四)15时在郑州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电话
0371-61662602)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
逾期未到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河南省碧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谢思
楠诉你单位郑开劳仲案〔2022〕836号劳动争议一
案，因无法联系你单位，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授权委托书、法定代
表人身份证明书、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22年9月30日(星
期五)9时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院(电话0371-61662602)开庭审理此案，请准
时参加庭审，逾期未到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河南中科恒运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
张贞、刘吉祥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无法联系你单位，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郑开劳仲案字〔2022〕632、417号仲裁裁决
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领取裁
决书(电话0371-61662602)，逾期不领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人民
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的，本裁决书即发生法
律效力。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生效仲裁裁决
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河南逐鹿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何倩
文、郭钰梓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无法联系你单位，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郑开劳仲案字〔2022〕389、390号仲裁裁决
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领取裁
决书(电话0371-61662602)，逾期不领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人民
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的，本裁决书即发生法
律效力。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生效仲裁裁决
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郑州博佳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白
莉娜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
法联系你单位，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郑开
劳仲案字〔2022〕328号仲裁裁决书。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领取裁决书(电话0371-
61662602)，逾期不领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
不起诉的，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一方当
事人逾期不履行生效仲裁裁决的，另一方当事
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郑州荣恒图书发行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王颢燃
诉你单位郑开劳仲案〔2022〕1112号劳动争议一案，
因无法联系你单位，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
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明书、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
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22年9月29日(星期四)9
时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院(电话0371-61662602)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
加庭审，逾期未到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海南光明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
曹鼎铭与海南斑马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海南光
明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琼劳人
仲案字〔2022〕第503号)，现已作出裁决。因无法
送达你单位，限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委(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海府路69号艺苑大
厦10楼，联系电话：0898-65311325)领取仲裁裁决
书(琼劳人仲裁字〔2022〕403号)，逾期视为送达。

海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海南玉帆环保钢构工程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
李伟与你单位劳动争议案(琼劳人仲案字

〔2022〕第640号)，现已作出裁决。因无法送达你
单位，限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海
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海府路69号艺苑大厦10楼，
联系电话：0898-65311325)领取仲裁裁决书(琼劳
人仲裁字〔2022〕438号)，逾期视为送达。

海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优选好生活科技(珠海)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优选好生活科技(连南)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
梁姗、张小茜、李泰星、陈娇、许明珠、文洪燕
与优选好生活科技(珠海)有限公司海南分公
司、优选好生活科技(连南)有限公司劳动争议
案(琼劳人仲案字〔2022〕第308、309、331-333、
384号)，现已作出裁决。因无法送达你们单位，
限你们单位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海南
省海口市美兰区海府路69号艺苑大厦10楼，联
系电话：0898-65311325)领取仲裁裁决书(琼劳
人仲裁字〔2022〕410-415号)，逾期视为送达。

海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海南首创辉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委已经
受理陈果与你单位劳动争议案(琼劳人仲案字

〔2022〕第882号)，并定于2022年10月10日15：00
在本委第二仲裁庭开庭审理。因无法送达你
单位，限你单位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海府路69号艺苑大厦10
楼，联系电话：0898-65311325)领取应诉通知
书、申请书副本和开庭通知书等，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按时出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海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新合烟草进出口有限公司：本委已经受理段
丽娜与你单位劳动争议案(琼劳人仲案字

〔2022〕第840号)，并定于2022年9月30日09：00在
本委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因无法送达你单
位，限你单位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海
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海府路69号艺苑大厦10楼，
联系电话：0898-65311325)领取应诉通知书、申
请书副本和开庭通知书等，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按时出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海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海南廷际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已经受理黄耿
南、麦玉婷与你单位劳动争议案(琼劳人仲案字

〔2022〕第811、812号)，并定于2022年10月13日09﹕
00在本委第二仲裁庭开庭审理。因无法送达你
单位，限你单位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海
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海府路69号艺苑大厦10楼，
联系电话：0898-65311325)领取应诉通知书、申请
书副本和开庭通知书等，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按时出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海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东莞市润雅阁饰品有限公司：本委已经受理赖
燕飞与你单位劳动争议案(琼劳人仲案字

