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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李原彬：本院受理原告周红志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
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权利义务须知、举证通
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答
辩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准时开庭，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硕县人民法院
黎明：本院受理原告王继进诉被告黎明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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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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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塞兵：本院受理原告高佳佳诉被告边塞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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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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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0903民初5480号  谢坤：本院受理
原告唐胜成与被告谢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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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9号  李荣兵：本院受
理原告黄艳与被告李荣兵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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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生珍：本院受理的原告浪才与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新2828民初4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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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浙0482民初2244号  黄慧慧(身份证
号码：341227********8015)：本院受理原告
平湖市新埭镇冰鸟纺织品商行诉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2)浙0482民初2244号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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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
(2022)川0903民初5974号  刘红英：本院受理
原告四川天府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诉
被告刘红英信用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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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小周：我院受理的原告李如学诉你民间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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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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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川0903民初5352号  郑海华、郑亚东、
蔡星宇、遂宁市船山区周乔实验幼儿园：本院
受理原告遂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郑海华、郑亚东、蔡星宇、遂宁市船山区
周乔实验幼儿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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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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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0784民初1916号  被告：张太雄，住
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木卓镇茶卓村民委员会
大地91号，公民身份号码：5321281985****
4511：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义乌市分公司与被告张太雄、中国太
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缙云支公司壶镇
营业部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由于被告张太雄下落不明，适用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
(2022)浙0784民初191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由被告张太雄支付原告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公司垫付的保险理
赔款14875元，款项限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
完毕。二、由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缙云支公司壶镇营业部在保险范围内
赔偿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义
乌分公司垫付的保险理赔款2000元，款项限
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完毕。三、驳回原告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公司的
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
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应当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22元，公告费1450元，合计1672元，由被告张太
雄负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浙江
省永康市人民法院立案庭209办公室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的十五天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2371号  被告：常玉，住
贵州省赫章县古基乡革闹村革闹组，公民身
份号码：5224281978****4429：本院受理原告
韩奎与被告常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由于被告常玉下落不明，适用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2022)
浙0784民初237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由被告常玉归还原告韩奎借款20000元并支付
违约金(其中2020年3月4日起至2020年8月19日
止的违约金按年利率24%计算，从2020年8月20
日起的违约金按合同成立时的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判决确定付款之日
止)，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后七日内履行完毕。
二、驳回原告韩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
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的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0元，由被告常玉负担
505元，由原告韩奎负担295元；公告费1214元，
由被告常玉负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
内来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立案庭209办公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十五天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豫0402民初4316号  郑松山：本院受
理原告范延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豫0402民初4316号民事
判决书，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
本公告刊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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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2021)豫0402民初5058号  宋黎：本院受理
原告平顶山市润升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诉
你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你公
告送达(2021)豫0402民初5058号民事判决书。
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
刊登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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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刘欣：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与你取得联系，在公告送
达后依法将此案转为普通程序，本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黔0326民初843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若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2022)豫0402民初1924号  段晓盼：本院受理
原告平顶山市新华区老郭精品干果行诉你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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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和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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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事审判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2022)豫0402民初1457号  吴春岭、魏巍：
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凝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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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和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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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事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安康市高新区奢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张静、刘世万诉你们装饰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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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副本、当事人举证责
任须知、当事人权利义务须知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
30分在本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廖正香：本院受理原告秦以艳诉你离婚后财产纠
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925
民初1835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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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陈永奎：本院受理曹家晓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皖
1182民初27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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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宝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上诉人枣强县大
营镇芍药村村民委员会因不服(2021)冀1121民
初2181号民事判决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并定于公告送达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七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培珠：本院受理武文洁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皖1324民
初354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30日内来本院
民三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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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泗县人民法院
彭跃飞：顾壮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3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号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
李强、李昆明：本院受理刘艳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皖
1202民初33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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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飞、孙丽丽、安徽皓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李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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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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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东：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鞍山立山支行与被告汪东信用卡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辽0304
民初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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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浦丽侠：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鞍山立山支行与被告浦丽侠信用卡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辽
0304民初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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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卓：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鞍山立山支行与被告于卓信用卡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辽0304
民初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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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耿桂芬：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鞍山立山支行与被告耿桂芬信用卡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辽
0304民初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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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秀珍：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鞍山立山支行与被告张秀珍信用卡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辽
0304民初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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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黔0625民初1377号  贵州丰源众鑫建筑
工程劳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堪基建(集
团)有限公司与你公司、雷宗楷、第三人徐磊建设
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地址不明，法
定代表人不知去向，特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
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向本院提交证
据的举证期限和答辩期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并定于2022年9月20日上午9时0分在本院民事审
判庭办公室依法对涉案鉴定材料进行质证，逾
期未到庭，视为放弃质证权利。

