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珩超、金丽萍：本院受理的新疆天盈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新疆福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宝塔石化集团有限公司与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新疆宝塔石化有限公司、孙

珩超、金丽萍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9）最高法民终 872号案件的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中信澳洲商品贸易有限公司（CITIC AUSTRALIA COMMOD-

ITY TRADING PTY LTD）、青岛德诚矿业有限公司、德正资源控股有
限公司、化隆先奇铝业有限责任公司、陈基隆：本院受理上诉人威海市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信用证欺诈纠纷三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9）最高法民终903号之一、（2019）最高法民终904号之一、（2019）
最高法民终951号之一民事裁定书，本院裁定撤销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8）鲁民初15号之一、（2018）鲁民初7号之一、（2018）鲁民初8号之一

民事裁定，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本案。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向青岛德诚矿业有限公司、德正资源控股有限公司、化隆先奇铝

业有限责任公司、陈基隆送达；经过3个月，即视为向中信澳洲商品贸易

有 限 公 司（CITIC AUSTRALIA COMMODITY TRADING
PTY LTD）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韩俊明、屈立强：本院受理的（2019）最高法民辖终 448 号上

诉人唐宝利与被上诉人北京碧桂园凤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及原

审被告三河市宏达轧钢有限公司、三河市宏达钢管厂，原审第三

人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滘支行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最

高法民辖终 448 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杨锦焕：本院受理原告翁贵安与被告杨锦焕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闽0206民初13192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杨锦焕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翁贵

安支付68000元款项并支付利息［自2019年10月17日起按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不超过年利率6％）计至实

际还款之日］；二、驳回翁贵安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至本院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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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倪永泰：本院对张丽锦诉倪永泰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9)闽0923民初17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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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屏南县人民法院
杨洪：本院受理原告上海万东三叶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诉被告杨

洪、杜莎、林朝博、陈骏豪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渝0105民初8571号民事判决书。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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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高文义：本院受理原告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牡丹江分行

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黑 1005 民初 137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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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黑龙江]牡丹江市西安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8 年 9月 28 日受理申请人苏州市华鑫物资有限公

司申请被申请人苏州工业园区东吴工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依法指定江苏百年东吴律师事务所担任被申请人的管理

人。因被申请人现有财产已分配完毕，无财产可供分配，管理人

于 2019 年 12 月 18 日提请本院裁定终结苏州工业园区东吴工贸

有限公司破产程序。本院经审查认为，管理人的申请符合法律规

定，依据法律规定，本院于 2019 年 12 月 25 日作出（2018）苏 0591
破 8号之五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苏州工业园区东吴工贸有限公

司破产程序。 [江苏]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8 年 9月 21 日受理苏州君耀光电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并指定江苏新苏律师事务所担任被申请人的管理人。因

苏州君耀光电有限公司现有财产已分配完毕，无财产可供分配，

管理人于 2019 年 12 月 20 日提请本院裁定终结苏州君耀光电有

限公司破产程序。本院经审查认为，管理人的申请符合法律规

定，依据法律规定，本院于 2019 年 12 月 25 日作出（2018）苏 0591
破 16 号之四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苏州君耀光电有限公司破产

程序。 [江苏]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8年 3月 12日受理申请人田璐申请被申请人万诠光

电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依法指定北京德恒（苏州）

律师事务所担任被申请人的管理人。因被申请人现有财产已分配完

毕，无财产可供分配，管理人于 2019年 8月 15日提请本院裁定终结

万诠光电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破产程序。本院经审查认为，管理人的

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依据法律规定，本院于 2019年 12月 25日作出

（2018）苏 0591破 2号之四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万诠光电科技（苏

州）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江苏]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
2016年7月21日，本院根据债权人泰州市久久红担保有限公司的

申请，裁定受理江苏申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破产一案。查明，自本院指

定的管理人泰州市泰海企业清算有限公司履行职务以来，截止2019年

10月30日已确认债权人的债权总额16373.36万元，而债务人可供分

配的资产总额为7611.79万元。本院认为，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且其资产明显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申请人申请宣告其破产符合法律

规定的破产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一百

零七条的规定，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裁定宣告债务人江苏申达金属

制品有限公司破产。 [江苏]兴化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绥中县万家镇德顺通配货站、马震的申请，于 2019

年 5月 13日裁定受理辽宁巨峰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9 年 5 月 14 日定辽宁金信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为辽宁巨峰科

技有限公司管理人。本院原定于 2020年 2月 18日 9时在辽宁省葫

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三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现为避免