〔2022〕第809号)，并定于2022年10月11日15：00在
本委第二仲裁庭开庭审理。因无法送达你单
位，限你单位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海南
省海口市美兰区海府路69号艺苑大厦10楼，联
系电话：0898-65311325)领取应诉通知书、申请书
副本和开庭通知书等，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按
时出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海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扬州市荣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本委已经受理
李艳芳与你单位劳动争议案(琼劳人仲案字

〔2022〕第935号)，并定于2022年9月30日9：00在本
委第二仲裁庭开庭审理。因无法送达你单位，
限你单位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海南省
海口市美兰区海府路69号艺苑大厦10楼，联系
电话：0898-65311325)领取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
本和开庭通知书、仲裁决定书等，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按时出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海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海口蔚车汇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本委已经受理
罗旭与你单位劳动争议案(琼劳人仲案字

〔2022〕第817号)，并定于2022年10月12日09：00在
本委第二仲裁庭开庭审理。因无法送达你单
位，限你单位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海南
省海口市美兰区海府路69号艺苑大厦10楼，联
系电话：0898-65311325)领取应诉通知书、申请书
副本和开庭通知书等，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按
时出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海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海南斑马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委已经受理宋
虎骋与你单位劳动争议案(琼劳人仲案字

〔2022〕第833号)，并定于2022年10月11日09：00在
本委第二仲裁庭开庭审理。因无法送达你单
位，限你单位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海南
省海口市美兰区海府路69号艺苑大厦10楼，联
系电话：0898-65311325)领取应诉通知书、申请书
副本和开庭通知书等，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按
时出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海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直订网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本委已经受
理孙军炜、黄斌方与你单位劳动争议案(琼劳人
仲案字〔2022〕第856、857号)，并定于2022年10月18
日09：00在本委第二仲裁庭开庭审理。因无法送
达你单位，限你单位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委(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海府路69号艺苑大厦
10楼，联系电话：0898-65311325)领取应诉通知
书、申请书副本和开庭通知书等，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按时出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海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海南直线时代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本委已经
受理颜有艺与你单位劳动争议案(琼劳人仲案
字〔2022〕第863号)，并定于2022年10月12日15：
00在本委第二仲裁庭开庭审理。因无法送达
你单位，限你单位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委(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海府路69号艺苑大厦
10楼，联系电话：0898-65311325)领取应诉通知
书、申请书副本和开庭通知书等，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按时出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海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海南金辉石化有限公司：本委已经受理张昌利与
你单位劳动争议案(琼劳人仲案字〔2022〕第903号)，
并定于2022年10月17日15：00在本委第二仲裁庭开
庭审理。因无法送达你单位，限你单位在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委(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海府路69
号艺苑大厦10楼，联系电话：0898-65311325)领取应
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和开庭通知书等，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按时出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海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海南琼发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本委已经受
理章建林与你单位劳动争议案(琼劳人仲案字

〔2022〕第1088号)，并定于2022年9月29日15：00在本
委第二仲裁庭开庭审理。因无法送达你单位，限
你单位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海南省海口
市美兰区海府路69号艺苑大厦10楼，联系电话：
0898-65311325)领取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和开
庭通知书、仲裁决定书等，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按时出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海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海南通九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本委已经受
理赵举学、李思川、陈鑫与你单位劳动争议案(琼
劳人仲案字〔2022〕第919、951、1044号)，并定于2022
年10月13日15：00在本委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
因无法送达你单位，限你单位在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委(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海府路69号艺
苑大厦10楼，联系电话：0898-65311325)领取应诉
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和开庭通知书等，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按时出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海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上海掌培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已经受理赵
野廷与你单位劳动争议案(琼劳人仲案字

