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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阳新金航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

票据号码为3130005145732333，票面金额为人民币200000元，出票

日期为2020年12月29日，汇票到期日为2021年6月29日，出票人为

湖北泰华建设有限公司，收款人为黄石正恒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持票

人为申请人，出票行为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石分行。自公告之日

起1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将依法作出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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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黄石市下陆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豪纬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因不慎将出票人为江苏

豪纬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付款行为江苏高邮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高邮送桥支行，收款人为赤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汇

票号码为 91000041/31383444,票面金额为贰万肆仟元整(人民币

24000 元)，出票日期为 2020 年 10 月 28 日的银行汇票遗失，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

害关系人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

出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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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高邮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青岛众森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因遗失所持付款行为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即墨支行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

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青岛众森工程建

设监理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票面号码1050005324305235，
票面金额 30万元，出票日期 2020年 9月 24日，到期日 2021年 3月 24
日。出票行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即墨支行，出票人青岛田横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收款人青岛锐鑫防腐保温工程有限公司，最后持

票人青岛众森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三、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

作出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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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太原市小店区晟飞盛五金交电经销部因银行承兑汇

票遗失（票号为 31300052/32024867，出票日期 2020年 7月 24日，

汇票到期日 2021年 1月 24日，票面金额为 50万元人民币、出票人

为山西四建集团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山西志鼎经贸有限公司，持

票人为申请人），于 2021年 2月 7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要求宣

告该票据无效，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将依法做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内，转让该

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山西]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太原市小店区晟飞盛五金交电经销部因银行承兑汇

票遗失（票号为 31300052/32024868，出票日期 2020年 7月 24日，

汇票到期日 2021年 1月 24日，票面金额为 50万元人民币、出票人

为山西四建集团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山西志鼎经贸有限公司，持

票人为申请人），于 2021年 2月 7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要求宣

告该票据无效，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将依法做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内，转让该

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山西]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陈文华因出票人为陈文华、号码为 4020337525520332，

票面金额为 300000元的银行本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

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

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陈文华。二、公示催告的票据：票

据种类为银行本票，号码为 4020337525520332，票面金额为 300000
元，出票日期为 2021年 1月 19日，出票人为陈文华，收款人为朱丽

军，付款行为浙江青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油竹支行，提示

付款期限自出票之日起壹个月。三、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利害关

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浙江]青田县人民法院

本院审理的蛟河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宋进宝犯

非法狩猎罪一案中，蛟河市人民检察院以公益诉讼起诉人的身

份对被告人宋进宝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诉讼过程中，刑

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部分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以

下调解协议：一、被告人宋进宝于 2021 年 1 月 28 日前将生态环

境修复费 33000 元汇入本院银行账号。二、被告人宋进宝于 2021
年 1 月 28 日前将评估费 3600 元，汇入公益诉讼起诉人蛟河市人

民检察院指定的银行账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八十九条的规定，现予

以公告。公告期为 30 日，以人民法院报刊登日为起算日。联系

人：张根生，联系电话：0432-67546316，联系地址：吉林省蛟河

市河北街北京路 55号。 [吉林]蛟河市人民法院

梁文美、罗秀泉：本院受理原告四川省佳嘉汽车有限公司与

被告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川

0105 民初 11400 号案的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并定于送达后第三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法庭（暂定）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四川]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
北京尚诚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陈志宝与你

公司、北京海科融通支付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居间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陈志宝诉讼请求如下：判令北京尚诚房地产经纪有

限公司、北京海科融通支付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连带向我返还购

房的团购费 6 万元。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 30 日和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四日 9 时 30 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东 2-23 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河北晨阳水性涂料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1年2月4日

裁定受理河北晨阳水性涂料有限公司重整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河北晨

阳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管理人。河北晨阳水性涂料有限公司

债权人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向河北晨阳水性涂料有限公司管理人

书面申报债权，债权申报截止日期为2021年3月25日。债权人申报债

权应说明债权数额、债权性质、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

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根据债权人众多且分布地域广的实际情况，为切

实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申报人可通过以下方式申报债权：1.
登录债权申报网站（https://zqsb.jiulaw.cn/index/80017）进行申报；