人员聚集，防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传染，经管理人申请，我院决定

辽宁巨峰科技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延期召开，具体召开时

间另行公告通知。 [辽宁]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9日作出(2019)渝05破

申6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申请人重庆市轩烽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申

请重庆光大星光城建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本院审理。

本院于2020年1月19日指定重庆学苑律师事务所担任本案管理人。重

庆光大星光城建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20年3月9日前向重庆

光大星光城建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江北嘴金

融街3号人保大厦15楼，联系人:张鹏，联系电话:19923364325。]申报

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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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债务人重庆光大星光城

建开发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的持有人，应当向重庆光大星光

城建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移交财产。本院定于 2020年 3
月 12日上午 9点 30分，在本院二十四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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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

天台光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2019）京 73 行初

11632号原告以太坊基金会诉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人天台光

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商标行政纠纷一案。现依法通知你公司作为本

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答辩状

副本、第三人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当事

人参加诉讼须知、原告证据、被告证据及开庭传票。上述材料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之日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 2020年 5月 13日上午 10时

3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届时你公司无正当理由拒

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2019 年 9 月 2 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9）粤 01
强清 124-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广州对外经济发展总公司

对广州对外经济发展总公司祥辉技术发展公司（以下简称“祥辉

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同日指定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为祥辉公

司清算组。现清算工作已结束，清算组以无法清算为由申请终结强

制清算程序，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作出

（2019）粤 01强清 124-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祥辉公司清算

程序。 广州对外经济发展总公司祥辉技术发展公司清算组
2019年12月23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9）粤01清

申16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广州产权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广州
轿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轿车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并于2020年1
月7日依法作出（2020）粤01强清79号《指定清算组决定书》指定广东

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担任广州轿车有限公司清算组（以下简称“清算

组”），负责人为余关宝。轿车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以

书面形式向清算组（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189号中国市长大厦 19
层，负责人：余关宝，联系方式：15915962067）申报债权。债权人申报债

权应当说明债权的有关事项，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逾期不申报者，自

行承担法律后果。轿车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及时向清算组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广州轿车有限公司清算组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8日作出（2019）粤01清申

16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广州市国营沙田农工商联合公司对广
州市国营兴华贸易发展公司（下称“兴华贸易”）的强制清算申请，并于

2020年01月07日作出（2020）粤01强清68-1号《指定清算组决定书》，

指定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王巍律师担任兴华贸易清算组。兴

华贸易的债权人应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兴华贸

易清算组（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13号高德置地广场E座1301
室；联系人：裴坤；联系电话：020-28059026；传真：020-28059099）申

报债权。兴华贸易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及时向兴华贸易清算组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广州市国营兴华贸易发展公司清算组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3日作出（2019）粤01清申

19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广东省岭南工业进出口公司对广东金
马制衣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并于2020年1月8日作出（2020）粤

01强清63号《指定清算组决定书》，指定广东明思律师事务所为广东金

马制衣有限公司清算组，负责人为高艳岚。广东金马制衣有限公司的

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广东金马制衣有限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

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清算财产分

配完毕前补充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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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金马制衣有限

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广东金马制衣有限公司清算组

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广东金马制衣有限公司清算组联系方式为：

联系人汪子琪（电话：020-83277990）通讯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珠江新城珠江西路17号广晟国际大厦3801室，广东明思律师事务所

（邮编：510623）。 广东金马制衣有限公司清算组
广 东 省 广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于 2019 年 12 月 18 日 作 出

（2019）粤 01 清申 157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广州市国营沙田
农工商联合公司运城饭店进行强制清算，并作出（2020）粤 01 强

清 73-1 号《指定清算组决定书》依法指定倪烨中（广东君信律师

事务所）担任清算组。广州市国营沙田农工商联合公司运城饭店

的债权人请于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逾期

不申报者，自行承担法律后果；广州市国营沙田农工商联合公司

运城饭店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归还财

产。清算组联系方式：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 713号广发银

行大厦 20 楼；邮编：510080；联系人：倪烨中；联系电话：020-
87311008。 广州市国营沙田农工商联合公司运城饭店清算组

由于广州市兴华实业有限公司出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第一百八十条第（四）项规定的清算事由却未依法自行清算，

2019年 12月 18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粤 01清申 160号

民事裁定受理广州市国营沙田农工商联合公司对广州市兴华实业
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并依法指定董硕（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

务所）为广州市兴华实业有限公司清算组（联系人：薛源斌、陈华

玲，联系电话：020-83338668，地址：广州市珠江东路 16号高德置

地广场 G 座 24楼）。请有关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

算组书面申报债权。如逾期申报的，则由此产生的额外审查费用将

由逾期申报债权人承担。 广州市兴华实业有限公司清算组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9年 12月 16日裁定受理广州医药