〔2022〕第842号)，并定于2022年10月14日09：00在
本委第二仲裁庭开庭审理。因无法送达你单
位，限你单位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海南
省海口市美兰区海府路69号艺苑大厦10楼，联
系电话：0898-65311325)领取应诉通知书、申请书
副本和开庭通知书等，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按
时出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海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武汉世茂锦绣长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委
已依法受理申请人孙慧敏诉你司以及上海勋
厚人力资源公司关于工资等争议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应诉组庭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
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30日即视为
送达。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0日内。本委
定于2022年9月15日15时在宣城市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庭(地址：宣城市金色阳光大厦裙楼三楼;联
系电话：0563-3021913)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
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宣城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牛军燕：本院受理张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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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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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岭：本院受理原告韩路诉被告濮立强、刘红
孝、赵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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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2民初1413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一、被告濮立强、刘红孝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韩路支付苗木款37.5
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22年3月16日起至实际清
偿之日止，按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利率计算)；二、被告赵岭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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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
吴勇：本院受理的原告何绍波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依
法向你送达(2022)川0623民初2339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一、被告吴勇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向原告何绍波返还借款本金100，000元并支付逾
期利息(逾期利息的计算方式：以100，000元为基
数，自2015年4月20日起至2020年8月19日止按照逾
期时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借款返还完毕之日止按照
2022年5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算)。二、驳回原告何绍波的其余诉讼请求。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发出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中江县人民法院
韩亮亮、何勇：本院受理朱红梅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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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陈涛：本院受理原告李影诉被告陈涛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皖1202民初805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30日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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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科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无锡市天
一安全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与你方分期付款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院
(2022)苏0205民初133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东北塘人民法庭领取，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志丰(无锡)模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无锡市星云天
精工机械有限公司与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院(2022)苏0205民
初256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东北塘人民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闵绍明：本院受理帅经宾诉你买卖合同纠纷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205民初
23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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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无
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董国峰、郝茹：原告刘奎章诉你土地承包经营权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吉
0881民初194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30日内来
本院黑水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节假日顺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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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奇运生制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河北凯成
包装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审判人
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
安庄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深州市人民法院
石家庄满泽商贸有限公司，河北创宇投资有限公司：
原告王静诉你们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00分(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天津沈飞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原告石家庄市新
华区创想幕墙材料销售中心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冀0105民初1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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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北省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高立业：原告王标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冀0105民初13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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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北省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邢建卫：原告潘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冀0105民初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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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北省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丁加高、黄莉：本院受理安徽明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诉状、应诉通知、举证通知、简转普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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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上午9时00分
在本院潘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
大连达亿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原告孙俐诉你、
刘钢、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辽0604民初9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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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82民初6014号  山西茂百亿科贸有
限公司、深圳市恒源汇贸易有限公司、晋江市非
凡纸品贸易有限公司、深圳永生源国盛贸易有限
公司：原告浙江逸辰电气有限公司诉你们、上海
闵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乐清市益元贸易有限公
司四川嘉寓门窗幕墙有限公司、宁波奉化盛建置
业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
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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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20日内。本案定于2022
年10月8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三法庭适用
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刘屹：本院受理魏永琼诉你离婚纠纷一案(案号
为(2022)川1322民初2531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9月29日上午09：00时在营
山县人民法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熊勇平：本院受理原告蒋伟蓉与被告熊勇平离婚
纠纷一案，现已依法缺席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2)川1322民初1979号判决书：不准
予原告蒋伟蓉与熊勇平离婚。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立案庭简案团队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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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南充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孙升：原告谢公民与你买卖合同纠纷(2022)皖1182民
初2567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参加
诉讼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号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
王启喜：原告邢正坤与你加工合同纠纷(2022)皖1182
民初2597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参
