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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尚晓璐：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新华区小金星幼
教中心诉你与平顶山市新华区阳光雨露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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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卡及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2022)黔2322民初2374号 杨艳云：本院受理原
告杭州中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杨艳
云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2)黔2322民初2374号民事判决书。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届满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
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2022)苏0311民初7826号 贾伯冶、贾伯余、贾伯
明、贾月琴、贾晓林、贾晓东、贾冬梅：本院受理原
告贾伯全诉被告贾伯冶、贾伯余、贾伯明、贾月
琴、贾月霞、贾晓林、贾晓东、贾冬梅继承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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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
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七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2)豫0402民初3245号 张海生：本院受理原告
李飞甫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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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0784民初2072号 李学(住浙江省金华市
永康市西城街道解放街35号4单元502室)，倪珍(住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宾虹西路2088号B区5幢2单
元202室)，太和县中正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
安徽省太和县旧县镇政府财政所二楼)：本院受
理原告卢子亮与被告刘洪喜、李学、倪珍、太和县
中正房地产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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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0784民初
20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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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2071号 李学(住浙江省金华市
永康市西城街道解放街35号4单元502室)，倪珍(住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宾虹西路2088号B区5幢2单
元202室)，太和县中正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
安徽省太和县旧县镇政府财政所二楼)：本院受
理原告卢子亮与被告李远敬、李学、倪珍、太和县
中正房地产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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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0784民初20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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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1976号 李学(住浙江省金华市
永康市西城街道解放街35号4单元502室)，倪珍(住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宾虹西路2088号B区5幢2单
元202室)，太和县中正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
安徽省太和县旧县镇政府财政所二楼)：本院受
理原告卢子亮与被告李伟、李学、倪珍、太和县中
正房地产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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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0784民初19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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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1975号 李学(住浙江省金华市
永康市西城街道解放街35号4单元502室)，倪珍(住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宾虹西路2088号B区5幢2单
元202室)，太和县中正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
安徽省太和县旧县镇政府财政所二楼)：本院受
理原告卢子亮与被告徐伟、李学、倪珍、太和县中
正房地产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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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2 2 ) 浙0 7 8 4 民初
19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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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1886号 李学(住浙江省金华市
永康市西城街道解放街35号4单元502室)，倪珍(住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宾虹西路2088号B区5幢2单
元202室)，太和县中正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
安徽省太和县旧县镇政府财政所二楼)：本院受
理原告卢子亮与被告王士宾、李学、倪珍、太和县
中正房地产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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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0784民初18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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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1440号 李学(住浙江省金华市
永康市西城街道解放街35号4单元502室)，倪珍(住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宾虹西路2088号B区5幢2单
元202室)，太和县中正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
安徽省太和县旧县镇政府财政所二楼)：本院受
理原告卢子亮与被告耿福真、李学、倪珍、太和县
中正房地产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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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0784民初14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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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冯健博、张艳辉：本院受理石家庄旭成汽车贸易
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为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 2 2 )  冀
0121执580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被执行
人财产申报表、限制消费令、纳入失信告知书、
冻结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3日内自动履行法律文
书确定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的扣划裁定书、失
信决定书即行随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第34日开始
计算公告期限，再经过30日视为送达。

河北省井陉县人民法院
海南幸福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郑天
炳、吴丹与你司劳动争议案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澄劳人仲裁字【2022】
第118号、第119号仲裁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15日内来本委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澄迈县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逾期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澄迈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海南慧江日安运输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王义与
你司劳动争议案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司公告送达澄劳人仲裁字【2022】第140号仲裁
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来本委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澄迈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本裁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澄迈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武汉自由人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王小建、
吴磊、钟礼强、孔江、陈明、王盼、徐帅诉你公司劳
动争议案件，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武劳人仲
东办案字〔2022〕6387号、638 8号、638 9号、639 0
号、6391号、6392号、6393号劳动争议仲裁申请
书和证据副本、应申请通知书、仲裁庭组成情
况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
为送达。定于2022年12月30日9时10分在武汉市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777号光谷公共服
务中心1号楼3楼3069室开庭审理。请准时参加
庭审，否则将依法缺席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期限
为闭庭后30日内，逾期不领视为送达。

武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北京京邦达贸易有限公司武汉汉阳分公司、湖
北京邦达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江苏京东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本委受理徐浩诉你
公司劳动争议案件，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武劳人仲东办案字〔2022〕6020号劳动争议仲
裁申请书和证据副本、应申请通知书、仲裁庭
组成情况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视为送达。定于2022年12月16日9时在武汉
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770号光谷科技
大厦B座2楼仲裁庭开庭审理。请准时参加庭
审，否则将依法缺席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期限
为闭庭后30日内，逾期不领视为送达。