2.将申报材料（盖章/捺印）扫描后发送至管理人指定电子邮箱进行申

报；3.将纸质材料（盖章/捺印）邮寄至管理人指定地址进行申报（通讯

地址：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安肃镇晨兴大街物流园北门；邮政编码：

072550；联系人：张娇茹；联系电话：19131224638，19131223240，
19131226825；联系邮箱：sxtl2021@163.com）。鉴于河北疫情防控形

势，快递收发不便且面临较高风险，因此在河北省全省疫情防控等级

降至低风险地区前，管理人暂不接受第三种方式申报债权，请债权人

自主选择第一、二种方式申报。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重

整计划执行完毕前补充申报，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

产生的费用。未依法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

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

件行使权利。河北晨阳水性涂料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

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有关河北晨阳水性涂料有限公司财产

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本院定于2021年4月9日

下午3时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https://pccz.court.gov.
cn）通过网络会议方式召开河北晨阳水性涂料有限公司重整案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债权人在

2021年4月5日之前会收到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12368平台

发送短信通知的账号和密码，参会人员可自行选择使用电脑或者手机

参会。为确保会议当天顺利参会，请收到账号和密码后务必登录会议

进行测试，电脑端需要登录“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https://
pccz.court.gov.cn）点击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首页右下角会议浮动框

中的【进入测试】，进行会议测试；手机端需要通过搜索微信小程序【债

权人会议】，输入账号密码进行测试。测试成功后请勿随意更换参会设

备和网络。正式会议当日，请参会人员务必再次登录系统，通过网络观

看会议直播和投票表决。 [河北]保定市徐水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河北晨阳物流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1年2月4日裁定

受理河北晨阳物流有限公司重整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河北晨阳工贸集

团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管理人。河北晨阳物流有限公司债权人应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向河北晨阳物流有限公司管理人书面申报债权，债权

申报截止日期为2021年3月26日。债权人申报债权应说明债权数额、

债权性质、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根据债权人众多且分布地域广的实际情况，为切实做好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申报人可通过以下方式申报债权：1.登录债权申报网站

（https://zqsb.jiulaw.cn/index/80017）进行申报；2.将申报材料（盖

章/捺印）扫描后发送至管理人指定电子邮箱进行申报；3.将纸质材料

（盖章/捺印）邮寄至管理人指定地址进行申报（通讯地址：河北省保定

市徐水区安肃镇晨兴大街物流园北门；邮政编码：072550；联系人：张娇

茹；联系电话：19131224638，19131223240，19131226825；联系邮箱：

cywl2021@163.com）。鉴于河北疫情防控形势，快递收发不便且面临

较高风险，因此在河北省全省疫情防控等级降至低风险地区前，管理

人暂不接受第三种方式申报债权，请债权人自主选择第一、二种方式

申报。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前补充

申报，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依法申

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后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河北晨阳

物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有关河北晨阳物流有限公司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

序应当中止。本院定于2021年4月10日下午3时在“全国企业破产重

整案件信息网”（https://pccz.court.gov.cn）通过网络会议方式召开河

北晨阳物流有限公司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

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债权人在2021年4月5日之前会收到全国企

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12368平台发送短信通知的账号和密码，参会

人员可自行选择使用电脑或者手机参会。为确保会议当天顺利参会，

请收到账号和密码后务必登录会议进行测试，电脑端需要登录“全国

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https://pccz.court.gov.cn）点击破产重整

案件信息网首页右下角会议浮动框中的【进入测试】，进行会议测试；

手机端需要通过搜索微信小程序【债权人会议】，输入账号密码进行测

试。测试成功后请勿随意更换参会设备和网络。正式会议当日，请参会

人员务必再次登录系统，通过网络观看会议直播和投票表决。

[河北]保定市徐水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晨阳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1年2月4日裁定

受理晨阳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重整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河北晨阳工贸集

团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管理人。晨阳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债权人应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向晨阳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管理人书面申报债权，债权

申报截止日期为2021年3月26日。债权人申报债权应说明债权数额、债

权性质、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根据

债权人众多且分布地域广的实际情况，为切实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申报人可通过以下方式申报债权：1.登录债权申报网站（https://
zqsb.jiulaw.cn/index/80017）进行申报；2.将申报材料（盖章/捺印）扫