加诉讼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三日上午9时1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三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
胡远伦、涂燕荣：原告胡应坤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2022)皖1182民初2407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民事诉状、参加诉讼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2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三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
陈子山：本院受理王光亮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皖1182民初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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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子山：本院受理吴恩喜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皖1182民初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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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子山：本院受理张志会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皖1182民初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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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子山：本院受理吴恩辉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皖1182民初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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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滁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催7号  申请人兴化市方乐耐火材
料厂因遗失持有的银行汇票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
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汇票号码
31300051 50994475、金额10万元、出票人宁波亿开
实业有限公司、收款人衢州市鼎先五金有限公司、
付款行临商银行宁波观海卫支行、出票日期2021年
11月29日、汇票到期日2022年5月28日。自公告之日起
60天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
申报，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
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川1028破3号  本院根据四川山古坊食品
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2年7月12日裁定受理四川山古
坊食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2年7月26日
指定四川汉安律师事务所为四川山古坊食品有限
公司管理人。四川山古坊食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
自2022年9月30日前，向四川山古坊食品有限公司
管理人(通信地址：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汉安大道西
段128号金海沸城写字楼八楼0814室四川汉安律师事
务所；联系人：何云萍；联系电话：13990582318)申报
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
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
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
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
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
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四川山古坊食品有限公司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四川山古坊食品有限
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2年10
月18日9时在四川省隆昌市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召
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
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
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
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
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
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
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
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
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四川省隆昌市人民法院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李姝娇(性别：女，母亲：彭宇兰，父亲：李攀)出生
于2015年9月8日，编号P430486579出生医学证明
遗失，声明作废。
罗妍淇(性别：女，母亲：卿香香，父亲：罗水)出生
于2019年5月24日，编号T430448158出生医学证明
遗失，声明作废。
罗昕伊(性别：女，母亲：卿香香，父亲：罗水)出生
于2021年7月24日，编号V430033267出生医学证
明遗失，声明作废。
谢思源(性别：女，母亲：邓蜜霞，父亲：谢光辉)出
生于2014年3月28日，编号O430161400出生医学证
明遗失，声明作废。
谢雯熙(性别：女，父亲：谢志，母亲：吴友)出生于
2016年6月28日，编号Q430171696出生医学证明
遗失，声明作废。
谢思维(性别：女，母亲：邓蜜霞，父亲：谢光辉)出
生于2015年10月20日，编号P430674163出生医学
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薛佳于2022年8月3日不慎遗失身份证，证号：
110107198302073435，本人已申领新证，此证已失
效，特此声明。
于莹于2022年7月23日不慎遗失身份证，证号：
220283199911290322，本人已申领新证，此证已失
效，特此声明。
王睿晗于2022年8月4日不慎遗失身份证，证号：
210281200110251228，本人已申领新证，此证已失
效，特此声明。
本人曹傲旋2022年08月03日遗失身份证，身份证
号：420621199301169437，特此声明。
石凌峰、石凌耘、石梓芯(父亲：石文学，母亲：彭
倩 ) 的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遗 失 ，编 号 分 别 为 ：
R430713143、R430713144、Q430204489，声明作废。
北京万桥兴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125548485723)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本，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甲辛科贸有限公司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本，许可证编号:JY11105422711601，声明作废。
秦王天下(北京)娱乐传媒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123355196139，声明作废。
北京麒胜坤佳日用百货商店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110107MA00WFF75R，声明作废。
北京吧啵吧咖啡厅有限公司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
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JY21105041361777，声明作废。
北京方派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05MA00D4F98P)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和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人名章，声明作废。
北京宝蕴辉商贸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 ，注 册 号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110106011038223，声明作废。
北京有有鸣锋乐器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和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法人人名
章，注册号：1102262123376，声明作废。
北京方派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不慎遗失U
盾、网银和基本户银行开户许可证 ，账号：
91010078801300000931，核准号：J1000196232802，
开户行：浦发银行北京分行，声明作废。
北 京 衡 远 路 通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注 册 号 ：
110108010919891)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和
公章，声明作废。
湖南前橙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编
码：43010410096844，声明作废。
浙江中天精诚装饰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注册号：120101000104453)不慎遗失财务专用章
一枚，声明作废。
郴州市北湖区贵红安仁土酒遗失食品生产加工
小作坊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湘小作坊
1002000077，声明作废。
濮阳县运通天然气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10928330164972A)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
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邵东县廉桥镇恒安养生滋补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430521600585164，声明作废。
连江县海捷水产养殖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
公章号3501220026178，声明作废。
大庆油田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西安国际港务
区分公司，工商注册号610139200000028，遗失公
章，声明作废。
大庆油田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西安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132MA6U51MW76，遗
失公章，声明作废。
福州众恒办公设备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一
枚，印章编码：350102011051，声明作废。
天津市河西区燚鑫房地产经纪服务中心(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20103660307438G)不慎遗失公章、财
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法人人名章，声明作废。
永 年 县 西 河 庄 大 众 饭 店 ( 工 商 注 册 号
130429600588324)，遗失小作坊证，声明作废。
禹州市豫龙耐火材料厂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编
码4110810001445，声明作废。
台州市椒江区智鑫门窗经营部遗失公章一枚，
编号33100210100851，声明作废。
贵阳市乌当区和美婚姻家庭促进社，不慎遗失贵阳
银行乌当支行营业部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7010014184501，账号：10810121080000175，声明作废。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杨俊华烟酒经销店遗失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税号152634198202250313)和营业执照
正本(注册号150102600003620)，声明作废
娄底市娄星区锦上宅门业不慎遗失行政章(防
伪编码：43130210034321)壹枚，特此声明作废！
汝南县常兴镇全网通手机卖场(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411727MA42MD7C46)遗失公章一枚，编
码4128260015660，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北京天助基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工会委
