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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黄勇杰：本院受理蕉岭县广福镇宏鑫胶合板厂与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22)粤1427民初665号，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等诉讼
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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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15日内，定于举
证期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
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
詹建铨：本院受理李军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原告诉讼请求为：一、请求判令被告
立即给付原告挖机工时费尾款及为其垫付工
人工资二项共计2300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
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在本院固东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郭立安：本院受理云南金鑫大农业有限公司与
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 )云0581民初3655号民事判决书、生效裁
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判决：由被告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款项213500元。案
件受理费4502.5元，由被告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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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叶皓：本院受理云南金鑫大农业有限公司与你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 )云0581民初4110号民事判决书、生效裁
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判决：由被告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款项96500元。案
件受理费2212.5元，由被告负担。自本公告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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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副本，上诉于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李静：本院受理韩所兵与蔡海峰、你、中国平安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与紫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281民初
14668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临港经济开发区人民法庭领取，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无锡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贵州华飞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江阴市三
杰实业有限公司与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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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7号民
事裁定书、(2022 )苏0281民初92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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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子朝：本院受理刘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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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1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须知。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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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2)苏0281
民初71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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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晶：本院受理徐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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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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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阳：本院受理许宝猜与你加工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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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15日内。并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9时15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下蜀法庭第二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杜金东：本院受理余小伟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1183民初
22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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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晓猛：本院受理范敏与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1183民初
10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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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晟东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陈超与你公司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2022 )苏1183民初24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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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程、章晓玲：本院受理广州碧桂园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句容分公司与你们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苏1183民初
22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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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厚桦：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分行与你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
桂0703民初2930号起诉书副本、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告知审判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简易
程序转普通程序裁定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
经30日视为送达。答辩状提交的期限和提交证
据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2022年11
月16日15时3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
孙家朋：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
(2022)辽0115民初132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到本院第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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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陈小伟：本院受理费宁芝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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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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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长福、陶春兰、朱东梅：本院受理庄共华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2 )苏1183民初21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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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句容容辉生活广场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南京盛
通电梯有限公司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举证须知、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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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30日内。并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马东泉：本院受理刘海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须知、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肖庆其：本院受理江阴全星源装饰有限公司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
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权利义务告知书、
举证须知、廉政监督卡、(2022)苏0281民初943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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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9时(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滨江法庭第五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张家港保税区盛洋西贝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江苏松航石化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2022 )苏0281民初57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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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志庆、徐秋芬：本院受理曹顺元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苏0281民初158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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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志明：本院受理江军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须知、权利义务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转换程序通知书、廉政告知
书、审判团队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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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长江：本院受理张勇诉你运输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监督卡、合议庭
成员通知书。原告的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
告支付原告运费19500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
告停运损失2000元。3、由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
诉讼费用。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
内。定于2022年11月25日8时3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王全行：原告兴隆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被告王
金生、王楷涵、王全行、戴亚如、王超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冀
0822民初367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河北省兴隆县人民法院
林开先、曾丽平：本院受理刘林涛诉林开先、曾丽
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2）吉0192民初1109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容如下：被告林开先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
偿还原告刘林涛借款本金30万元并支付利息（以
30万元为基数，自2021年6月19日起，按照月利率
10.8%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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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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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美哉科技有限公司：你单位未按时足额偿还
张庆霞先行支付工伤保险金的行为，依据《社会
保险法》、《工伤保险条例》、《社会保险基金先行
支付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我单位已于2022年1
月25日作出《工伤保险金限期偿还决定书》并公
告。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
四条规定，特催告你单位在接到本通知后十日内
到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宝坻分中心主动
履行《工伤保险金限期偿还决定书》内容要求，即
归还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张庆霞的工伤待遇
90702.60元(玖万零柒佰零贰元陆角)。对以上催告内
容，被催告人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力。如要求陈述、
申辩，你单位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三日内，向我
单位提出书面陈述、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
为放弃此权利。我单位将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自本公告之日起经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宝坻分中心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朱宏岩：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中成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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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点在本
院综合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黑龙江省甘南县人民法院
李金宝、刘波尔：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中成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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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点在
本院综合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黑龙江省甘南县人民法院
营山县联友针织服装厂、全建平：本院受理原告
罗茂武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
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川1322民
初262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全建平于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向原告罗茂武
偿还欠款1015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自公告之日
起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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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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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山县联友针织服装厂、全建平：本院受理原告
叶爱民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
外出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川1322
民初2611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全建平
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向原告叶爱
民支付购货款44972元并支付逾期利息。自公告
之日起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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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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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正好：本院受理原告潘勋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苏0831民初1332号民事判决书，裁判结果：被
告罗正好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
向原告潘勋支付货款80794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
80794元为基数，从2022年5月13日起至实际付款之
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1.5倍计算)；案件受理费910元，由
被告罗正好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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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
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衡静：本委受理的申请人新沂市博远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与你因合作协议纠纷一案，现已仲裁终结。因
你地址不明，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徐州仲裁委员会