武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喜为餐饮店、武汉吾喜
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秦波诉你公司
劳动争议案件，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武劳
人仲东办案字〔2022〕5997号劳动争议仲裁申
请书和证据副本、应申请通知书、仲裁庭组成
情况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视为送达。定于2022年12月16日9时在武汉市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770号光谷科技大
厦B座2楼仲裁庭开庭审理。请准时参加庭审，
否则将依法缺席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闭
庭后30日内，逾期不领视为送达。

武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芜湖市海杰金属研磨有限责任公司：本委受理王
小多诉你方劳动争议案件，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武劳人仲东办案字〔2022〕6311号应申请通知
书、开庭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及证据副本，自公告
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定于2023年1月11日9时10
分在武汉市高新大道777号光谷公共服务中心1
号楼3楼3069室劳动仲裁庭开庭审理。请准时参
加庭审，否则将依法缺席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期
限为闭庭后30日内，逾期不领视为送达。

武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四川方胜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武汉新希望置
业有限公司、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湖北有限公
司：本委受理任元元诉你公司劳动争议案件，现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武劳人仲东办案字

〔2022〕6100号劳动争议仲裁申请书和证据副本、
应申请通知书、仲裁庭组成情况通知书及开庭通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定于2022年12
月23日9时在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
770号光谷科技大厦B座2楼仲裁庭开庭审理。请
准时参加庭审，否则将依法缺席裁决。领取裁决
书的期限为闭庭后30日内，逾期不领视为送达。

武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武汉彤泽运输有限公司：本委受理苏维诉你方劳
动争议案件，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武劳人仲
东办案字〔2022〕6196号劳动争议仲裁申请书
和证据副本、应申请通知书、仲裁庭组成情况
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
送达。定于2022年12月20日9时在武汉市东湖
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770号光谷科技大厦B
座2楼仲裁庭开庭审理。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
将依法缺席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闭庭后
30日内，逾期不领视为送达。

武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武汉轻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理曾宪洪诉
你方劳动争议案件，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武劳
人仲东办案字〔2022〕5430号应申请通知书、开庭
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及证据副本，自公告之日起
30日视为送达。定于2023年1月11日10时30分在武
汉市高新大道777号光谷公共服务中心1号楼3楼
3069室劳动仲裁庭开庭审理。请准时参加庭审，
否则将依法缺席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闭庭
后30日内，逾期不领视为送达。

武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为华天成科技有限公司、武汉元丰工业投资有限
公司：本委受理丁春艳、李斯宁、施茂胜诉你公司
劳动争议案件，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武劳人
仲东办案字〔2022〕6214号、6215号、6216号劳动争
议仲裁申请书和证据副本、应申请通知书、仲裁
庭组成情况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视为送达。定于2022年12月21日9时在武汉市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777号光谷公共服务
中心1号楼3楼仲裁庭开庭审理。请准时参加庭
审，否则将依法缺席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
闭庭后30日内，逾期不领视为送达。

武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姚英锋：本院受理的原告深泽县宇森塑料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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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视为送
达。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下午2时(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安平县人民法院
楚庆俊：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六安中心支公司起诉被告楚庆俊、陶育好
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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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上午8时30分(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孟凡沙、张博、上海冠信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舟
山冠都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杨国
民与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2022)鄂1381民初23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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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广水市人民法院
赵允达：本院受理杨元凤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鲁1321民初3710号
判决书，自公告起30日内来本院界湖法庭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临沂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沂南县人民法院
潘涛：本院受理原告七星关区池海农产品经营店
诉被告潘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黔0502民初95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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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罗尧琼：本院受理蒲敏诉你离婚纠纷一案【(2022)
川1523民初2642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传票及起诉状副本。原告请
求：1、请求判决原告与被告离婚；2、请求判决
蒲永康、蒲建民由原告直接抚养，请求判决被
告向原告按月支付人民币1000元作为孩子的
抚养费；3、本案所有诉讼费用均由被告承担。
本案定于2022年12月20日9时，在江安县人民
法院四面山法庭不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为送达。答辩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7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7日内。