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2022)黔0625民特4号  申请人李会芹要求宣
告失踪人王治新死亡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参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
五条之规定，特发出失踪人王治新(王治新，
男，1981年10月4日出生，土家族，住贵州省印江
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新寨镇乐洋村凤棚组，公民
身份号码：522226198110043250)的公告。公告期
为一年，一年期届满，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王拱林：本院受理原告北川羌族自治县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被告王拱林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22)川0726民初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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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2022)川0726民初1411号  李文辉：本院受理
原告陈学模与被告李文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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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和30日内。开庭时间定于2022年10月11日上午
9：30分在北川羌族自治县永安人民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2022)川0726民初1398号  罗中旭：本院受理
原告李明英与被告罗中旭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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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和30日内。开庭时间定于2022年10月11日上午
10：30分在北川羌族自治县永安人民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2022)浙0382民初7127号  蔡哲彬、张文：本院
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支行与
被告徐素英、陈光芬、姜立峰、蔡哲彬、张文信
用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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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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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亿硕实业有限公司、袁冬华：本院受理泰兴
市响晴置业有限公司与泰兴市臻汐实验仪器设
备有限公司、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分
公司、你们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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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亿硕实业有限公司、袁冬华、海门市锦琴建
设经营部：本院受理泰兴市响晴置业有限公司
与泰兴市臻汐实验仪器设备有限公司、江苏中
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江苏中南建筑
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分公司、你们票据
追索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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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时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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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裁公告

李阳(身份证号：13068419****207019)：本会受理
申请人河北燕融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你、张顺杰
(身份证号：13068419****082772)之间的合同纠
纷一案(【2021】保裁字第337号)，现依法向你送达
组庭通知书、开庭通知书，自公告起经30日即视
为送达。期满后，本案将于2022年9月21日9时在
本会第二仲裁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决。

保定仲裁委员会
丁保立(身份证号：13068219****072717)、丁玉辉
(身份证号：13068219****232719)：本会受理申请
人保定市力伟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与你们之间
的合同纠纷一案(【2021】保裁字第377号)，现依
法向你送达仲裁通知书(二)、仲裁申请书及证
据副本、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仲裁费用表、
选定仲裁员通知书，自公告起经30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书、举证、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10日内。答辩期满后本案将组庭
并于2022年9月30日9时在本会第二仲裁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决。

保定仲裁委员会
拱宇飞(身份证号：23022319****161238)、吴亚静
(身份证号：13063719****141223)：本会受理申请
人康鑫亮(身份证号：13060419****090915)与你
们之间的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1】保裁字第
395号)，现依法向你们送达组庭通知书、开庭通
知书，自公告起经30日即视为送达。期满后，本
案将于2022年9月27日9时在本会第二仲裁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决。