经济拓展公司对广州医药经济拓展公司越秀区中药经营部的强制

清算申请，并于 2020年 1月 7日依法指定谈凌（广东君信律师事务

所）担任清算组负责强制清算工作。广州医药经济拓展公司越秀区

中药经营部的债权人请于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

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不申报债权的，自行承担法律后果。

广州医药经济拓展公司越秀区中药经营部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

应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清算组通讯地址：广州市越秀区

东风东路 713 号广发银行大厦 20 楼；联系人：谈凌；电话：020-
87311008。 广州医药经济拓展公司越秀区中药经营部清算组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12 月 16 日裁定受理广州珠

江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对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珠钢物资公司的强

制清算申请，并于 2020 年 1 月 7 日依法指定谈凌（广东君信律师

事务所）担任清算组负责强制清算工作。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珠

钢物资公司的债权人请于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

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不申报债权的，自行承担法律后

果。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珠钢物资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

应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清算组通讯地址：广州市越秀

区东风东路 713 号广发银行大厦 20 楼：联系人：谈凌；电话：020-
87311008。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珠钢物资公司清算组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12 月 20 日裁定受理广东长

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对广东长城建设工程公司装饰材料总汇的

强制清算申请，并于 2020年 1月 7日依法指定谈凌（广东君信律师

事务所）担任清算组负责强制清算工作。广东长城建设工程公司装

饰材料总汇的债权人请于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

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不申报债权的，自行承担法律后果。

广东长城建设工程公司装饰材料总汇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

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清算组通讯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

东 路 713 号 广 发 银 行 大 厦 20 楼 ；联 系 人 ：谈 凌 ；电 话 ：020-
87311008。 广东长城建设工程公司装饰材料总汇清算组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0日裁定受理广州冶金建

设监理有限公司对广州金至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并

于 2020年 1月 7日依法指定谈凌（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担任清算组

负责强制清算工作。广州金至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的债权人请于公告

之日起 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不申

报债权的，自行承担法律后果。广州金至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的债务

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清算组通讯地

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 713号广发银行大厦 20楼；联系人：谈凌；

电话：020-87311008。 广州金至建设监理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9年 12月 19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广东金阳集

团有限公司对金质青岛啤酒广东独家总经销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

案，并于 2020年 1月 6日指定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为公司清算组。请

金质青岛啤酒广东独家总经销有限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 45日内提交有关证明材料向清算组以书面形式申报债权，公司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逾期不申

报者，自行承担法律后果。清算组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冼村路

5号凯华国际中心31楼 联系电话：13416187766 联系人：张晓莉

金质青岛啤酒广东独家总经销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9年 12月 19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广州市纺织

品公司对广州市霓升贸易中心强制清算一案，并于 2020年 1月 6日

指定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为公司清算组。请广州市霓升贸易中心债

权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提交有关证明材料向清算组以书

面形式申报债权，公司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清算组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逾期不申报者，自行承担法律后果。清算组地址：广东

省 广 州 市 天 河 区 冼 村 路 5 号 凯 华 国 际 中 心 31 楼 联 系 电 话 ：

13416187766 联系人：张晓莉 广州市霓升贸易中心清算组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3日以（2019）粤01

清申219号民事裁定受理了广州智诚实业有限公司对广州龙华电机有
限公司进行强制清算的申请，并依法指定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担任清

算组，负责人为麦佳耀。广州龙华电机有限公司有关债权人请于公告

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可清算

程序终结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

时应承担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

照《公司法》的规定行使权利。广州龙华电机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

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财务管理人员等，应向清算组移交财产、

印章、证照、账簿、文书等全部资料。广州龙华电机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

财产持有人应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归还财产。清算组通讯地址：广州

市越秀区天河路45号之二恒健大厦21楼；联系人：麦佳耀；联系电话：

020-38306083。 广州龙华电机有限公司清算组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12 月 23 日作出（2019）粤 01

清申 22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广州宏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对广州恒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恒伟公司”）的强制清

算申请，并于 2020 年 1 月 8 日作出（2020）粤 01 强清 24 号《指定清

算组决定书》，指定王巍［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担任恒

伟公司清算组。恒伟公司的债权人应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以书面形式向恒伟公司清算组（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

13 号高德置地广场 E 座 1301 室；联系人：裴坤：联系电话：020-
28059026；传真：020-28059099）申报债权。恒伟公司的债务人或

财产持有人应及时向恒伟公司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广州恒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9年 11月 15日，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法院根据莫晓棠的申请，