描后发送至管理人指定电子邮箱进行申报；3.将纸质材料（盖章/捺印）

邮寄至管理人指定地址进行申报（通讯地址：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安肃

镇晨兴大街物流园北门；邮政编码：072550；联系人：张娇茹；联系电话：

19131224638，19131223240，19131226825；联系邮箱：hbxc2021@
163.com）。鉴于河北疫情防控形势，快递收发不便且面临较高风险，因

此在河北省全省疫情防控等级降至低风险地区前，管理人暂不接受第三

种方式申报债权，请债权人自主选择第一、二种方式申报。未在上述期限

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前补充申报，但要承担为审查

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依法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执

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

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晨阳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

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有关晨阳环保新材料有限

公司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本院定于2021年4
月 10日上午 9时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https://pccz.
court.gov.cn）通过网络会议方式召开晨阳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重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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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

人在2021年4月5日之前会收到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12368
平台发送短信通知的账号和密码，参会人员可自行选择使用电脑或者手

机参会。为确保会议当天顺利参会，请收到账号和密码后务必登录会议

进行测试，电脑端需要登录“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https://
pccz.court.gov.cn）点击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首页右下角会议浮动框中

的【进入测试】，进行会议测试；手机端需要通过搜索微信小程序【债权人

会议】，输入账号密码进行测试。测试成功后请勿随意更换参会设备和网

络。正式会议当日，请参会人员务必再次登录系统，通过网络观看会议直

播和投票表决。 [河北]保定市徐水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璜土支行的申请于

2021年1月18日裁定受理江阴市恒阳石油机械有限公司（下称恒阳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同日指定江苏辰庚律师事务所为恒阳公司管理人。恒

阳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至2021年4月7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

址：无锡市梁溪区县前西街168号产业集团大厦三楼江苏辰庚律师事务

所；邮政编码：214031；联系人：江阴市恒阳石油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

吴开琴 电话：13013613957，秦皓 电话：18915359765）申报债权。逾期

未申报债权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

理。恒阳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本院定于2021年4月16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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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出席会议

应向本院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或个人身份

证明、授权委托书等。 [江苏]江阴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权人江海滨的申请，裁定受理盐城雪尔纺织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1年2月5日依法指定江苏择善律师事务所

担任盐城雪尔纺织有限公司管理人。盐城雪尔纺织有限公司的债权人

应当自2021年4月1日前，向管理人（通信地址：盐城市市区人民中路5号
鹿鸣广场商办楼B座823-826；联系人：王琪，手机号码15705111665）申

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

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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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城雪尔纺织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1年4月15日下午3时在第一法庭召开

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债权人系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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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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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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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江苏]滨海县人民法院
2021年1月20日，本院裁定受理盐城市汉铜智能铸造设备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案。盐城市汉铜智能铸造设备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21年3月14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盐城市市区人民中路5号鹿

鸣广场商办楼B座823-826；联系电话：157051116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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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破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

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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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市汉

铜智能铸造设备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决定于2021年3月24日上午9时在盐城市盐

都区人民法院审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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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时，如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

证明；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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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

理人的身份证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

所的指派函。 [江苏]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辽宁省化学工业进出口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辽宁省化

学工业进出口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辽宁开宇律师事务所为辽宁

省化学工业进出口公司管理人。辽宁省化学工业进出口公司的债权人

应于2021年3月31日前，向辽宁省化学工业进出口公司管理人（通信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青年大街122号开宇大厦11层，邮政编码：

110014，联系人：李坤、周梦瑄；联系电话：1332245366618809880237）
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交

有关证明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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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化学工业进出口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向辽宁

省化学工业进出口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1年

4月7日上午9时30分在辽宁开宇律师事务所（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

区青年大街122号开宇大厦11层）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

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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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2018年10月22日，本院根据苏州天骄暖通机电工程有限公司的申

请，裁定受理沃龙医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管理人清

查，沃龙医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

根据沃龙医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的资产清理情况、已确认的债权数额

以及破产费用支出情况，沃龙医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确已不能清偿到

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已符合破产宣告的条件。同时，该公司已

无任何财产可用以清偿破产费用。根据管理人申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四十三条第四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