四川省江安县人民法院
田留住：本院受理代吉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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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
通知、举证通知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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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定于举证期满第3日(节假日顺延)9时在本院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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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伟胜：本院受理的原告张锐锐、王磊诉你等追
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冀1182民初251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深州市人民法院
薛平：原告王绿叶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皖0705民初54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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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松林、袁云：原告朱栋旭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皖
0705民初58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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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市通南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湖北波
镁特复合材料有限公司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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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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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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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为兰、余珍千、陈保国：本院受理无锡市圳德机
械科技有限公司诉你方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
益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2)
苏0205民初3199号民事判决书。你方应于自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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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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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古亭：本院受理王一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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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0205民
初44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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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李洪菠：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贾继涛与你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因你不知去向，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吉0881执2920号执行
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财产申报表、限制消费
令，自公告起经30日内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
三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
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吉林省洮南市人民法院
张世敏、才苗苗：原告杜秀云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吉0881
民初257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30日内来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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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正春、钱昆勇、无锡市胜威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本院执行申请执行人无锡安捷力包装有限公司
与被执行人无锡市胜威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范正
春、钱昆勇一案中，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2)
苏0205执异177、178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之诉。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82民初10010号 李荣琼：我院受理原告
王进菲与被告李卫升、李荣琼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
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本案定于2023年1月6日09
时00分在本院大荆人民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4223号 汪小燕：本院对原告
杭州华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被告汪小燕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民事裁
定、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答辩期、举证期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
三十日内。本案于2023年1月30日上午8点50分
在本院第一法庭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参加诉
讼，逾期未到的，将依法缺席审判。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赵杨、邵先云：本院已受理原告杭州至盛汽车
销售有限公司诉你方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2月
26日上午9：00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梅杰：本院已受理原告六安曙光置业有限公司
诉你、胡喻萍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2月26日上午10：
00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姚作云：本院受理赵燕均、赵涛与铜仁一鼎爆破
工程有限公司、通号建设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
司、姚作云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外
出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浩邦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建湖分公司、江
苏浩邦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盐
城市利鑫矿山器材有限公司诉你委托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
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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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
之日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2月29日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速裁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王家兵：原告安徽成功置业有限公司诉被告王
家兵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2 )皖1502民初538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起来本院民二庭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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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韦正胖、潘酒：本院受理的原告贵阳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三都支行诉被告韦正胖、潘酒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完毕，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22)黔2732民初1086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依法判决：限你们在本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向原告偿还贷款本金30万元以及利息、罚
息、复息，原告对抵押的房屋拍卖、变卖所得的
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等等。本判决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限你们在30日内到本院民事审判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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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赵阿祥：本院受理的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阜阳中心支公司与被上诉人阜阳
市四方物流有限公司、赵阿祥追偿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院(2022)
皖12民终5719号民事判决书判项内容，判项内容
如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
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217元，由中国太
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阜阳中心支公司承
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限你方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该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谢超、胡聪智：本会受理了申请人贺凤博与你们
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案件编号为(2022)庆仲
案字第480号。按照《庆阳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
的规定，本案将按照简易程序进行仲裁，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
《庆阳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等材
料。自本公告公布之日起30日内请你到本会领取
上述材料，逾期即视为送达。答辩或提出反请求、
举证及选定仲裁员的时间为公告期满后五日内，
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7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
午9时在本会(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南大街35号)
开庭，请按时参加，逾期将缺席裁决。

庆阳仲裁委员会
(2022)浙0203民催8号之三 申请人徐州南海皮厂
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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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28390、金额10万元、
出票人宁波唐羽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宁波煜
虹盛新材料有限公司、付款行临商银行宁波鄞
州支行、出票日期2022年6月20日、汇票到期日
2022年12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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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5日本报所刊本院发布的“刑事集资参
与人和民事申请执行人”推选代表参加执行活动
通知的公告中，已选出的代表人之一“石春燕”应
更正为“史春燕”。

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人民法院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杭州诚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王良敏诉

你单位工伤等劳动争议一案已依法受理。因无法

联系你单位，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

开庭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申请书副本。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视为送达。

合肥市庐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西安葵恩梧桐树医疗美容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

陶伟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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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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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锐意鑫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

汶莎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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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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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神驰易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杨

媚、王福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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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8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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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锐度设计顾问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卫奕

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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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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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陇朝盈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本委受理的王

悦、武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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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第937、9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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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好孕优格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刘

思宇、刘叶、张志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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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第1115、1274、12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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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天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刘瑞、

杨静、谭虎、苏田甜诉你单位劳动争议案现已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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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992、993、9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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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学而不厌教育咨询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

本委受理的任国威、何昀怡、王瑞琪诉你方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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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5、1686、16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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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众信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赵江

华、李永利、郝新虎、王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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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9、860、908、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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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金税大账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

本委受理的翁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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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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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月半子餐饮店：本委受理

的李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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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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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共好商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

傅欢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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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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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汇岳商贸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王玉蒙诉

你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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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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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伊迈尔服饰文化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撒

铭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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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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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新未来动力设备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王

香、唐帆、高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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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7、755、12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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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大鹏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沈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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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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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壹派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乔文彬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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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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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顺远、黄秀珠、佛山市顺德区豪杰贸易有限公

司：本会依法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顺

德均安支行申请与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仲裁

案【(2022)佛仲字第1533号】。因你方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证

据材料、仲裁规则、金融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

选定仲裁员的函、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及选定仲裁员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答辩期满后本会

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定于2023年4月11日9时30

分在本会开庭审理本案，签收裁决书的时间为

2023年6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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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信保广场北塔第16楼)。

佛山仲裁委员会

广东华典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钟育强：本会依法

受理李文山申请与你方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

仲裁案【(2022)佛仲字第1677号】。因你方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

书、证据材料、仲裁规则、金融仲裁规则、仲裁员

名册、选定仲裁员的函、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及选定仲裁员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0日内。答辩期满后本会将