裁定受理柳州隆盛钢结构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案号：（2019）桂

0221清申 1号】，并于 2019年 12月 30日指定广西广正大律师事务所

担任柳州隆盛钢结构有限公司清算组成员【案号：（2019）桂 0206强

清 1号】。柳州隆盛钢结构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四十五日内，向柳州隆盛钢结构有限公司清算组（通信地址：广西壮

族自治区柳州市东环大道 228号双福雅苑 1栋 7楼广西广正大律师

事务所；联系电话：13877271668；联系人：甘伟）申报债权，以书面形

式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交相关

证据材料，逾期申报的，自行承担法律后果。柳州隆盛钢结构有限公

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柳州隆盛钢结构有限公司清算组

清偿债务或返还财产。 柳州隆盛钢结构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0年1月16日

各位债权人：灵宝市人民法院于 2020年 1月 14日受理灵宝市博

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指定河南华灵律师事务所为上述

企业破产管理人。请各位债权人在2020年3月10日前，向管理人（河南

省灵宝市北区五龙路虢园大厦 915室，邮政编码 472500。杨秋惠律师

联系电话18939038826、霍磊磊律师联系电话18503985905）书面申报

债权。债权人申报债权，应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

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由委托代理人办理的应当提交授权委

托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件。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在破产

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对其补充分配，

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由补充申报人承担。未申

报的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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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宝市博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破产管理人
济南市济阳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山东省济阳县农业机械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于 2019年 1月 21经第二次债

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并于 2020年 1月 9日经济南市济阳区人民法院

(2000)济经破字第 26号之七民事裁定书裁定认可,现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六条之规定,由管理人执行。破产财

产实施一次分配,清偿率按第二次债权人会议通过的标准执行。对本

次分配债权人未受领的破产财产分配额,管理人将予以提存。债权人

自本次公告之日起满二个月仍不领取的,视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
提存的分配额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九

条之规定执行。 山东省济阳县农业机械公司管理人

沙建东（公民身份证号：320902195006221517）、杜正玉（公民
身份证号：320902195701161544）、沙莎（公民身份证号：
320902197901271026） 、童 亚 军 （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
330105197805140058）：你们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

一案，我局已于2019年05月31日作出了编号为余综执罚告字[2019]
第 04298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该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内容如下：

2019年05月06日14时10分，我局余杭区乔司中队执法人员通过监督

检查发现，你们在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情况下，在余杭区乔

司街道东城丽景小区16幢1单元601室楼顶东北侧、西北侧搭建阳光

房两处，其中东北侧处阳光房南侧为原601室墙体，东、北、西三侧为加

建的铝合金门窗，上方加盖钢化玻璃做封闭，该阳光房长约4.2米，宽

约3.3米，合计面积约13.86平方米，西北侧处阳光房东、南、西、北四侧

均为加建的铝合金门窗，上方加盖钢化玻璃做封闭，该阳光房长约3.2
米，宽约3米，合计面积约9.6平方米。经执法人员现场联系你们未到达

现场，且无法提供相关规划手续。2019年05月08日，杭州市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余杭分局作出了：“经核查，上述行为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手续，不同意补办相关手续”的意见。认定本案事实有取证照片4张，

《现场笔录》1份，《调查询问笔录》2份，《抄告函》1份等证据证实。上述违

法事实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本机关拟给予

如下行政处罚：责令15日内自行拆除位于余杭区乔司街道东城丽景小

区16幢1单元601室楼顶两处阳光房（面积约23.46平方米）。由于其他

送达方式均无法送达余综执罚告字[2019]第04298号《行政处罚事先

告知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节规

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此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三

十二条之规定，你们可在公告期满后三日内向本机关提出陈述、申辩，

逾期不陈述、申辩的，本机关将依法作出处罚决定。

杭州市余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崔成国（身份证号：110228199003054930）：本院受理胡建超追

加你为被执行人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京

0115执异23号执行裁定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执行局领

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应

当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本裁定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起诉讼。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号王飞、卓吓敏：本院受理乔世民与王飞、卓吓敏公证债权文书纠

纷冯靖霖申请变更申请执行人一案，本院已依法作出（2019）京0113执

异499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变更第三人冯靖霖为（2016）京0113执4742
号案件的申请执行人。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京0113执异499号

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

在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复议申请书，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逾期本