（2022）徐仲裁字第347号裁决书，限你在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委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本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即发生法律效力。

徐州仲裁委员会
周丽娟、蔡美珍、缪雨潼：本会受理的张家港建
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你商品房买卖合同
争议一案[(2022)苏仲裁字第0581号]，因无法直
接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
书、变更仲裁请求申请书及证据副本及仲裁通
知书、变更请求仲裁通知书、本会仲裁规则、仲
裁员名册、仲裁员选定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会领取以上文书，逾期视为送达。
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送达期满后15日内。

苏州仲裁委员会
泷海食品集团（海南）有限公司：本委已经受理李壮
栏、陈泽广、林贝贝、郭金霞、王小妹、符桂芹、陈秋
雨、唐定南、马良运与你公司劳动争议案（儋劳人仲
案字〔2022〕第161号、169号、175号、176号、177号、178
号、179号、182号、206号），并定于2022年11月17日9时开
庭审理。因相关仲裁文书无法送达你公司，限你公
司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海南省儋州市那大
镇中兴大街西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院402室，电话：0898-23313090）领取应诉通
知书、申请书、开庭通知书等，逾期未领取视为送
达。如不按时出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海南省儋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海南尚钦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已经受理唐珊珊、陈
纪伶与你公司劳动争议案（儋劳人仲案字〔2022〕第
74号、75号），并定于2022年11月16日9时开庭审理。因
相关仲裁文书无法送达你公司，限你公司在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海南省儋州市那大镇中
兴大街西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院402室，电话：0898-23313090）领取
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开庭通知书等，逾期未领取视
为送达。如不按时出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海南省儋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海南北纬十八度果业有限公司：本委已经受理李钢
锐、朱慧、张达专、陈明朝与被申请人你公司劳动争
议案（东劳人仲案字〔2022〕第143-146号），并定于
2022年12月1日9时开庭审理。因无法送达你公司，限
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东方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楼，电话：0898-25522015）
领取应诉通知书、申请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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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海南北纬十八度食品加工有限公司：本委已经受
理翁平梅与被申请人你公司劳动争议案（东劳人
仲案字〔2022〕第150号），并定于2022年11月30日9
时开庭审理。因无法送达你公司，限你公司在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东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2楼，电话：0898-25522015）领取应诉通知
书、申请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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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遗失声明