员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81110108587673326X，作废
工会委员会财务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宝蕴辉商贸有限公司(注册号：
110106011038223)作废公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
用章、法人人名章、财务专用章各一枚，特此声
明作废。
作废声明：北京睿孚乐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8LH73E)作废公
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瀚华云企(北京)企业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7MA02AN065J)
作废财务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鸿坤瑞德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73552809538)作废
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祺富达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50672657407)作废法人人名章
(陈魁平)、财务专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北京麦帛儿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6327315215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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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0万元减少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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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华(北京)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228MA0040TF63)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
本。由原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减少至人民
币100万元，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司减资公告见
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或
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霖达(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1MA01FB1229)经股东会决议，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人
民币5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0万元，请有关债权人
自本公司减资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
出清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独木舟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229MA01YLXX0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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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万元减少至66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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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汇鑫兴华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1064859949N)经股东会决议，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原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减少至1万元人民币，请有关债权人自
本公司减资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
清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中萱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16MA04CGYR7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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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6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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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城家族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35524889XM)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原注册资本6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500万元人民
币，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司减资公告见报之日
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
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净纯瑞元(天津)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申请
减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2MABNGPN85T，
拟将注册资本由20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120万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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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棕体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302MA01MY1D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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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万元，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
司减资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
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腾峰时代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5MA01TJ294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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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万元，请有关债权人
自本公司减资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
出清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金元元宾馆(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0179407238XL)经股东和全体职工代表
大会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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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10万元，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司减资公告见报
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或提
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天翼鸿翔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17318027721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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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万元减少至8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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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坦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358337660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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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春明、张海燕，清算组负责人：姬春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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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衡远路通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号：1101080109198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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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卞丽娟、杨美城，清算组负责人：卞丽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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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张庄三妹
小 吃 店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110111MA00LXBH0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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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助保，2022年8月5日。
公告：本企业北京广利泰诚商贸有限公司吊销已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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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已丢失，申明作
废。本企业投资人刘珊珊、关永超对以上承诺的真
实性负责，如果违法失信，则由本企业投资人刘珊
珊、关永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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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珊
珊，联系电话：15910755867。
公告：本企业北京有有鸣锋乐器有限公司吊销已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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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企业投资人雷鸣、刘锋对以上承诺的
真实性负责，如果违法失信，则由本企业投资人雷
鸣、刘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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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锋，联
系电话：18610440888。

致歉声明

  《水墨小画》是戴英越先生依法享有著作权的
作品，本人付佳将该课件改编成了其他课程过程
中，事先未获得戴英越先生的许可，且我将改编后
的课程用于商业经营也未向戴英越先生支付报酬，
侵犯了其对《水墨小画》享有的改编权。因上述侵权
行为戴英越先生造成的损失，我事后深感歉意。今
后绝不再侵害戴英越先生的著作权。

致歉人：付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