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
周小武、黄明丽：本院在执行申请人福建山鑫工程机械有限

公司与被执行人周小武、黄明丽追偿权纠纷一案中，由于被执行人

周小武、黄明丽未能按照（2016）闽 0206民初 10029号民事判决书履

行义务，本院现依法向被执行人周小武、黄明丽公告送达（2018）闽

0206执 3264号执行通知书、执行案件告知书、财产报告令、拍卖裁定

书、京东大数据评估询价平台网络询价报告、大成评报字（2019）第

DFY3620952号资产评估报告。本院依法查封了被执行人周小武名

下桂AB9776、桂AC0395、桂AC3929车辆，并委托京东大数据评估

询价平台对上述车辆进行网络询价；询价结果分别为：315000元、

301000元、301000元，本院将以上述询价结果作为上述车辆拍卖的

参考价。同时本院委托厦门大成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事务所对

被执行人周小武名下桂 AB9776、桂 AC0395、桂 AC3929 车辆在

2016年 3月 1日价值进行评估，评估值分别为：223347元、1103930
元、1160541元。该公告见报六十日后即视为送达。如你们对上述询

价结果和评估结果有有异议，须于收到本通知书十日内向本院提

出，否则本院将依法进行拍卖。 [福建]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被执行人詹庆丰、余春连：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厦门分行与被执行人詹庆丰、余春连国内非涉外仲裁裁决纠纷一

案中，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对被执行人詹庆丰、余春连名下位于厦门

市思明区莲前西路216号之二502室（怡富花园）房产启动评估程序，并

委托厦门大成方华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上述房屋进行

评估。上述房屋评估价值总额为人民币440.39万元，因你们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闽0203执11442号案件的执行通知书、

执行告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厦门方华估2019FY62040号《房

地产估价报告》，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内视为送达。如有异议，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本院将依法以评估价

的70%为底价拍卖上述房屋。 [福建]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闽侯县荆溪信荣建材加工厂：本院受理申请人福州市闽侯

生态环境局申请强制执行被执行人闽侯县荆溪镇信荣建材加工

厂行政管理（环保）非诉执行一案。申请人申请执行闽榕环罚

[2018]467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闽

0121 行审 12 号《行政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2019）闽 0121 行审 12 号《行政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

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闽侯县人民法院
闽侯县荆溪信荣建材加工厂：本院受理申请人福州市闽侯

生态环境局申请强制执行被执行人闽侯县荆溪信荣建材加工厂

行政管理 (环保)非诉执行一案。申请人申请执行闽榕环罚 [2018]
469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闽 0121
行审 11 号《行政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2019）闽 0121 行审 11 号《行政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

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闽侯县人民法院
福州安家达建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人福州市闽侯生

态环境局申请强制执行被执行人福州安家达建材有限公司行政

管理 (环保)非诉执行一案。申请人申请执行闽榕环罚 [2018]470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闽 0121 行审

17 号《行政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2019）闽

0121 行审 17 号《行政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定即发生

法律效力。 [福建]闽侯县人民法院
广东佰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刘应中：本院受理原告冼信良诉被告

广东佰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刘应中申请追加被执行人纠纷一案，案号

为（2019）粤1204执异156号，该案已审理完毕，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裁定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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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

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东]肇庆市高要区人民法院
深圳市永浩科技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人广东恒芯半导体有限公

司与被执行人深圳市永浩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深圳市

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 0304民初 36168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

效力。由于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申请执行人

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请求强制被执行人偿付人民币 166190.36元

及利息等，本院于 2019年 1月 25日依法立案执行。本院委托评估公

司于 2020年 1月 6日对深圳市永浩科技有限公司的机器设备进行评

估，评估总价值为人民币：112780.00元。因你下落不明，本院依法公

告送达上述评估结果及本院作出的(2019)粤 0304执 5056号之一执

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执行裁定书的内容为:拍
卖、变卖被执行人深圳市永浩科技有限公司的机器设备以清偿本案

债务。如你对该评估结果有异议，应于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十日内

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未提出视为同意上述评估结果，本院将依法

拍卖上述财产。你可向本院了解有关拍卖事宜，若你在拍卖成交前

向申请执行人清偿了本案债务，本院将终止拍卖，但因此产生的一

切费用由你承担。若拍卖未成交，本院将依法调价后再次拍卖，不再

另行通知。 [广东]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邢台国联制管有限公司、河北大光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孙聚平、

解书芬、孙占普、孙丽佳：本院受理申请人嘉兴诚通湖岸一号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原申请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邢台分行）与你们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冀0503执1394号执