黄锦文 (性别：男，父亲：黄洲彬，母亲：刘丽香)
2017年05月03日出生，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Q350592795现声明作废。
朱恩彤(性别：女，父亲：朱永恒，母亲：叶香平)出
生于2012年12月12日，编号M430048786出生医学
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杨长毅(性别：男，母亲：彭艳侠，父亲：杨兵)出生
于2018年04月22日，编号R430710890，出生医学证
明遗失，声明作废。
陈俊维(性别：男，母亲：王艳，父亲：陈同朝)出生
于2017年01月13日，编号Q430852728，出生医学证
明遗失，声明作废。
张勇东，不 慎 将 身 份 证 遗 失 ，身 份 证 号 码：
150202196802151518，声明作废。
马梓赫不慎遗失警官证，证号：000822，单位：吉林
省公安厅，声明作废。
王永富，系山东顺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律师执
业人员实习证丢失，证号：37012112113999，声明作废。
黄银柱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屋所有权证
房产权原户主黄银柱坐落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张
镇永强家园三号楼二单元101室，特此证明作废。
刘忠钰遗失军官证，证号：军字第0156120，声
明作废。
北京中地大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第六分院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1101081972758，
公章一枚，财务章一枚，法人章一枚（杨贤雨），合
同章一枚，发票章一枚，声明作废。
北京杨贤雨建筑设备租赁中心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110108601615872，公章一枚，
财务章一枚，合同章一枚，法人章一枚（杨贤雨），
发票章一枚，声明作废。
北京加华红雨建筑材料销售中心不慎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1101082971885，公章一枚，
财务章一枚，法人章一枚（杨贤雨），合同章一枚，
发票章一枚，声明作废。
乾源工贸(天津)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8MA06JP3H2P)不慎遗失公章、法人人名
章，声明作废。
艾明鑫(天津)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1MA073TE679)不慎遗失财务专用章、发
票专用章、法人人名章，声明作废。
三亚合兴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60200798735769C)不慎遗失财务专用章一
枚，现声明作废。
牙克石市金利恒不锈钢经销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150782MA0PHQGC3Q)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福建省松溪银通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不慎丢
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兰州西化涂料有限公司，账号2703001509200020589，
遗失合同专用章(编号6201025062341)、财务章(编号
6201025062342)、法人朱雪琴私章，开户行：中国工商
银行拱星墩支行，声明作废。
北京查正光百货商店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1101093025647，声明作废。
北京汉俊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6MA00EYR59H，声明作废。
北京文昌星电子技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1101082467770)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税务
登记证(税号：1101086336124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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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作废。
福建福晟物业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印章
编码：3501310036452；财务章一枚，印章编码：
3501110102598，声明作废
天津泽英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2010257830751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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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蓟州区子靖建材销售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120225MA071YFJ2L)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会贤雅叙(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6MA0090890R)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和公章，声明作废。
兹有西和县稍峪镇郭河村村民郭兴有因其保管
不慎，将证号为“西集建(1990)字第37022号”的集
体土地使用证。
作废声明：北京黑马传奇广告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11MA0013P344)作废公章、财
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法人人名
章，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北京智趣家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8MA001QJE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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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62.6553万元减少至25252.6553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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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慧益云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87999690738)经股东决定，现公司拟向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姚正金，清算
组负责人：姚正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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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中海银河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8MA01DD4C8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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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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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迪汇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87877587036)经股东决定，拟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张岩，清
算组负责人：张岩，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公告：本企业北京市光照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吊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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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企业投资人曹莉君、曹建伟对以上承诺
的真实性负责，如果违法失信，则由本企业投资
人曹莉君、曹建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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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建伟，联系电话：13501099593。
“天津捷信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汽车街天津二手车拍卖中心拍卖拍卖时间为：
  10月7日10日11日12日13日14日17日18日19日
20日21日24日25日26日27日28日31日
  11月1日2日3日4日7日8日9日10日11日14日15日
16日17日18日21日22日23日24日25日28日29日30日
  12月1日2日5日6日7日8日9日12日13日14日15
日16日19日20日21日22日23日26日27日28日29日30
日均下午两点拍卖
  预展时间：每场拍卖日上午开始(9：30-14：00)
  展示、拍卖地点：天津空港经济区环河西路8
号空港国际汽车园
  保证金：人民币贰仟元人民币/台

合肥市节节高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管理人声明

  根据安徽三建工程有限公司的申请,合肥铁
路运输法院已于2022年1月19日作出(2021)皖8601
破申74号《民事裁定书》,受理合肥市节节高农业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2年2月
8日作出(2022)皖8601破11号《决定书》指定安徽皖
正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
  管理人履职以来，依法履行通知义务，但至
今为止仍未能接管到债务人营业执照正副本、公
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法定
代表人名章及其他印章等，为了维护债务人财产
安全，确保破产清算案件顺利进行，防止在破产
受理后出现滥用企业印章、从事与破产清算无关
的事项或其他违法事项，管理人特作如下声明：
  自2022年8月9日起，因上述印章及证照产生
的一切法律行为与合肥市节节高农业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及管理人无关，合肥市节节高农业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及管理人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特此声明。

合肥市节节高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9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