保定仲裁委员会

天门市教育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柯晓伟，公民身份证号：4207021990**
**6956，住址：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房产大厦602。
  我局发现你实施了以下违法行为：2021年10
月至2022年1月期间，你以邱瑜开设的鄂州忆触
记发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经营范围：教育信
息咨询服务；企业形象策划服务)的名义与部分
参加培训的学生家长签订了《忆触记发高效记
忆训练权益书》，租用陆羽酒店会议室开设“最
强大脑”培训班，对学龄儿童、青少年进行智力
培训，并约定了相关培训费用和培训时间。违反
了《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第五条“经营者未
依法取得许可从事经营活动的，由法律、法规、
国务院决定规定的部门予以查处；法律、法规、
国务院决定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的，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部门予以查
处。”和第七条“经营者未依法取得许可且未依
法取得营业执照从事经营活动的，依照本办法
第五条的规定予以查处。”之规定。
  依据《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第十二条
“从事无证经营的，由查处部门依照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和《民办教育促进法》
第六十四条“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擅自举办民办
学校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教育
行政部门或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会
同同级公安、民政或者市场监督管理等有关部
门责令停止办学、退还所收费用，并对举办者
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构成违反
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
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规定，我局决定给你如下行政处罚：1.责令当事
人停止办学；2.处一倍罚款共计人民币509860
(伍拾万零玖仟捌佰陆拾)元。因无法直接送达，
且邮寄送达被退回，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天
门市教育局行政处罚决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你可到我局领取该行政处罚决定书(地
址：湖北省天门市钟惺大道35号，联系人：田
华，联系电话：0728-5342438)，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你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
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天门市人民政府申请
行政复议，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天门市法院提
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
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特此公告。

天门市教育局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河南鑫聚园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审原告
赵清香与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豫1602民再2号民事裁
定书，原审原告赵清香申请撤回诉讼，本院予以
准许。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
视为送达。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
王体锋：本院受理案外人祁红卫、原审原告韩
守邦与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再审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豫1602民再1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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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周口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
榆林市榆阳区十八墩煤矿：本院受理山西伟
鼎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证据、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2022
年9月27日9时在本院411室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
潘江峰、程秀丽：本院受理闻喜中鑫小额贷款有
限责任公司诉你们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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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不提交视为放弃相
关权利。定于2022年9月28日9时在本院审判楼
309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
姜翔：本院受理原告张刚诉你加工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组成通知
书、保全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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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华山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
赵金勇：本会依法受理的叶志雄申请与你方之
间[2022]佛仲字第094号民间借贷纠纷仲裁案，依
法组成仲裁庭后于2022年6月23日在本会进行了
不公开开庭审理。申请人叶志雄庭后补充提交
了新的证据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该证据
材料及本案《延期结案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另，仲裁庭定于2022年
10月14日9时30分在本会第二次不公开开庭审
理本案。本案签收裁决书的时间为2022年11月
20日，逾期视为送达【见本公告后可到本会签
收上述材料，地址：佛山市顺德区佛山新城天
虹路46号信保广场北塔(1号楼)第16层】。

佛山仲裁委员会
天津鑫厨快餐配送有限公司：你单位未依法
为吴文龙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现依法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限期整改指令书，限你单位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到北辰区果园南道2
号人社执法支队领取[津北辰]劳监改字(2022)
第16号整改指令书(送达后五个工作日内为吴
文龙办理社会保险登记)。逾期不领视为送达。
逾期不履行整改指令将依法对你单位进行处
罚。如不服整改指令，可提起行政复议或诉
讼，但不得自行停止执行。

天津市北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丹东鑫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丹仲
裁字(2022)第46号申请人丹东边境经济合作区
海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你公司履行合同
纠纷一案，请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
会领取仲裁申请书、仲裁员名册等相关法律文
书，提出答辩书和仲裁员选定书的期限为公告
期届满之日起15日内，领取仲裁庭组成通知书
的期限为答辩期届满之日起3日内，答辩期届
满之日起第5日13时30分在本会开庭(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逾期将依法缺席仲裁。

