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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失
不慎遗失“兴义市弘文学校”公章一枚，

编号：5223000015585，特声明作废。
兴义市弘文学校
2021年4月8日

安龙县第二中学教师
王达玉，擅自离开工作岗
位已超过 15 天，请本人
务必于登报之日起七个工
作日内回学校工作。逾期
我局将按相关文件规定作
自动离职处理。

特此公告

安龙县教育局
2021年4月8日

贵州省神峰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兴义市雄武乡朝阳煤矿
以下7名人员：

郑中俊、刘恒贵、王仕训、崔庆林、罗欢保、张
圣林、齐春明。

依据《劳动合同法》及公司的规章制度，我单位
已与你们解除劳动合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请你
们在3日之内到单位办理离职体检等相关手续，逾期
将按相关规定处理。

特此公告
贵州神峰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兴义市雄武乡朝阳煤矿

2021年4月8日

贵州神峰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兴义市雄武乡承龙煤矿以下6
名人员：

赵庆付、沈祥虎、闫新伦、王二波、熊圣先、曹孙
华。

根据《劳动合同法》及公司的规章制度，以上人员
与我单位已解除劳动合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请你
在3日之内到我单位办理离职体检等相关手续，逾期将按
相关规定处理。

特此公告
贵州神峰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兴义市雄武乡承龙煤矿

2021年4月8日

我厂原职工董顺玉、李长江、熊
兴琴、曹明学、郑周美5位同志，你们
与我厂签订劳动合同一年（2020年2月
10日至2021年2月9日），在未经我厂
允许自动离职已达3个月之久。经我厂
多次通知到兴义市施达中医院进行职
业健康体检，但5位同志未到并认可在
我厂上岗期间无任何职业危害。

特此公告
兴义市亿日红免烧砖厂

2021年4月8日

遗 失
不慎遗失“安龙县钱相街道中园加油站”公

章一枚，编号：5223282102498，特声明作废。
安龙县钱相街道中园加油站

2021年4月8日

遗 失
邹华向不慎遗失坐落于册亨县者楼镇盘山路10号三层右《房屋所有权证》，证

号：册房权证者楼镇字第2260号，建筑面积：120.24平方米，特声明作废。
挂失人：邹华向
2021年4月8日

遗 失
邹华向不慎遗失坐落于册亨县者楼镇盘山路 10 号 《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册国用[2012]第 067 号

№021893993，地号：F-063，宗地面积：252平方米，使用权面积：19平方米，特声明作废。
挂失人：邹华向
2021年4月8日

遗 失
不慎遗失“普安恒润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公章一枚，编

号：5223230010205，特声明作废。
普安恒润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2021年4月8日

遗 失
2021年4月2日不慎遗失“晴隆县兴鑫能源有限公司”

合同专用章一枚，编号：5223242000635，特声明作废。
晴隆县兴鑫能源有限公司

2021年4月8日

遗 失
不慎遗失兴义市乌沙镇老乌沙小学医务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正、副本，登记号：PDY21810252230111D4001，特声明作废。
兴义市乌沙镇老乌沙小学

2021年4月8日

韩朝阳、蒋正英户：
由于盘县至兴义高铁建设需要，你2人位于桔山民族风情街共

有房屋 （产权证号：201504418） 在依法征迁范围内，因该房屋现
处于查封状态，经与法院协商，请你户于2021年4月14日前到桔
山街道办拆迁专班协助办理房屋征收工作，逾期将依照兴义市人民
政府（兴府发﹝2020﹞17号）文件依法对房屋进行评估，邀请公证
机关、相关人员进行监督、见证，评估结果作为征拆补偿依据。

拆迁专班联系人及电话：陈志祥13158199999
特此告知

兴义市人民政府桔山街道办事处
2021年4月8日

告知书 公 告 公 告 公 告 公 告

贵州承福祺顺品牌策划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张明琨与你及贵州润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如