依法组成仲裁庭并定于2023年2月28日9时30分在

本会开庭审理本案，签收裁决书的时间为2023年

4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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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信保广场北塔第16楼)。

佛山仲裁委员会

官彩平、李平：本会依法受理广东康和百兴资产

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申请与你方之间关于借款合

同纠纷仲裁案([2022]佛仲字第806号)。因你方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仲裁申

请书、证据材料、仲裁规则、金融仲裁规则、仲裁

员名册、选定仲裁员的函、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及选定仲裁员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0日内。答辩期满后本会

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定于2023年2月10日9时30分

在本会开庭审理本案，签收结案文书的时间为

2023年3月31日，逾期视为送达【见本公告后可到

本会签收上述材料，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佛山新城天虹路46号信保广场北塔16楼】。

佛山仲裁委员会

施泽龙：本院受理原告德清长嘉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与你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22)皖1723民初2272号民

事判决书、交纳诉讼费通知书。自公告起三十

日内来本院送达组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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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池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青阳县人民法院

陈春燕：本院受理李思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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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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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无锡海全塑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北京市浩天信
和(江阴)律师事务所诉你公司诉讼代理合同纠纷
一案，案号为(2022)苏0281民初10820号，现依法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传票、应诉通知书、民事起诉状、
证据材料副本、民事裁定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
权利义务通知书、举证须知、廉政监督卡。自公告
之日起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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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徐霞客人民法庭
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刘冬冬：本院受理黄文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权利义
务、举证须知、授权委托书、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廉政监督卡、诉讼参加人诚信诉讼须知、民
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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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顾卫中、齐来丽：本院受理高新峰诉你们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起诉状副本、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副本、证据
副本、权利义务须知、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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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扣：本院受理梁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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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素梅：原告句容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与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2 )苏1183民初31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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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柏成：本院受理尹德凤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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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等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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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横溪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成都华圣伟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熊晓
威、欧阳吉育、欧育雪萍、韩廷兵、高治宗、王凤
艳、陈映泽、杨朝贤等八人诉你公司劳务合同纠
纷八案(其中熊晓威案原将段平艳列为第三人，
后撤回了对段平艳的起诉)，现依法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2022)云0581民初4253-4260号八案民事
判决书，判决：由成都华圣伟业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20日内分别支付熊
晓威、欧阳吉育、欧育雪萍、韩廷兵、高治宗、王
凤艳、陈映泽、杨朝贤劳务费及公告费13 1 7 2
元、19 6 2元、85 0元、36 5 0元、14 9 2元、21 7 9元、
2964元、5004元。八案案件受理费共424元，由
成都华圣伟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自公告
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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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上海希乙商贸中心：本院受理枣强县环星燃气调
压设备厂与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方公告送达(2022)冀1121民初1442号起诉状
副本【1.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10000元整；2.自
2021年3月8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的利息损失
按一年期LPR利率为基础，加计30%-50%逾期
付款损失计2800元；3.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
费用及一切相关费用。】、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及司法公开告知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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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民事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枣强县人民法院
许文才：本院受理黄晓军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2022)粤1427民初9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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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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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苏0830破56号 本院根据盱眙一品香米业
有限公司清算组的申请于2022年11月4日裁定受
理盱眙一品香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品香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2年11月14日指定
江苏拓力律师事务所为一品香公司破产管理人。
一品香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3年1月10日前，向一
品香公司破产管理人(通讯地址：江苏省淮安市
清江浦区淮海西路99号金汇广场3楼；联系人：徐
凤丽；联系电话：189120856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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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香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
持有人应尽快向一品香公司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本院定于2023年1月17日下午4时在盱眙县人
民法院三楼第五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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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五条之规定，
从即日起至破产清算程序终结之日，一品香公司
应当承担下列义务：一、自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
裁定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
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
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二、自
案件受理之日起停止清偿债务。三、自本院受理
破产申请的裁定送达之日起至破产程序终结之
日，法定代表人、财务管理人员及其他经营管理
人员承担下列义务：(一)妥善保管其占有和管理
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二)根据人民
法院、管理人的要求进行工作，并如实回答询问；
(三)列席债权人会议并如实回答债权人的询问；
(四)未经人民法院许可，不得离开住所地；(五)不
得新任其他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四、管理人接管时，法定代表人应向管理人办理
移交手续，并答复有关财产及业务的询问。