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被执行人须知、执行裁定书（轮候查封房产、土

地，查封抵押的机器设备）。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

满次日起五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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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邢台市桥西区人民法院
本院将于 2020年 3月 1日 10时至 2020年 3月 2日 10时止（延时

的除外）在淘宝网（网址：http://sf.taobao.com，户名：开封市祥符区

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现公告如下：拍卖标的物:开封市龙亭

北路九鼎颂园北侧九鼎八十院 77 号楼西二宅（不动产权证号：

3411000号）。欢迎各界人士踊跃参加。咨询电话：0371-26765165，
监督电话：0371-26765000 [河南]开封市祥符区人民法院

左保明：本院受理张奎申请执行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及报告财产令，本公告自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限你公告期满后三日内履行。逾期

不履行已生效的法律文书，将对你及你名下财产进行强制执行。

[河南]开封市祥符区人民法院
王旭：本院依据本院作出的已生效的（2018）黑 0224 民初

1534 号民事判决书受理的申请执行人吴桂荣与你房屋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和限制消费

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即视为送达。限你在上述法律文

书送达后十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本院将依

法强制执行，并对你名下位于泰来县金御华庭小区 2 号楼 4 单元

402室进行评估拍卖。 [黑龙江]泰来县人民法院
胡兆悦：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胡兆悦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据以执行的（2006）沈河民三合初字第

896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

知书、报告财产令、传票、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 3日内自动履行欠款 107831.41
元，及相应利息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现公告通

知胡兆悦于本公告期满之日起七日内将位于沈河区令闻街 86号

152，建筑面积为 50.43平方米的房屋进行腾房，逾期不履行的，我院

将依法强制腾房，并交付评估拍卖，腾房后的第一周星期五（如遇节

假日则顺延到下一周的星期四）上午 9时 30分前到沈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技术处参加摇号，通过摇号随机确定评估单位（机构），逾期未到

视为放弃权利。 [辽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
刘崇财、孙韵梅：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刘崇财、孙韵梅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据以执行的

（2011）沈河民四初字第 615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传票、廉政监督

卡。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自公告

期满后 3日内自动履行欠款 173241.99 元，及相应利息的义务，逾

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现公告通知刘崇财、孙韵梅于

本公告期满之日起七日内将位于铁西区虹桥路 2-3 号 322，建筑

面积为 100.39 平方米的房屋进行腾房，逾期不履行的，我院将依

法强制腾房，并交付评估拍卖，腾房后的第一周星期五（如遇节

假日则顺延到下一周的星期四）上午 9 时 30 分前到沈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技术处参加摇号，通过摇号随机确定评估单位（机构），

逾期未到视为放弃权利。 [辽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
刘威：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刘

威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据以执行的（2015）沈河民四初字第 02032号

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传票、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60日即

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 3日内自动履行欠款 32730.6元，及相

应利息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现公告通知刘威

于本公告期满之日起七日内将位于大东区民强三街 36-1号 441，建
筑面积为 94.77平方米的房屋进行腾房，逾期不履行的，我院将依法

强制腾房，并交付评估拍卖，腾房后的第一周星期五（如遇节假日则

顺延到下一周的星期四）上午 9时 30分前到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技

术处参加摇号，通过摇号随机确定评估单位（机构），逾期未到视为放

弃权利。 [辽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
佟松：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佟

松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据以执行的（2015）沈河民四初字第 383号民

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

告财产令、传票、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

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 3日内自动履行欠款 328147.17元，及相

应利息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现公告通知佟松

于本公告期满之日起七日内将位于沈北新区兴盛街 2-44号 3-2-
3，建筑面积为 64.82平方米的房屋进行腾房，逾期不履行的，我院将

依法强制腾房，并交付评估拍卖，腾房后的第一周星期五（如遇节假

日则顺延到下一周的星期四）上午 9时 30分前到沈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技术处参加摇号，通过摇号随机确定评估单位（机构），逾期未到视

为放弃权利。 [辽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
王春艳：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王春艳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据以执行的（2015）沈河民四初字第

01134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

通知书、报告财产令、传票、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 3日内自动履行欠款 389690.36
元，及相应利息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现公告通

知你于本公告期满之日起七日内将位于皇姑区辽河街 1号 1-5-1，
建筑面积为 99.86平方米的房屋进行腾房，逾期不履行的，我院将依

法强制腾房，并交付评估拍卖，腾房后的第一周星期五（如遇节假日

则顺延到下一周的星期四）上午 9时 30分前到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技术处参加摇号，通过摇号随机确定评估单位（机构），逾期未到视为

放弃权利。 [辽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
尹成河：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尹成河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据以执行的（2017）辽 0103民初 8206号