丹东仲裁委员会
西安杰森斯坦森游泳健身管理有限公司：西安
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定于
2022年9月30日9时在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申请
人苏守栋、杨建豪、王彦东、李健、王斌、马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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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
书副本、应诉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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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丝路智云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西安
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定于
2022年9月30日14时在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申
请人郭晓佳、冯玉芸与你方劳动争议案，现参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之规定向你方送达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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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跃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市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定于2022年9月30日
11时在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申请人刘雪宁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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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书副
本、应诉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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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学而不厌教育咨询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
西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定
于2022年9月30日16时在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申
请人任国威、何昀怡、王瑞琪、高赐昀与你方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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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书副本、
应诉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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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壹咖品牌管理有限公司：西安市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定于2022年9月
30日9时在第二仲裁庭开庭审理申请人赵彤、
王思燃、杨森与你方劳动争议案，现参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
定向你方送达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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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世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西安市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定于2022年9月30日
10时30分在第二仲裁庭开庭审理申请人刘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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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
书副本、应诉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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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小河溪谷科技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西安
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定于
2022年9月30日14时在第二仲裁庭开庭审理申请
人喻垚、苏日嘎拉吐、蒙帅、李晓妮与你方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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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书副本、应
诉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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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俱百家享租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俱百家家
具租赁(西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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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16时在
第二仲裁庭开庭审理申请人杨航、华康、高晓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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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
书副本、应诉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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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金尧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西安市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定于2022年10月11
日9时在第三仲裁庭开庭审理申请人康帆、左雪
梅与你方劳动争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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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请书副本、应诉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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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欧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西安市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定于2022年10月11
日10时在第三仲裁庭开庭审理申请人田晓维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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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书
副本、应诉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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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核华兴达丰机械工程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
重庆联吉服务外包有限公司：西安市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定于2022年10月11
日11时在第三仲裁庭开庭审理申请人张海海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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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书
副本、应诉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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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少年冒菜店：西安市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定于2022
年10月11日14时在第三仲裁庭开庭审理申请
人李捷、韩小玲与你方劳动争议案，现参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向你方送达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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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商合至诚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西安市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定于
2022年10月11日15时在第三仲裁庭开庭审理
申请人王金涛、刘茜与你方劳动争议案，现参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之规定向你方送达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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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福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市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定于2022年10月11
日16时30分在第三仲裁庭开庭审理申请人宿振
国与你方劳动争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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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请书副本、应诉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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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华航综合建设发展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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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9时在第
一仲裁庭开庭审理申请人吴巍与你方劳动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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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书副本、应诉通
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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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国东置业有限公司：西安市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定于2022年10月12日10时
在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申请人张华与你方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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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书副本、应
诉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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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那斐家具有限公司：西安市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定于2022年10月12日14
时在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申请人孙宁与你方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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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书副本、
应诉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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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油昊远(大连)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我局决定
恢复关于王学德工伤认定申请程序，现向你
公告送达《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长人社
二工调字[2022]016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
为送达。请在收到该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向
我局答辩及举证，逾期，我局将根据调查结果
依法作出工伤认定结论。联系电话：0431-
84651014，联系地址：长春市自由大路5188号