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
王鑫：原告大连中山德云晟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
司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举证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满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15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刘建亮：原告大连中山德云晟小额贷款股份有限
公司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5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十一法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张朵：原告中山区拉斯先生茶餐厅诉你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
证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满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5
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圣中(大连)科技有限公司、王琳、张梁：原告符成
斌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举证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满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08时4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柴俊刚：本院受理原告张磊诉你装饰装修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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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鑫明洋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董明明：本
院受理张天寿诉你们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青0103民初1565
号民事裁定书(中止)、(2022)青0103民初1565号
民事判决书各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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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
唐艳华：本院受理唐光明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吉0581民
初23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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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通
化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民法院
任毅、郭阳、辽阳县银亿针织厂：本院受理陶莹诉
你们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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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法院
谢建国：本院受理岳鹏翔诉你分期付款买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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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提交的证据及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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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于2023年1月6日9时在本院403办公室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
孙静：本院受理刘建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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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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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耿立超投诉天津鼎昌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社会保险缴费的初步检查结论

天津鼎昌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根据耿立超的投
诉，我分中心对耿立超所反映你单位未给其缴纳
2021年11月至2022年4月社会保险费的问题立案
调查，并多次约谈你单位和投诉人，因你单位一
直未配合调查，我分中心已送达《社会保险稽核
通知书》，现将检查初步结果告知如下：经约谈，
投诉人提供了他在你单位工作期间的工资记录、
《仲裁调解书》。但是，你单位一直未按照检查要
求配合调查，并经我们多次催告，截至目前你单
位也未提供耿立超在你单位工作期间的工资台
账及工资收入证明等资料。如果你单位无法提供
投诉人在你单位工作期间的工资台账及工资收
入证明等资料，我们将依照相关法规的规定，按
照投诉人提供的工资记录及《仲裁调解书》等材
料，核算投诉人投诉年度的缴费基数。以上意见
是我分中心对你单位检查的初步结论。请你单位
自接到本初步检查结论之日起七天内，本着实事
求是的原则，按检查的要求配合我们的检查，对
投诉人的收入情况进行数据核对，将核对结果书
面报我分中心，并如实提供投诉人在你单位工作
期间的工资台账及工资收入证明等资料。我分中
心将依据你单位的反馈意见和提供的相关资料，
做进一步调查。你单位如逾期不反馈意见，视为
认可本初步检查结论。

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保税分中心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王勇：本院受理原告卢基荣与被告王勇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无法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 )苏0981民初4483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内容为：被告王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15日内向原告卢基荣支付借款本金34000元
及利息(以本金34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5月3
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3.65%计算)限你
于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不
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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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盐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东台美亚礼品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夏根
罗与被告江苏应欣建业有限公司、东台美亚礼品
服饰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因
你单位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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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丹阳市陈穆华装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东台
经济开发区莫干山装饰材料经营部与被告丹阳
市陈穆华装饰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981民初4182号民
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决：一、被告丹阳市陈穆华
装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向原
告东台经济开发区莫干山装饰材料经营部支付
货款351400元及利息(以351400元为本金，自2021
年3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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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计算);二、驳回原告东台经济开发区莫干山装
饰材料经营部的其他诉讼请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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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86元，保全费2449元，公告费700元，合计10235
元，由被告丹阳市陈穆华装饰有限公司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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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盐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王家齐：本院受理原告周桂方与被告王家齐生命
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981民初3546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主文为：被告王家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之日起3 0 日内向原告周桂方支付货款
106211.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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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8元(被告负担的
部分)，公告费350元，鉴定费1930元，合计4638
元，由被告王家齐负担。你应在公告之日起三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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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盐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王家齐：本院受理原告王晓凤与被告王家齐生命
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981民初3545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主文为：被告王家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之日起3 0 日内向原告王晓凤支付货款
106211.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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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8元(被告负担的部
分)，公告费350元，鉴定费1930元，合计4638元，由
被告王家齐负担。你应在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赵丹语：本院受理原告孙晶岚与被告赵丹语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无法联系，现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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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
通知书、开庭通知、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原
告在诉状中要求判令：1.依法判令赵丹语返还
孙晶岚借款40000元及利息(以40000元为本金，
自2022年7月21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照中
国人民银行同行拆借中心公布的利率即年利率
3.7%计算)；2.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律师代理
费3000元由赵丹语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遇节假日顺延)上午10时在东台市人民法院第
十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郁迎胜：本院受理原告江苏丹徒蒙银村镇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第三人镇江通和机械有限公
司、李春影债权人撤销权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1112民初
186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一、撤销被告郁
迎胜向第三人镇江通和机械有限公司无偿转让
镇江市鑫柳机械有限公司64%股权的行为;二、
撤销被告郁迎胜向第三人李春影无偿转让镇
江市鑫柳机械有限公司25%股权的行为。案件
受理费9800元，保全费30元，公告费700元，合计
10530元，由被告郁迎胜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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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将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陈超：本院受理原告镇江创联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诉被告陈超、第三人镇江市丹徒区远中运输有限
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返
还原告代付款335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2.被告负
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因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
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关于
举报涉黑涉恶线索告知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三
十日内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均自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并于举证期限届满后
第三日下午14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潘亮、吴捷、蒯文：本院受理原告江苏境远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诉你们追收未缴出资纠纷一案，原告
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潘亮、吴捷支付未缴出资款
40万元;2被告蒯文对前述未缴出资款40万元中
的10万元承担连带责任;3 .三被告负担本案诉
讼费用。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开庭传
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关于举报涉黑涉
恶线索告知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自公告
期满后十五日内，并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上
午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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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俊钦：本院受理原告严湘松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苏1112民初235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一、
被告王俊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
告严湘松货款573000元;二、被告王俊钦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严湘松逾期付
款利息(计算方法：以300000元为基数，自2021
年2月12日至2022年2月1日，以57300 0元为基
数，自2022年2月2日至实际付清之日，均按照
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原告严湘松其
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728元，公告费700元，合
计10428元，由被告王俊钦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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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将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吴东良：本院受理原告镇江扬周福副食品有限公
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1112民初2253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内容为：被告吴东良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镇江扬周福副食品有限公
司货款389814.59元。案件受理费7148元，公告费
700元，合计7848元，由被告吴东良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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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将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2年8月26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陈杰
申请宣告公民失踪一案。申请人陈杰称，马金
芳 (女，1962年10月11日出生，户籍地址江苏省
海安市闸东小区9幢10 4室，居民身份证号码
320621196210110424)系申请人的母亲，马金芳
于2012年离家出走，至今未归。申请人于2020
年8月报案，马金芳下落不明已超二年。下落不
明人马金芳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院
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
的，下落不明人马金芳将依法被宣告失踪。凡知
悉下落不明人马金芳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
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马金芳情
况，向本院报告。