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传票、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60日即

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 3日内自动履行欠款 395453.43元，及

相应利息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现公告通知尹

成河于本公告期满之日起七日内将位于沈北新区裕农路 70甲-16
号 151，建筑面积为 106.28平方米的房屋进行腾房，逾期不履行的，

我院将依法强制腾房，并交付评估拍卖，腾房后的第一周星期五（如

遇节假日则顺延到下一周的星期四）上午 9时 30分前到沈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技术处参加摇号，通过摇号随机确定评估单位（机构），逾期

未到视为放弃权利。 [辽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
张玉春：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张玉春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据以执行的（2007）沈河民三合

民初字第 1247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传票、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 3 日内自动

履行欠款 340824.55 元，及相应利息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

依法强制执行，现公告通知张玉春于本公告期满之日起七日内

将位于铁西区建设西路 41-2 号 242，建筑面积为 80.43 平方米的

房屋进行腾房，逾期不履行的，我院将依法强制腾房，并交付评

估拍卖，腾房后的第一周星期五（如遇节假日则顺延到下一周的

星期四）上午 9 时 30 分前到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技术处参加摇

号，通过摇号随机确定评估单位（机构），逾期未到视为放弃权

利。 [辽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
赵立新：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赵立新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据以执行的（2012）沈河民四初字第 623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

书、报告财产令、传票、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60日

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 3日内自动履行欠款 177483.68元，

及相应利息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现公告通知

赵立新于本公告期满之日起七日内将位于皇姑区步云山路 26巷 6-
1号 6-7-2，建筑面积为 69.17平方米的房屋进行腾房，逾期不履行

的，我院将依法强制腾房，并交付评估拍卖，腾房后的第一周星期五

（如遇节假日则顺延到下一周的星期四）上午9时30分前到沈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技术处参加摇号，通过摇号随机确定评估单位（机构），逾

期未到视为放弃权利。 [辽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
朱玉洁：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朱玉洁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据以执行的（2016）辽 0103民初 9839号

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传票、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60日即

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 3日内自动履行欠款 214598.66元，及

相应利息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现公告通知朱

玉洁于本公告期满之日起七日内将位于大东区望花中街 111-13号

2-24-3，建筑面积为 59.55平方米的房屋进行腾房，逾期不履行的，

我院将依法强制腾房，并交付评估拍卖，腾房后的第一周星期五（如

遇节假日则顺延到下一周的星期四）上午 9时 30分前到沈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技术处参加摇号，通过摇号随机确定评估单位（机构），逾期

未到视为放弃权利。 [辽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
本院将于2020年2月16日10时至2020年2月17日10时（延时的

除外）在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http://sifa.jd.com/）公开拍卖（第二次

拍卖）东港市华萌制衣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华萌馨苑3号楼10号车库、7
号楼7号车库。评估价：63320元，起拍价：63320元，保证金：6000元，增价

幅度：1200元。本次变卖标的物的具体信息、拍卖公告、竞买须知详见东

港市人民法院在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就该标的物的本次拍卖发

布的《拍卖公告》《竞买须知》《评估报告》，具体以现场实物为准。本次司法

变卖事宜已通知了当事人、未发现有优先购买权人，没有接到通知的在

本次变卖公告公示满五日视为已通知。对涉案标的物享有优先购买权的

权利人若要行使优先购买权，应在变卖日前五个工作日内至本院执行局

办理行使网上拍卖优先购买权的相关手续，逾期未办理相关手续的视为

放弃优先购买权。 [辽宁]东港市人民法院
曲圣远：本院受理申请人王桂芹与被执行人曲圣远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中，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内容如下：你未履行已

生效的（2019）辽 0211民初 446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已

受理了申请人的强制执行申请。现将有关事项向你告知：一、你在执

行过程中应承担下列义务和责任：1、你应在 2020年 1月 9日前主动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2、若不能履行，应在上述期限内如

实申报财产，并不得隐匿、转移、拍卖、挥霍、毁损可供执行财产。3、在
未履行义务前，被执行人或相关人员不得进行高消费。4、若未按本通

知书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将启动强制执行程序，对你方

的财产采取搜查、查封、扣押、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本院将启

动执行威慑机制，将在征信系统记录、通过电视、报纸、广播等媒体公

布你方不履行义务信息；对被执行人等限制出境。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 [辽宁]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
大连维新工贸发展有限公司：本院执行的大连长城旅游总

公司与你公司承包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2017）辽 0204 执恢 660 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自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视为送

