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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赵宝松：本院受理刘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皖
1522民初105号案件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等。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
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2022年4月13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第十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叶凯：本院受理陈春石诉你中介合同纠纷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传票、民事裁定书、监督卡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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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东北塘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宿州市埇桥区丁唯建电动车商行：本院受理新蕾
车业无锡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2 0 2 1 ) 苏
0205民初602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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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锡山区振国电动车厂、杨读鹏：本院受理锡山区
查桥骆氏车辆配件厂诉你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2021)苏0205民初503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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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菠：本院审理原告浙江凝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诉你方黄海兵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方公告送达(2021)苏0205民初43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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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襄阳市臻泰贸易有限公司、曾宪武：本院受理罗
光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鄂0684民初2815号、(2021)鄂0684民
初28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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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
程阳、明敏、程国平、柯慧、程湖：本院依据(2020)鄂
0281执恢379号执行裁定书，于2020年11月18日依
法查封了你们共有的位于大冶市城西路73-2号
房屋一栋，但你们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因你们下落不明，现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0 )鄂0281执恢379号之二执行裁定书，拍
卖你们共有位于大冶市城西路73-2号房屋一栋
(权证号01-26271)，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金明家：本院依据(2018)鄂0281执317号之三执行
裁定书，于2019年1月10日依法查封了你所有的位
于大冶市罗家桥大道84号1栋2单元701室房屋一
套，但你至今未履行义务。本院依法对该房屋进
行了二轮拍卖，均已流拍。因你下落不明，现向你
公告送达(2020)鄂0281执恢188号之二执行裁定
书，变卖你所有的位于大冶市罗家桥大道84号
1栋2单元701室房屋(权证号：04-682号，建筑面
积：126.94㎡)。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聂祥勇：本院受理原告聂中表诉被告聂祥勇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2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毕节市瑞庆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吴悦诉被告毕节市瑞庆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
司中介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等法律文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2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周礼华：本院受理原告苏武诉被告周礼华民间借
贷纠纷(2021)黔0502民初21538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2年3月11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十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周礼华：本院受理原告李春燕诉被告周礼华民间
借贷纠纷(2021 )黔0502民初21536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
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3月11日上午9时30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朱文发：本院对原告王飞与被告朱文发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皖1202民初1056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王飞50000元。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公告期满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安徽省里奥路桥建设有限公司、刘庆辉：本院受
理原告舒世允诉你们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202民初11244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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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候成玉、李国强：本院受理原告马云波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吉0881民初2001号民事裁定书。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裁
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吉林省洮南市人民法院
徐以恭：本院受理原告王诺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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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大营
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枣强县人民法院
刘雪明：本院受理原告孙勇、康莉诉刘雪明、王
研、苗想、苗刘军、时配然、胡雨艳、胡现龙、汪
方巧、陈杏杏、陈传新生命权纠纷一案，因直接
及邮寄均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送达期满后15日，并定于2022年3月
11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泗县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11440号 深圳市卓赢五金制
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乐清市舟蓝电子有限
公司与被告深圳市卓赢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
告起60天内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2022年04月
07日09时00分在本院虹桥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
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理。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黄家辉、上海展宽电气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建乐机械有限公司诉你们股东损害公司债
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民事
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风险提示书、文书
上网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
裁定书(转普通程序)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柳市人民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答辩期限与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本案定于2022年3月24日8时50分在本院柳市人
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许勉：本院受理原告乐清市创稳电气有限公司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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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风险提示书、文书
上网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
裁定书(转普通程序)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柳市人民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答辩期限与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本案定于2022年3月24日15时在本院柳市人民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李敏，苗辉亮：原告解瑞增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应诉、举证
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告知合议庭通知书。自公
告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齐崇伟：原告佟国辉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应诉、举证通
知书、起诉状副本、告知合议庭通知书。自公告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20分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贺凤梧：原告闫艳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应诉、举证通知书、
起诉状副本。自公告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肖红胜：原告韩小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及证
据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通知
书。自公告起经30日视为公告送达。答辩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8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陈爱梅、陈龙：原告孙十斤诉你房屋买卖合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21)皖0705民初301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
60内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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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蓉、龙庭江：本院受理原告刘静、刘宸懿与被告
王振宇、杨蓉、龙庭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为送达，答辩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4月22日9时在本院第二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安县人民法院
刘叶华：本院受理原告王杨诉你变更抚养关系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兴城市人民
法院(2021)辽1481民初4188号民事判决书、判后
答疑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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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兴城市人民法院
福建裕诚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梁婴：本院受理原
告上海乔梁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诉你建筑设备租
赁合同纠纷(2021)皖0122民初10548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
与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发布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下
午三时(节假日顺延)在肥东县人民法院第十四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法院
周代生：本院受理原告徐新民与被告江苏省第
一建筑安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周代生建设工
程合同纠纷(2022)皖0422民初261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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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日上午9：00(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唐山浩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孙立全
诉你单位劳动关系认定案(滦劳人仲案字【2021】
599号)。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申诉书副本、应
诉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0个工作日内。本委定于
2022年3月16日上午9时在本委劳动争议仲裁庭
(地址：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北山新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2楼)开庭审理。请准时参加庭审，
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特此公告