江苏省海安市人民法院

道歉声明

  因本人法律意识淡薄，销售有毒、有害食
品，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本人对此行为向公
众诚挚道歉。

道歉人：王嘉成
  本人陈勤路、张强，2021年因法律意识淡薄
销售有毒有害食品，之前从本人淘宝店铺“夜色
魅惑”“狂暴至尊”购买过物品的消费者请不要再
继续使用，可以通过淘宝后台联系我给您退款！
我深刻认识到自己的过错，我认罪认罚，真诚悔
过，为此，特向社会公众公开道歉，并保证以后严
格守法！永不再犯。

道歉人：陈勤路 张强
  因本人法律意识淡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的行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本人对此行为向
公众诚挚道歉。

道歉人：李鑫豪
  因本人法律意识淡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的行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本人对此行为向
公众诚挚道歉。

道歉人：毛益
  因本人法律意识淡薄，销售有毒、有害食
品，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本人对此行为向公
众诚挚道歉。

道歉人：潘洪赟
  因本人法律意识淡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的行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本人对此行为向
公众诚挚道歉。

道歉人：付沛东
  因本人法律意识淡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
行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本人对此行为向公众
诚挚道歉。

道歉人：于子恒

公 告

顾晓泰(身份证号：320411*****1216)：我局立案查
处的上海迪探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未采取措施消
除事故隐患案件已于2022年3月23日作出罚款10
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你作为时任上海迪探节能
科技有限公司负责该项目的直接责任人，我局一
并对你作出罚款2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并于
2022年3月27日向你送达了泰综执罚〔2020〕117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你至今尚未履行上述处罚决
定，因我局无法采取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等方式
向你本人送达《催告书》，现对《催告书》内容公告
如下：责令你自公告期满(公告发出之日起满30
日)后10个工作日内，到江苏省泰兴市城市管
理综合执法大队(泰兴市文昌西路16号)办理缴
纳罚款的手续，并到指定银行缴纳2万元罚款。
如你对本催告有异议，可在自公告期满5个工
作日内到我局政策法规科(泰兴市国庆中路61号)
提出陈述和申辩。逾期视为放弃上述权利。如你
无正当理由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我局将
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联系人：曹娟；电话：052 3 - 8 7 6 5 7 1 2 6；地
址：江苏省泰兴市综合行政执法局305室(泰兴
市国庆中路61号)