规定，本院于2021年2月8日作出（2018）沪0110破14号之三民事裁定

书，裁定宣告沃龙医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沃龙医药科技

（上海）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涉被执行人山东集兴能源有限

公司执行案件进行破产审查，于2020年10月26日裁定受理山东集兴能
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令本院予以审理。本院于2021年1月29
日指定山东众成清泰（济南）律师事务所担任山东集兴能源有限公司管

理人。山东集兴能源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1
年5月1日前，向管理人通过线上或线下两种方式申报债权（1.线上债权

申报方式：（1）电脑登陆破易通破产办案工作平台 https://www.
poyitong.com/申报债权，本案件识别码 fKFMGD；或（2）手机微信搜索

“破易通”或扫描本公告后附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点击“债权申报”——

“申报入口”进行登录，申报债权，本案件识别码 fKFMGD；2.线下债权申

报地址及联系方式：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11111号华润大厦55、56层山

东众成清泰（济南）律师事务所；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张律师，

13156158282。申报债权应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担保及是否属于连

带债权，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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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集

兴能源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山东集兴能源有限公司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21年5月13日9
时30分在破易通平台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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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提交营业执照副本复

印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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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陆文佰申请认定上海市浦东新区博兴路 462 弄 28
号 403 室房屋为无主财产一案，现依法发出财产认领公告，公告

满一年无人认领，本院将依法判决。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戴国忠申请戴洪廷失踪一案，于 2020 年 10 月 14
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 2021 年 1 月 21 日依法作

出宣告失踪判决书，宣告戴洪廷失踪。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云南]云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勤珍申请李剑云失踪一案，于 2020 年 10 月 14

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 2021 年 1 月 21 日依法作

出宣告失踪判决书，宣告李剑云失踪。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云南]云县人民法院
寇蓓蕾（居民身份证 610632199205140727）、王佳伟（居

民身份证：610632198911032032）：本院受理振安汇盈（上海）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陕 0116 民初 9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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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陕西]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
陶丽群：本院受理王文科诉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 0206 民初 77 号民事判

决书、上诉须知。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及上诉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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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21年 2月 3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朱翠凤申请宣告王其
兵失踪一案。申请人朱翠凤称，下落不明人王其兵于 2017年 12月 2
日早晨自上海市三甲港乘船出海捕捞海产品，于 2017年 12月 8日

17时许与家人通过电话联络后即失去联系，至今音讯全无。下落不

明人王其兵应当自本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

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王其兵将被宣告失踪。凡

知悉下落不明人王其兵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本公告之日起三个月

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王其兵情况，向本院报告(联系电话 0556-
8920367 )。 [安徽]潜山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伍斌申请宣告魏金平死亡一案，经查：魏金平于

1988 年 1 月 5 日起，下落不明已满 4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

间为 1 年。希魏金平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酒仙

桥人民法庭第六法庭联系。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

魏金平死亡。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21 年 2 月 1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刘亚玖申请宣告刘

烈云死亡一案。申请人刘亚玖称，刘烈云（男，1965 年 8 月 4 日出

生，汉族，广西柳州市人，原住广西柳州市柳江区进德镇进德村

三友屯 94 号，公民身份号码：450221196508041991）于 2001 年出

走至今未归。下落不明人刘烈云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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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烈云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刘烈云生存现状的人，

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刘烈云情况，向

本院报告。 [广西]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1年1月4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张起森、张启英、张邯梅

申请宣告张铁民死亡一案。申请人张起森、张启英、张邯梅称，申请人

的父亲张铁民于1999年9月30日离家出走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张

铁民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

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张铁民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

人张铁民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

明人张铁民的情况，向本院报告。 [河北]邯郸市邯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1年2月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孙二东申请宣告孙鸿斌

死亡一案，经查：孙鸿斌，男，2001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址河南省

中牟县刘集镇北周庄村 41号，身份证号码 410122200111098036。孙
鸿斌于2018年6月17日在黄河中救溺水者因水流湍急被冲走，至今

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已无生还可能。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孙鸿斌本人或知悉孙鸿斌下落的人员与本院联