滦平县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李宏林：本院受理刘振生诉你(2021)冀0432民初
2199号、刘胜民诉你(2021)冀0432民初2200号民
间借贷纠纷二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状、应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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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
时、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审
理，届时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广平县人民法院
杨社光：本院受理赵保林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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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节假日顺延)9时在本院
第二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理。

河北省广平县人民法院
白城市铭瑞莊米业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沈
阳市兴忠良塑料包装制品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辽0115民初5408号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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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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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吴琼、苏文强、沈阳市三龙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辽中
支行诉你们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辽0115民初3839号起诉状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裁定书、开庭传票。定于
2022年2月28日9点在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上述期间包含举证期、答辩期)。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赵宝生、徐珊珊、辽宁三源农林高新技术发展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沈阳大为混凝土有限公司诉
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辽0115民初4672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裁定书、开庭传票。定于2022年2月28
日9点在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上述期间包含举证期、答辩期)。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宋晓飞：本院受理沈阳大为混凝土有限公司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辽0115民初4934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裁定书、开庭传票。定于2022年2月28
日9点在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上述期间包含举证期、答辩期)。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李昌龙：本院受理沈阳市宝兴水泥制造有限公
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辽0115民初5809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裁定书、开庭传票。定于2022年2月
28日9点在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上述期间包含举证期、答辩期)。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张金宝、姜丽媛：本院受理兰春龙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
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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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白旗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吉林省舒兰市人民法院
张樱：本院受理刘旭诉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从公告之日起经30日
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定于2022年3月15日14：30在本院蒲
场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刘国明、张永好、陈玉芝：本院受理常德银与你
们、宋彦良、曹永和、韩学君、侯桂琴、郭红言、苗
彦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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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14：1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二楼三号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
韩勤飞：本院受理阜阳兴建集装箱有限公司诉
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皖1202民初1599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30日来本院开发区法庭领取，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起15日内
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阜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宋晓飞、沈阳祥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李海龙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九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
庭公开审理，如不按时到庭，则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韩清章：本院受理杨文虎诉你机动车交通事
故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冀0432民初173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道交审判团队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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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至邯郸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广平县人民法院
荣连友：本院受理魏椽与云南祥景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在上诉期内，云南祥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不服
本院作出的(2021)云0424民初1121号判决，依
法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云0424
民初1121号民事上诉状。上诉请求事项如下：
一、请求撤销(2021)云0424民初1121号民事判
决书第一项，改判为上诉人不承担连带支付
责任;二、依法判决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
二审诉讼费。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立案
庭领取民事上诉状，逾期视为送达。