泰兴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蔡璟佑(母亲：杨玲，父亲：蔡均帅)遗失湖南省出
生医学证明，编号：T430417204，声明作废。
麦剑东 (性别：男，母亲：安朝平，父亲：麦国良)
出生于2011年5月16日，编号M520364724出生
医学证明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吴沛霖(性别：男，母亲：蒋昌花，父亲：吴旺盛)
出生于2012年08月08日，编号I430655895出生
医学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张曲，身份证(证号：42052919851010303X)于2022年
11月14日丢失，声明作废。自遗失之日起不承担
他人冒用产生的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张金月(身份证号码为：330303197612110029)遗失
车 辆 合 格 证 一 张 ， 车 架 号 ：
LXGEPA723EA015899，发动机号：942.992-C-
0857409，车辆型号：XZJ5722JQAY260，声明作废。
马 小 梅 遗 失 保 险 业 务 员 展 业 证 证 号 ：
06546715892，声明作废。
刘铁飞遗失遵义市铁投新线皓玥四区项目E2-1-
1-5-4号房购房收据一份，编号：1246749，金额：
388341元，声明作废。
史兴华遗失济宁锦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
首付款发票4张，票号200089644，金额5万元整，票号
200089645，金额10万元整，票号200089818，金额30万元
整，票号200089917，金额66092.00元，声明作废。
曹静丽不慎遗失中南珑悦4-1-101；房款收据，收
据日期2020年12月28日，收据号200349018，金额
10 0 0 0 0元；收据日期20 2 1年3月21日，收据号
200349430，金额126000元，收据号200349431，金额
327162，声明作废。
本人耿国祥不慎将律师证遗失，身份证号：装字
第44000164号，工作单位：装甲兵工程学院法律顾
问处，工作证号：10214200790991034，法律职业资
格或律师资格证号：A20059999990024，声明作废。
本 人 高 守 柱 不 慎 遗 失 身 份 证 ，证 号
3704811994021322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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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李明仁律师事务所遗失律师事务所执业许
可 证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31130000MD01760979，声明作废。
北京世纪周林频谱仪营销有限公司丰台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MA00DCLQ7Q)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及公章，声明作废。
北京乾源坤泰商贸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 0 1 0 5 0 5 5 5 6 2 4 6 5B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声明作废。
北京宏信盛泽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海淀分公
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和公章，注册号：
110108015313932，声明作废。
北京圣熙商贸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7MA04DQYU4A)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声明作废。
北京盈科斑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05344387288K)不慎遗失公章(编号：
1 1 0 1 0 5 0 8 7 6 5 6 7 ) 、财 务 专 用 章 ( 编 号 ：
1101050876568)，声明作废。
北京鸿丰谊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 注册号：
110228014129318)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和税务
登记证正本(税号：110228580878978)，声明作废。
北京安泰春德商贸部(注册号：110108604307367)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和公章，声明作废。
文昌文城昕妤文化传媒工作室(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460000MA5U1YD63M)不慎丢失营业执照
正本、公章、法人章(法人：韩昕妤)现声明作废。
吴忠昊凌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遗失宁CF2139(黄
色 ) 道 路 运 输 证 ，证 号 ：宁 交 运 管 吴 字
640302064603号，声明作废。
潍坊丰顿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遗失法人(宋曰
霞)章一枚，声明作废。
濮阳县志锋钢材销售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10928MA40H6DF9K)遗失合同专用章，编号
4109280027588，声明作废。
福泉市烟缘农业综合服务专业合作社 (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3522702565043892N)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宁夏前锋物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法人
章跟财务章( 无编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100397975489X，声明作废。
贵州振联银杏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遗失公章，编号
5206278803236，财务专用章，编号5206278803238，
法人章(田建国)编号5206278806054，各一枚；及银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7058000555002，开户行：
贵 州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沿 河 支 行 ，账 号
0610001200000396，声明作废。
南县三仙湖九芝堂药店遗失行政公章一枚，编码
为：4309210014169，声明作废。
宁化县益国小吃店不慎遗失宁化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2022年7月26日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
可证编号为JY23504240061953，现声明作废。
纳雍县居仁街道桃园社区现代生态农业农民
专 业 合 作 社 遗 失 公 章 一 枚 ，编 码
5205251011990，声明作废。
贵州省美丽家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20502MA6EDMRK74)现注销公章一
枚，编号5205021003778，特此声明作废。
贵州鉴正顺业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变更为贵州
鉴 正 顺 业 商 业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原 公 章 编 码
5201150076038、财务章编码5201150076040，发票章
编码5201150076039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安顺市平坝区齐伯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不慎遗失字样“平坝区齐伯镇关心下一代工作
委员会”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拉尔区峰达汽车修理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150702MA0NTUK64K)遗失公章一枚，编码
1521012004554，声明作废。
广西武宣加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发票专用章
4513230033803，张海的法人章4513230033804、财务专用
章4513230033805、公章4513230033806，声明作废。
晴隆县莲城街道办事处蔡家村村务监督委员会
遗失公章一枚，编号5223240005104，声明作废。
宁远县农业机械化管理局不慎遗失中国建设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宁 远 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账 号 ：
43001585071052507805，核准号：J5655000223502，遗
失公章一枚，编号4311260000288，声明作废。
智慧慧遗失中海宏洋地产(银川)有限公司连湖花
园三区(二期)地下车位A70车位协议，合同编号：
2017-106，特此声明。
闽侯县仙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法
人章(潘福松)各一枚，声明作废。
嘉黎县苏日达农牧民经济合作组织遗失公章(编
号：5424010105044)一枚，现声明作废。
广州蔻隆皮具公司有限公司因在快递派送过程
中正本提单(提单号：WLC21009480；船名：HMM
GARAM；航次：006W；收货人：BULAGGI &
MORE B.V.)，在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振兴路48
号遗失，该提单立即作废，特此声明。
仙游县鲤城爱尚梁品日用百货商行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350322MA33BKD53Q)不慎丢失
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三亚南腾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60000MA5U2Y5M95)不慎丢失公章一
枚，现声明作废。
安康安路通道路交通安全设施有限公司丢失刻
有“安康安路通道路交通安全设施有限公司”字
样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沈阳祥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 2 1 0 1 2 3 3 9 9 2 4 5 7 1 1 5 )遗失财务专用章(编号
2101190067541)，声明作废。
西和县洛峪镇袁付村村民张占子因其保管不慎，
将证号为“西集建(1991)字第56877号”的集体土地
使用证丢失，声明作废。
西和县苏合镇朱河村村民蔡红格因其保管不慎，
将证号为“西集建(1991)字第44214号”的集体土地
使用证丢失，声明作废。
西和县苏合镇聂堡村村民聂良子因其保管不慎，
将证号为“西集建(1991)字第43000号”的集体土地
使用证丢失，声明作废。
西和县苏合镇冯董村村民卢雄因其保管不慎，将
证号为“西集建(1996)字第70925号”的集体土地使
用证丢失，声明作废。
西和县何坝镇范寨村村民郭金子因其保管不慎，
将证号为“西集建(1992)字第20122号”的集体土地
使用证丢失，声明作废。
沈阳创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开户许可证，
账 号 ：2 1 0 0 1 4 1 3 6 0 1 0 5 2 5 0 6 1 0 4 ，核 准 号 ：
J2210023754001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沈阳滂江支行，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北京易融隆鑫投资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791600351W)作废公
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乾源坤泰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5055562465B)作废公章、财务
专用章、法人人名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欣旺角餐饮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11MA01819B1X)作废公章
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三正四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357939918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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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创悦诗柯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53066652164)作废公章、财务
专用章、法人人名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万木撑天美容美发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302MA01MN6X9X)作废公
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法人
人名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圣熙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 1 0 1 1 7MA04DQYU4A )作废公
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法
人人名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央开(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11MA7FE6321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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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万元减至人民币10万元。请债权人自
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
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华电景旭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339756632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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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550万元人民币，
请债权人于见报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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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启华圣达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5MA01Y7NGX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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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万元减少至5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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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英迈琪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11MA01PR657T)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
由人民币1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5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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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迎松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08MA01XAEX4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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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00
万元人民币减少至50万元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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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恒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30100MAC2CB3U0U)经股东决定拟将注
册资本从3000万元减至200万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45日内债权人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
相应的担保。联系人：冯辉13007310527
减资公告：北京清超沃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19MA020JA12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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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万元减少至13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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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童真童心儿童服饰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EAKWX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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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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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锐信美(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5MA006K4E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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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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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公告：吉首市万象二手房交易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3101329426074A)经股东
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清算组成员：范
其华、贾安、向仙兰，清算组负责人：范其华，联系
电话：15174388999，特此公告。
清算公告：河北李明仁律师事务所，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31130000MD01760979，拟近期注销律师事务所，
现通知有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申报
债权债务，联系人：李先生，13832083026，特此公告。
河北李明仁律师事务所 2022年11月16日
注销公告：北京花梨美甲美睫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5MA01K35X7A)经股东决定，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杨静，清
算组负责人：杨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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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联丰永智贸易中心(注册
号：110105011377285)经投资人决定，拟向企业登
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销登记，投资人：洪丽华，请
债权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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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取提存款通知书