达，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
上海金佳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金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王永佳：本院在申请执行人王迪与被执行人上海金佳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执行案中，申请人王迪向本院提出异议，裁定追加上海金佳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为本院（2019）辽 01执 1176执行案件的被执

行人；驳回申请人王迪申请追加王永佳为本院（2019）辽 01执 1176
号执行案件被执行人的申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案号为

（2019）辽 01执异 711号的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 [辽宁]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德州海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张华、张洪芝、德州双丰棉业有限

公司、德州永力空调有限公司、德州市福禄达电气自动化设备有限
公司：本院立案执行的张学峰申请执行德州海新金属制品有限公

司、张华、张洪芝、德州双丰棉业有限公司、德州永力空调有限公司、

德州市福禄达电气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4）德中执字第55-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依法查封

被执行人德州海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位于武城县四女寺镇德武新

区土地使用权约 120亩和所有在建房产）、德州双丰棉业有限公司、

德州永力空调有限公司、德州市福禄达电气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张华、张洪芝银行存款 900万元或其他等值财产。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 [山东]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在执行侯国庆申请执行黄晋有、张晓丽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依法委托山西汇鑫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被执行人黄晋有、张

晓丽所有的山西省代县磨坊乡十里铺村南（108线路南）的房院进

行评估、拍卖。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拍卖标的物：山西省代县磨

坊乡十里铺村南（108线路南）的房院 拍卖标的物的所有权人：黄

晋有、张晓丽 拍卖机构名称：淘宝网与本案拍卖财产有关的担保

物权人、优先权人或者其他优先权人于拍卖日到场；优先购买权人

届时未到场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其他参加竞买的单位和个人

需要了解上述拍卖物的拍卖底价、拍卖时间、地点、拍卖公告刊登

的报刊以及拍卖过程中拍卖物的降价情况等有关事宜的，请直接

与淘宝网网络司法拍卖平台联系。 [山西]代县人民法院
李光、李润玲：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大同市云州区信用合作

联社与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委托山西瑞友房地产评估

测绘有限公司对李光名下位于大同县倍加造德丰广场商住楼 14
号、15 号房地产进行了评估，现已作出晋瑞友 TY（2019）房 0500、
0501 号房地产评估报告书，现予以向你们公告送达该两份报告

书及（2019）晋 0215 执 176 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三日内，向本院申请重新评估。逾期未申请评估的，本院将依法

公开拍卖。 [山西]大同市云州区人民法院
陕西环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褚长兴、付新生、卓西安、张丽

娜、朱辉、陈豪、赵功青、孟宪春、陈小峰、何显泽：本院在执行申请

执行人仇彦合与被执行人陕西环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

合同纠纷一案中，申请执行人仇彦合请求追加第三人褚长兴、付新

生、卓西安、张丽娜、朱辉、陈豪、赵功青、孟宪春、陈小峰、何显泽为

本案被执行人，现该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
陕 0112执异 2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执

行三庭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逾期未起诉，本裁定

即发生法律效力。 [陕西]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
陶莲、重庆绿平方木制品有限公司、重庆大足区塞维门业有限

公司、鄢忠、丁荣赋、魏余梅、陶明岗、朱淑芳：本院在执行本院在执

行申请执行人秦新坦与被执行人陶莲、重庆绿平方木制品有限公

司、重庆大足区塞维门业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申请执行

人秦新坦请求追加第三人鄢忠、丁荣赋、魏余梅、陶明岗、朱淑芳为

本案被执行人，现该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
陕 0112执异 1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执

行三庭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逾期未起诉，本裁

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陕西]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
庞瀛：本院在执行王虎峰与庞瀛、西安勤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工程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中，申请执行人王虎峰申请评估被执行人庞

瀛名下位于西安市高陵区泾渭镇泾渭八路丽湾岛 17幢 10503室（合

同登记号 2014－8890）房产一套，本院于 2020年 1月 17日委托网上

平台进行询价，最终该套房屋评估价格为 608520元。现向你公告送

达评估报告，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对评估

价格有异议，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我

院将依法进入拍卖程序。 [陕西]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
刘静（公民身份号码：612627196708040389）、白广鹏（公

民身份号码：610622198302070911）、郭百有（公民身份号码：
610628198610151113） 、崔 双 军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610627199204150375）：本院受理的米瀚川与陕西云霁堂健康

产业有限公司执行异议一案，申请执行人米瀚川向本院申请追

加你们为本案被执行人，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听证传票，本院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三号法庭开庭审理，自公告之日起满 60日即视为

送达。届时你们应到庭参加听证，否则你们将承担不利后果。

[陕西]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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