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河南]中牟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1年1月28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王佳富申请宣告王纪坤

失踪一案。经查：王纪坤，男，1990年9月25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

号：230183199009254411，原住黑龙江省尚志市亚布力镇新华村新华

屯三队15号。申请人王佳富称，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系父子关系，被申

请人王纪坤因家庭原因，于2015年抑郁离家出走，至今未归，无法联

系，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王纪坤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本院

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王纪坤将

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王纪坤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

日起三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王纪坤情况，向本院报告。公告期

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黑龙江]尚志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仇诗宪申请宣告黄惠珍死亡一案，经查：黄

惠珍，女，1947 年 4 月 17 日出生，汉族，湖南省郴州市人，身份证

号 432801194704171028，于 2002 年 6 月 18 日起，下落不明已满 4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希望黄惠珍本人或知其

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届满，本院将依法判

决。 [湖南]郴州市北湖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1年2月2日立案受理申请人谭福海申请宣告郑翠兰

失踪一案，申请人谭福海称，其与郑翠兰系夫妻关系。郑翠兰于 2016
年4月5日从新沂市马陵山风景区走失，至今仍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

郑翠兰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

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郑翠兰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

明人郑翠兰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

不明人郑翠兰的情况，向本院报告。 [江苏]新沂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21年 1月 8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张洋瑞申请宣告范小

婷失踪一案，申请人张洋瑞称，范小婷系张洋瑞的母亲，范小婷于

2006 年 6 月离家出走，至今仍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范小婷应当

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逾

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范小婷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

人范小婷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知悉的下

落不明人范小婷情况，向本院报告。 [江苏]新沂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小峰申请宣告刘淇斌死亡一案，经查：刘洪斌，男，

1962年 1日 1月 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号：210402196211113576，于
1989年 3月起，下落不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希望刘洪斌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

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辽宁]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0年8月6日受理申请人王学刚申请宣告王井红死亡一

案，申请人王学刚称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王井红是兄妹关系，1994年7月

当时16岁的被申请人王井红离奇失踪，家人报警后，多方查找无果，至

今下落不明已满26年。现申请人王学刚请求人民法院宣告被申请人王

井红死亡。下落不明人王井红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

具体地址和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王井红将被宣告死亡。

凡知悉王井红生存现状的有关人员应当在公告期内将所知情况告知本

院。公告期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辽宁]朝阳市双塔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21 年 2 月 1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朱先英申请宣告刘

喜德死亡一案。申请人朱先英称，被申请人刘喜德（身份证号码：

210105195212251258）于 2017年 1月 25日无故失踪，失踪信息已

登记在公安失踪网，至今没有消息。下落不明人刘喜德应当自公

告之日起 1 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不

报的，下落不明人刘喜德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刘喜

德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1 年内将知悉下落不明人

刘喜德情况，向本院报告。 [辽宁]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1年1月2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雪梅申请宣告候志军失

踪一案。申请人雪梅称，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候志军系夫妻关系，被申请

人候志军于2016年9月23日离家出走，至今已四年。下落不明人候志

军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

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候志军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

候志军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候

志军的情况，向本院报告。 [内蒙古]锡林浩特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1年1月27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曹丽平申请宣告秦云风

死亡一案。申请人曹丽平称，申请人与秦云风系夫妻关系。2020年9月16
日，秦云风工作的“鲁乳渔54868”轮与货船“顺达898”轮发生碰撞，渔船

沉没，秦云风落水失踪。后多次搜救未果，至今下落不明。2020年9月29
日，青岛市海上搜救中心出具了失踪人员已无生还可能的说明。下落不

明人秦云风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

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秦云风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

明人秦云风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

明人秦云风的情况，向本院报告。 [山东]青岛海事法院
本院于2021年1月22日立案受理申请人谷占宝、郝海华申请宣告

谷强死亡一案。申请人谷占宝、郝海华称，二申请人之子谷强在“海丰高

雄”轮上任水手职务。2016年12月4日，该船舶由上海经大隅海峡去东

京途中，谷强在前往船头工作期间失踪，多次搜救未果，现下落不明已满

四年。下落不明人谷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

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谷强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