长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冯麟翔(性别：男，父亲：冯祖坤，母亲：甘润
碧)出生于2017年2月16日，编号Q520197724
出生医学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张心晴(性别：女，母亲：李娜，父亲：张小伟)
出生于2017年06月15日，编号Q412096562出
生医学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邓运林(母亲：荣立强，父亲：邓细勇)遗失湖南
省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430430717，声明作废。
刘洋(性别：男，父亲：刘桂元，母亲：郭瞒娥)
出生于2015年11月24日，编号P430730556出生
医学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何新桐(性别：女，母亲：张品，父亲：何兵)出
生于2018年04月18日，编号R520011938出生
医学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张瑞源(性别：男，母亲：陈磊，父亲：张强龙)
出生于2019年02月04日，编号T520150251出
生医学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孙易锌(性别：男，母亲：易婷，父亲：孙勇)出
生于2015年11月24日，编号Q430517554出生
医学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周灵萱(母亲：于珊，父亲：周全亮)遗失湖南省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430836060，声明作废。
周艺雯(性别：女，父亲：周昌营，母亲：董丽)
出生于2019年12月17日，编号T520704447出
生医学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王心钰(性别：女，母亲：郝丹华，父亲：王大
鹏)出生于2015年11月13日，编号P411204668
出生医学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刘珂豆(性别：女，母亲：刘芹贝，父亲：湛辉
雄)出生于2016年3月10日，编号Q430513642
出生医学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湛明川(性别：男，母亲：刘芹贝，父亲：湛辉
雄)出生于2016年3月10日，编号Q430513641
出生医学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封依涵(性别：女，母亲：李芳，父亲：封红超)
出生于2015年12月18日，编号P410827989出生
医学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鞠晓明不慎遗失兰州城市大学报到证，学号：
20171501060209，声明作废。
郭银遗失凤凰国际10-1-30-2号房大修基金
收据(编号9225434，金额7174元)和契税收据(编
号9225433，金额7573元)，声明作废。
北京东方舒雅装饰中心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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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110114MA02M1GK70，声明作废。
北京天下石圣建材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748838399F，声
明作废。
北 京 嘉 信 创 业 广 告 有 限 公 司 ( 注 册 号 ：
1101052141309)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和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110105722611743)，
声明作废。
北京金扬润达控股有限公司不慎遗失食品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1Y31131011472740，声明作废。
北京脑力空间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5MA01G4Q443)不慎遗失营
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中科转(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08MA007DFX64)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和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发
票专用章、法人人名章，声明作废。
北京乐发利民五金建材商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110228604105639，声明作废。
北京华成雅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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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10105MA009QP067，声明作废。
梁山县星期八家常菜馆食品经营许可证(编
号：JY23708320019352)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贵州朗意律师事务所赵霞林律师，因不慎将
贵州省司法厅2021年3月8日颁发的律师执业
证遗失，执业证号：15205201811022525，执业证
书流水号：11294043，现声明该证作废。
宁夏佳鑫洁能技术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
章、法人(陈雪娜)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贵 州 幺 辣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公 章 ，编 号
5227266004879遗失，声明作废。
保定市莲池区水岸西饼屋遗失食品经营许
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JY11306060016659，
声明作废。
辽阳市鼎峰石化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天津分公
司不慎将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人名章遗
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MA07E1GC24，
特此声明作废。
务川自治县大坪街道龙潭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7037000410001，开户
行：贵州务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
坪支行，声明作废。
福安市千叶日式简餐店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
可证副本，有效时间至2026年11月03日，编号：
JY23509810093824，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北京乐丽口腔诊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1UDED2Y)作废公
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玉才餐饮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15MA01A6NR63)作废公
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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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一品慧诚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8MA01FQRK6J)作废财务专用章一
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浪漫一生摄影有限公司顺义
区 分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13MA019CWDXN)作废发票专用章一
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华夏惠民图书(北京)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MA008EKH50)作
废财务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盈颖特意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MA020M5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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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北京太义通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758221923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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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万元减少至人
民币51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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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科博华(北京)环境工程技术研
究 院 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335610900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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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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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泓惠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335608333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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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万元减少至
人民币27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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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秋硕伟业机械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57904057X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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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1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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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凇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MA01HKYM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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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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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致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8MA7LW0302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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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2022年8月11日，北京住百家资产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因吊销，拟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
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林岩，联系
电话：15901214295。
公告：北京住百家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号：110105019778735，经股东会决议解散。
清算组成员：张亨德、邹鑫、王延安、刘溪宁、江
李涛、丁湘凝，清算组组长：张亨德，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北京京鲁鹏达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56977020011)经
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组负责人：李纳，清算组成员：李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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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野威狼服装商贸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6344408798T)经股东
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
组成员：罗俊茂，清算组负责人：罗俊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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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万鼎地康胜羽毛球俱
乐部(注册号：110115010683087)经投资人决定，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销登记，投
资人：石岩，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60日
内向本企业投资人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公告：北京育
林 全 新 中 医 诊 所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110115L44757665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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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洪琴，2022年8月11日。
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公告：北京郭
云 程 商 店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110228MA01BPCP7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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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云程，2022年8月11日。
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公告：北京王
志 鹏 酒 家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110116MA00F5E52W，现拟变更为企业组织
形式，变更后的企业类型为有限公司，变更后
的名称：北京鸿运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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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鹏，2022年8月11日
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公告：北京荣
霞 仓 储 服 务 中 心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110116MA00GTA90K，现拟变更为企业组织
形式，变更后的企业类型为有限公司，变更后
的名称：中冉霞光(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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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荣霞，2022年8月11日。
公告：本企业北京宏林广告有限公司吊销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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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企业投资人董保伟、张锐对以上承诺的
真实性负责，如果违法失信，则由本企业投资
人董保伟、张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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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保伟，联系电话：158031460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