下：一、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贵州承福祺顺品牌策划有限公司2020年6月9日签
订的《“万峰郡府”车位使用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该车位价值55000元。二、请求人民法
院依法判令二被告立即交付万峰郡府负1层711号车位给原告使用和相关手续。三、请求人民
法院依法判令二被告以35000元为基数按20%计算违约金，截止起诉日，暂计违约金7000元。
四、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因现通过其它方式无法向你有效送达起诉状副本等材料，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审判纪律监督卡、当事人举
证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审理程序告知书、文书上网公布告知书、开庭传票、转普裁定。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本案定于2021年6月25日下午14时40分在兴义市人民法院第十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王明荣：
本院受理的原告陈正阳诉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西南中心支

公司、王明荣、杨平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2020)黔2301民初9273号案件，
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黔2301民初927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
容为:一、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西南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陈正阳车辆维修费2100元;二、由王明荣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赔偿陈正阳车辆维修费3050元;三、驳回陈正阳其余诉讼请求。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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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陆国平:
本院受理的原告曾广律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如下：一、请求人民法

院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人民币借款本金伍万元整(¥:50000.00元)，并从2020年9月15
日，按月利率3%支付资金占用费至归还之日止(至2021年2月15日暂计为柒仟伍佰元
(¥:7500.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陆国平承担。因现通过其它方式无法向你有效
送达起诉状副本等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告
知书、审判纪律监督卡、当事人举证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审理程序告知书、文书上
网公布告知书、开庭传票、转普裁定。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6月28日上午
10时00分在兴义市人民法院第十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贵州承福祺顺品牌策划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邓光琴与你及贵州润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

如下：1、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原告与被告贵州承福祺顺品牌策划有限公司2020年8月签订的
《“万峰郡府”车位使用转让合同》合法有效，该车位价值人民币42000.00元；2.请求人民
法院判令被告立即交付万峰郡负3层077号停车位给原告使用并办理车位使用相关手续。3.
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以22000元为基数按日利率3‰计算从2020年7月14日起至车位交付
使用之日止，暂计违约金9900.00元整。4.判令被告承担本次诉讼所产生的诉讼费用。因现
通过其它方式无法向你有效送达起诉状副本等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审判纪律监督卡、当事人举证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审理程
序告知书、文书上网公布告知书、开庭传票、转普裁定。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6月25
日下午14时40分在兴义市人民法院第十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贵州承福祺顺品牌策划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何勇与你及贵州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如下：一、判令被告立即履行《万峰郡府车位使用
权转让合同》，为原告办理车位交付和相关手续，该车位价款叁万伍
仟元(35000元)。二、判令被告承担本次诉讼所产生的诉讼费用。因现
通过其它方式无法向你有效送达起诉状副本等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审判纪律监督卡、
当事人举证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审理程序告知书、文书上网公布告
知书、开庭传票、转普裁定。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
定于2021年6月25日下午14时40分在兴义市人民法院第十五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贵州承福祺顺品牌策划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李显兴与你及贵州润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

请如下：一、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贵州承福祺顺品牌策划有限公司2020年8
月 2 日签订的 《“万峰郡府”车位使用权转让合同》 合法有效，该车位价值 35000 元。
二、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二被告立即交付万峰郡府负2层40号车位给原告使用和相关
手续。三、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二被告以35000元为基数按3‰计算违约金，截止起诉
日，暂计违约金4500元。四、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因现通过其它方式无法向你有
效送达起诉状副本等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告
知书、审判纪律监督卡、当事人举证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审理程序告知书、文书上网
公布告知书、开庭传票、转普裁定。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6月25日下午14时40
分在兴义市人民法院第十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贵州承福祺顺品牌策划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瞿琨与你及贵州润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如下：一、判令被告履行《万峰郡府地下停车位预
定协议书》，立即为原告办理车位使用权交付及相关手续，该车位价
值人民币叁万元(30000.00元)整。二、判令被告承担本次诉讼所产生
的诉讼费用。因现通过其它方式无法向你有效送达起诉状副本等材
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
书、审判纪律监督卡、当事人举证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审理程序告
知书、文书上网公布告知书、开庭传票、转普裁定。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6月25日下午14时40分在兴义市人
民法院第十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贵州承福祺顺品牌策划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唐萍与你及贵州润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如