厦门市翔安区大嶝街道双沪社区双沪码头的相
关权利人：兹有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政府大嶝街道
办事处根据《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政府关于厦门新
机场北部片区排水除涝工程项目征收土地预公
告》{厦翔政征预告[2021]22号}，于2022年11月7日将
应支付给厦门市翔安区大嶝街道双沪社区双
沪码头的相关权利人的征收补偿款，即人民币
伍佰零捌万肆仟陆佰陆拾捌元整(￥5，0 8 4 ，
668)提存于我处。请相关权利人持身份证件原
件、法院生效判决文书等材料尽快前来我处领
取(地址：厦门市翔安区人力资源大厦一楼24、
25号窗口，联系电话：0592—7083351)。

福建省厦门市鹭江公证处
2022年11月16日

道歉声明

  本人周家吉，男，1978年2月27日生，汉族，公
民身份号码：522424197802270212，贵州省金沙县
人，住金沙县沙土镇三元村三元组30号，因滥伐
林木罪被金沙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后经金沙县人民法院审理作出如下判
决：……责令被告人周家吉在省级以上媒体公开
赔礼道歉。因本人的违法行为，导致生态环境遭
到破坏，现在此向全省人民群众说一声对不起，
并保证坚决改正，永不再犯，恳请大家原谅。

道歉人：周家吉
2022年11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