落不明人谷强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

明人谷强的情况，向本院报告。 [山东]青岛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马珏申请宣告刘有杰失踪一案，经查：刘有杰，男，1955

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原户籍地：西安市未央区高铁寨51号付1号，

公民身份号码 610112195510202014，系申请人马珏舅舅。刘有杰于

1996年5月10日起失踪，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

为3个月。希望刘有杰本人或知道其下落的人员与本院联系（联系人：

王法官，联系电话：029-86263700）。公告期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陕西]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朱秀芬申请宣告邵姝文死亡一案，经查：邵姝文（系

朱秀芬之女），女，1984年 7月 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虹口

区东余杭路 628弄 10号，于 2004年 6月 30日起离家未归，下落不

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望邵姝文本人

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

将依法判决。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1年1月27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王中英申请宣告杨桂群

死亡一案。申请人王中英称，其与下落不明人杨桂群系母女关系。2000
年4月12日，杨桂群外出采购板材后下落不明，王中英遂向公安局报

案。至今，杨桂群下落不明已满四年，特提出申请，请求宣告下落不明

人杨桂群死亡。下落不明人杨桂群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向本院申

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杨桂群将被

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杨桂群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

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杨桂群情况，向本院报告。

[四川]芦山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2021）川0107民特28号钟映花申请宣告邓宝保死亡

一案，经查：邓宝保，男，1949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西藏昌都县东路

17号，身份证号：54212119490113005x，与钟映花系夫妻关系，于2016
年12月18日起，下落不明已满四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

希望邓宝保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

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四川]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1年1月28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王永成、张莲申请宣告王

若冰死亡一案，申请人称，被申请人王若冰于2020年7月24日中午2：30
分左右在渠江东城嘉隆国际河边（战备码头）玩耍观看涨水时溺水，经渠

县公安局水上派出所、蓝天救援、爱心救援多方打捞无果，至今下落不

明。下落不明人王若冰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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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王若冰将被宣告死亡。凡

知悉下落不明人王若冰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知

悉下落不明人王若冰的情况，向本院报告。 [四川]渠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黄文福申请宣告黄文琼死亡一案【案号（2021）川0106

民特9号】，经查，黄文琼，女，1963年3月24日出生，汉族，原住成都市

金牛区金牛乡高家村1组，于1982年6月17日外出走失。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之规定，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

期间为一年，黄文琼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公告期间内与本院联

系，并向本院申报黄文琼的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否则公告期满后，

黄文琼将被宣告死亡。 [四川]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1年2月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黄显芬申请宣告黄显平

失踪一案。申请人黄显芬称，下落不明人黄显平，男，1963年12月29日

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四川省富顺县东湖镇沙湾街40号。申请人黄

显芬与被申请人黄显平系姐弟关系。因被申请人黄显平于2011年到

乌鲁木齐打工，外出至今已下落不明满九年。下落不明人黄显平应当

自公告之日起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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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黄显平将被宣告失踪。凡知道下落不明人黄显

平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黄

显平情况，向本院报告。 [四川]富顺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吕婵毓（身份证号 120102198011300722）申请宣告

吕源恒（身份证号 120102196109300713）失踪一案，经查：吕源恒

（男，1961年 9月 30日生，汉族，天津市河东区大王庄粮库，走失前

住址天津市河东区长征路 1条 2排 6号）下落不明已满 2年。现发

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个月。希望吕源恒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

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

吕源恒失踪。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朗真申请宣告白玛多吉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白

玛多吉，男，1986年 6月 11日出生，藏族）于 2018年 1月 27日起，因

意外事故下落不明已满 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个月。

希望白玛多吉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

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西藏]米林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21年 2月 4日立案受理申请人任春爱申请宣告任典

基死亡一案。申请人任春爱称，申请人父亲任典基（公民身份号码

332626195007161374）于 1992年 2月 11日失踪，一直杳无音信，请

求宣告任典基死亡。下落不明人任典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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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典基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任典基生存现状的人，应

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任典基情况，向本院报

告。 [浙江]三门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杨坤成申请宣告杨坤伍死亡一案，经查：杨坤伍，男，