下：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被告贵州承福祺顺品牌策划有限公司2020年9月12日签订的
《“万峰郡府”车位使用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该车位价值人民币30000元。2、请求人
民法院依法判令二被告立即交付万峰郡府负3层155号车位给原告使用并办理车位使用权相
关手续。3、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二被告以30000元为基数按每天3‰计算违法金，自2020
年9月12日至车位交付日止，暂计违约金9000元整。4、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共同承担。因
现通过其它方式无法向你有效送达起诉状副本等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审判纪律监督卡、当事人举证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审理
程序告知书、文书上网公布告知书、开庭传票、转普裁定。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6月
25日下午14时40分在兴义市人民法院第十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贵州承福祺顺品牌策划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汪静与你及贵州润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

如下：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被告贵州承福祺顺品牌策划有限公司2020年6月30日签
订的《“万峰郡府”车位使用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该车位价值人民币35000元。2、
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二被告立即交付万峰郡府负3层075号车位给原告使用并办理车位
使用权相关手续。3、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二被告以 25000 元为基数按 20%计算违法
金，截止起诉日，暂计违约金5000元。4、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共同承担。因现通过其它
方式无法向你有效送达起诉状副本等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审判纪律监督卡、当事人举证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审理程序告
知书、文书上网公布告知书、开庭传票、转普裁定。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6月25
日下午14时40分在兴义市人民法院第十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贵州承福祺顺品牌策划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本贵与你及贵州润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

纠纷一案，原告诉请如下：一、判令被告立即履行《万峰郡府车位使
用权转让合同》，立即办理车位交付及相关手续，该车位价值50000
元；二、判令被告承担本次诉讼所产生的诉讼费用。因现通过其它方
式无法向你有效送达起诉状副本等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审判纪律监督卡、当事人举证
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审理程序告知书、文书上网公布告知书、开庭
传票、转普裁定。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6
月25日下午14时40分在兴义市人民法院第十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何洪均:
本院受理的原告徐忠文与你及重庆市凤山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兴义分公司、

重庆市凤山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如下：一、请求人
民法院判决三被告连带向原告支付货款71290 元及利息(利息以71290 元本金为基
数，从2016年8月1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至货款付清之日
止)，截止到起诉之日利息暂计18178.9元;二、判决三被告承担案件受理费。因现通
过其它方式无法向你有效送达起诉状副本等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审判纪律监督卡、当事人举证诉讼权利义务通
知书、审理程序告知书、文书上网公布告知书、开庭传票、转普裁定。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6月30日上午8时40分在兴义市人民法院第十二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0）黔2301民初9273号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1）黔2301民初2530号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1）黔2301民初1311号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1）黔2301民初1307号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1）黔2301民初1327号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1）黔2301民初1312号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1）黔2301民初1309号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1）黔2301民初1310号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1）黔2301民初1281号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1）黔2301民初484号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1）黔2301民初1326号

何志金、刘当礼：
本院受理的原告李发准与被告何志金、刘当礼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0）黔2301民初629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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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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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不上诉，则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卢 玉:
本院受理的原告蒲红凯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如下：1.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35000元及利息。(注:利息计算至债务全部清偿之日止，

现暂从2018年12月21日至2020年11月25日，按月利率2%计算，共计15400元，期间从未付利息至今尚欠利息15400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
用。因现通过其它方式无法向你有效送达起诉状副本等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审判纪律监督卡、当事人举证
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审理程序告知书、文书上网公布告知书、开庭传票、转普裁定。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6月29日上午8时40分在兴义市人民法院第十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0）黔2301民初6294号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1）黔2301民初939号

李兴国：
本院受理的原告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遵义中心支公司诉被告李兴国、中国人民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兴义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2020)黔2301民初7230号案
件，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黔2301民初723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
为:一、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兴义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
险及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遵义中心支公司支付的贵
CBR660号车辆维修费及拖车费47848元;二、驳回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遵义中心支公
司其余诉讼请求。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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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0）黔2301民初7230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