1970年8月22日出生，汉族，重庆市荣昌区人，住重庆市荣昌区峰高街

道阳岩村3组154号，于2009年12月30日离家出走杳无音讯，下落不

明已满4年，现发现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杨坤伍本人或知其

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届满，本院将依判决。（承

办人：周法官，联系电话：02346772475）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本院受理张应钊申请宣告张印涛死亡一案，经查：张

印涛，男，汉族，住重庆市渝中区菜家石堡 3号 11-8，公民身份号码,
510202195006193816。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一年。张印涛

应当在规定期间内向受理法院申报其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否

则，张印涛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张印涛生存现状的人，应当在公告

期间内将其所知道情况向受理法院报告。公告期满，本院将依法判

决。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

北京信合汇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刘玉涛：张代华申请执行北

京信合汇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劳动报酬争议一案中，张代华向本院

申请追加刘玉涛为被执行人，本院于 2020年 12月 31日作出（2020）京

0106 执异 814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一、追加刘玉涛为本院（2020）京

0106执 11328号案的被执行人；二、刘玉涛应于本裁定生效之日起七日

内，在北京市丰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京丰劳人仲字［2019］第 4771
号裁决书确定的北京信合汇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应向张代华履行义务

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执

行局第七法庭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于

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陈静芳、徐凌辉：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黄皓与被执行人陈静芳、徐凌辉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2020)闽0203执8489号】，被执行人陈静芳、徐凌

辉名下位于福建省浦城县民主路19号1幢2-3层204、304房产系由本院首

封，因你方未依法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还款义务，本院拟对上述房产进

行处置。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案执行通知书（暨执行案件告知书）、执行

裁定书、限制消费令、报告财产令等法律文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你方应自公告期满后三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并对你方名下福建省浦城

县民主路19号1幢2-3层204、304房产启动评估拍卖程序，将所得价款用

于清偿上述案件的债务。你方如有异议，应于本公告送达届满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书面提交执行异议申请。若你方未就评估拍卖房产提出执行异

议，本院届时将以随机的方式选定评估机构对上述房产进行评估，并按评估

的市场价值七折起对该房产予以公开拍卖，同时视为你方自愿接受评估结

果及拍卖程序，并对拍卖款的分配情况予以认可。

[福建]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郝换乾：本院执行的郝福江申请执行郝换乾合同纠纷一案，本

院依法冻结了郝换乾的银行存款，因无法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1）冀 1025 执 202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司法公开

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被执行人权利义务告知书、传票、执行裁定书

（冻结）。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送

达之日起二日内来本院履行大城县人民法院（2020）冀 1025 民初

255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到期不履行，本院将依

法强制执行，并将把你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对你采取限制消费

措施。 [河北]大城县人民法院
三瑞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人石家庄科林电气设

备有限公司申请执行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2019）冀0110民初1165号

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财

产申报表、执行裁定书、限制消费令，自公告之日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三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

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北]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
揭海燕：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南门里

支行与被执行人揭海燕信用卡纠纷一案，申请执行人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

力的（2019）冀0903民初3064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申请执行，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冀0903执84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财产申报表、失信

决定书、限制消费令、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

公告期满后次日起三日内，自动履行（2019）冀0903民初3064号民事判决

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北]沧州市运河区人民法院
左广文、杨立凤：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沧

州南门里支行与被执行人左广文、杨立凤信用卡纠纷一案，申请执行人依据

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9）冀0903民初613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申请执

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0903执85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财

产申报表、失信决定书、限制消费令、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三日内，自动履行（2019）冀0903民初613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北]沧州市运河区人民法院
李峰、孙刚：本院在执行常学斌与李峰、孙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

依法采取网络司法拍卖方式对被执行人李峰名下的坐落于鹤岗市向阳

区 14 委 14 组一马路（不动产权证号：黑（2016）鹤岗市不动产权第

0029573号）进行司法拍卖。需要了解上述拍卖物的拍卖起拍价、拍卖

时间、地点、拍卖公告以及拍卖过程中拍卖物降价情况等有关事宜的，

请直接在淘宝网查询。 [黑龙江]鹤岗市向阳区人民法院
王继全：本院受理的鞠帮有申请徐永平、王继全民间借贷异议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黑 0108执异 61号结案执行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若有异议，在本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提起异议之诉。 [黑龙江]哈尔滨市平房区人民法院
孙丽英、李长荣:本院受理吴奎全申请执行孙丽英、李长荣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黑 0128执恢 48号执行通知书、执

行传票、被执行人须知、报告财产令、失信人决定书、限制高消费令、廉

政监督卡。并定于公告期满三日内（遇节假日顺延）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所确定的义务，如到期不履行本院将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孙丽英、李长荣

名下财产。 [黑龙江]通河县人民法院
哈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威海分公司、哈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汽车配

件分公司：本院受理的大连正大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提起的（2019）黑0108
执异56、57、58号执行异议案件中，异议申请人大连正大汽车配件有限公

司申请追加哈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威海分公司、哈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配件分公司为(2019)黑0108执恢219号、(2019)黑0108执恢220号、

(2019)黑0108执恢218号执行案件的共同被执行人。现依法向哈飞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威海分公司、哈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汽车配件分公司公告

送达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黑龙江]哈尔滨市平房区人民法院
张泽军：本院受理的哈尔滨三宝市政筑路材料有限公司申请

执行张泽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黑

0108 执 311 号银行扣划执行裁定书，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执行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执行裁定书有异议，在

送达之日起 15日内提出，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黑龙江]哈尔滨市平房区人民法院
付凯、刘梓浍：本院受理殷铮与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据已

生效的(2020）黑 0104民初 4497号民事判决书，根据申请执行人殷铮

申请，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黑 0104执 495号执行通知

书、报告财产令、财产申报表及失信决定书、裁定书。自发布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届满后次日起三日内，自动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自公告期届满后次日起三日内，向本院报告财产，如拒绝报告或

者虚假报告，本院将予以罚款、拘留。同时，本院将依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公布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的规定，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在你未全部履行上述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前,
限制你所有高消费活动。 [黑龙江]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

林玉：本院执行的大庆市品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黑0691执17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

制消费令。责令你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7日内自动履行本院（2019）黑

0691民初3105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采取强制

措施。并责令你自公告期满后5日内自动向本院报告财产状况，如拒绝报

告或虚假报告，本院将予以罚款、拘留，并根据法律规定，将你纳入失信名

单，后续本案的法律文书送达将不再进行此类公告。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视为送达。 [黑龙江]大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刘兴民：本院执行的林淑珍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

（2021）黑0691执512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消费令。责令你自公

告期满后次日起7日内自动履行本院（2020）黑0691民初140号民事判决书

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采取强制措施。并责令你自公告期满后5
日内自动向本院报告财产状况，如拒绝报告或虚假报告，本院将予以罚款、

拘留，并根据法律规定，将你纳入失信名单，后续本案的法律文书送达将不

再进行此类公告。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

[黑龙江]大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河南省尉氏县人民法院将于 2021年 3月 24日 10时至 2021年 3月

25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尉氏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上公开拍卖开封三龙橡胶有限公司土地和房屋位于：河南省开封市

尉氏县大营乡二道岗路南（新尉大道南侧）（房产号：10017、119、121、
123、125、127、129、131、133、135、137、139、141不动产号：豫（2017）尉氏

县不动产权第 0000177-181号，土地号：20170000008、20170000009、
20170000010），详情请参看尉氏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发布的相关调查资料。网址：http：/sf.taobao.com/0378/07
[河南]尉氏县人民法院

盛世乐居（武汉）科技控股有限公司、盛世乐居（武汉）科技控股有限
公司郑州分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朱长领与你们之间装修合同纠纷仲裁

案【（2018）郑仲案字第0739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委

（2018）郑仲裁字第0739号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电话：0371-67175972。 郑州仲裁委员会
友和道通航空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申请人深圳远翔国际物流有限

公司与你公司的合同争议一案（本案编号：2019000003445），现本案已审

理终结，仲裁庭已于2020年12月31日作出裁决。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2019）武仲裁字第00003328号武汉仲裁委员会裁决书。请你公司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武汉仲裁委员会光谷办公室领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 武汉仲裁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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