云南省华宁县人民法院
董现忠：本院受理何照玲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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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诉请：一、判令被告于
判 决 生 效 之 日 起 十 日 内 支 付 原 告 劳 务 费
38562元;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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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固东法庭公开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韩涛：本院受理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江阴支公司与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281民初10442号
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
内来本院滨江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天内向本院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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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军君：本院受理于鸣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281
民初137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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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德银：本院受理杨忠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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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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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2022年3月14日9时
在航空港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若未准时
到庭应诉，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法院
四川世亿石尚珠宝有限公司、张鹏：本院受理蒙
长卓诉你们及任建宏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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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2022年
3月14日9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若未
准时到庭应诉，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法院
  本院2022年1月12日刊登的江苏峰锐服
饰有限公司公告中，内容应为公告之日起经
30日内来本院长泾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特此更正。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耿震、耿春笋、丁保雪：本院受理王友钱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皖1202民初1153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来本院开发区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阜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张碧洋：本院受理原审原告杜丽敏诉你与肖海
缘、肖豹、大石桥市鸿发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辽
0882民再16号民事裁定书、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大石桥市人民法院
张碧洋：本院受理原审原告陈玉杰诉你与肖豹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辽0882民再22号民事裁定书、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大石桥市人民法院
孙亮、张宇：本院受理原审原告张霞诉你们所有
权确认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
辽0882民再13号民事裁定书、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大石桥市人民法院
张佳美：本院受理刘海军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
成员告知书及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三日九点(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承德县人民法院
马振宇、韩明霞、刘长伟、马月靖、吉林市亿宇米
业有限责任公司、吉林市东宇养殖有限公司、吉
林市昌邑区明宇养殖场：本院受理(2020)吉0202
民初2184号马德芳与吉林市贯通融资担保有限
责任公司、吉林市亿宇屠宰有限公司及你们案
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已审结，原告不服提起
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
(2021)皖1723破2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安徽泽阳矿业发展有限公
司的申请于2021年12月13日裁定受理债务人安
徽泽阳矿业发展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22年1月17日指定安徽安池律师事务所为安
徽泽阳矿业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安徽泽阳矿
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2年3月11日
前，向安徽泽阳矿业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安徽
安池律师事务所[通信地址：安徽省池州市贵池
区长江南路红森国际大厦A座13楼安徽安池律
师事务所；邮政编码：247000；联系电话：唐传信
律师(0)18056685670，电话：0566-28115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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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泽阳矿业发展有限公司的
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安徽泽阳矿业发
展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
定于2022年3月25日上午9时00分在安徽省池州
市青阳县人民法院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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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安徽省青阳县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谢志清：本院受理黄崇云与钦州市钦北区骏
椋石场、你、张恒、庞荣华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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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10日10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
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
谢志清：本院受理黄崇云与钦州市钦北区骏椋
石场、你、张恒、第三人谢炳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变更诉讼请求
书、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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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10日8：45在本院第三审
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
临沂丰大饲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南京华牧
动物科技研究所有限公司与你司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
0115民初1548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汤山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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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南京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2民特21号
  本院于2022年1月19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叶
玲玲申请宣告叶芸香死亡一案。申请人叶玲玲
称，被申请人叶芸香，女，1939年8月1日出生，原
住温州市鹿城区百里东路55-6号，于2006年3月
28日从温州市鹿城区黎明中路64弄2号离家出
走，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叶芸香应当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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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叶芸香将被
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叶芸香生存现状
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落
不明人叶芸香情况，向本院报告。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海南省邮轮游艇协会：本委受理的陈涛峰与你
单位劳动争议案(琼劳人仲案字〔2021〕第660
号)，现已作出裁决。因无法送达你单位，限你单
位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海南省海口市
美兰区海府路69号艺苑大厦10楼，联系电话：
0898-65311325)领取仲裁裁决书(琼劳人仲裁字

〔2022〕第26号)，逾期视为送达。
海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海南文臣武将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本委受
理的吴英娟、赖荣源、雷家伟与你单位劳动争议
案(琼劳人仲案字〔2021〕第672、694、695号)，现已
作出裁决。因无法送达你单位，限你单位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海
府路6 9号艺苑大厦1 0楼，联系电话：0 8 9 8 -
65311325)领取仲裁裁决书(琼劳人仲裁字〔2022〕
第29-31号)，逾期视为送达。

海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海南好思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已经受
理刘先奇与你单位劳动争议案(琼劳人仲案
字〔2022〕第269号)，并定于2022年3月14日09：
00开庭审理。因无法送达你单位，限你单位在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海南省海口市美
兰区海府路69号艺苑大厦10楼，联系电话：
0898-65311325)领取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
和开庭通知书等，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按时出
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海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海南茂贵顺达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本委受理
的李丹、王夏颖、谭惠文与你单位劳动争议案
(琼劳人仲案字〔2022〕第20、21、42号)，现已作
出裁决。因无法送达你单位，限你单位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
海府路69号艺苑大厦10楼，联系电话：0898-
6 5 3 1 1 3 2 5 ) 领取仲裁裁决书(琼劳人仲裁字

〔2022〕第17-19号)，逾期视为送达。
海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温鹏飞：本会受理(2020)并仲裁字第901号，申请
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与被申请人
温鹏飞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方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
本)、举证通知书、本会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
册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
你方应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0日内提交仲裁庭
组成人员及庭审方式选择书、15日内提交答
辩书及相关文件、30日内提交证据。逾期未提
交仲裁庭组成人员及庭审方式选择书，本会
主任将依法指定仲裁员组成仲裁庭，你方应
于仲裁庭组成后3日内来本会领取仲裁庭组
成通知书及开庭通知。开庭时间定于举证期
限届满后第十五日十六时(节假日顺延)，逾期
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母子山旅游文化开发有限公司：本会受理(2021)
并仲裁字第1068号，申请人大宁县建筑设备安
装总公司与被申请人母子山旅游文化开发有限
公司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
本)、举证通知书、本会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
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你方
应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0日内提交仲裁庭组成人
员及庭审方式选择书、15日内提交答辩书及相
关文件、30日内提交证据。逾期未提交仲裁庭组
成人员及庭审方式选择书，本会主任将依法指
定仲裁员组成仲裁庭，你方应于仲裁庭组成后3
日内来本会领取仲裁庭组成通知书及开庭通
知。开庭时间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十五日九
时(节假日顺延)，逾期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王俊鹏：本会受理(2020)并仲裁字第907号，申请
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与被申请人
王俊鹏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
(副本)、举证通知书、本会仲裁规则及仲裁员
名册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
达。你方应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0日内提交仲
裁庭组成人员及庭审方式选择书、15日内提
交答辩书及相关文件、30日内提交证据。逾期
未提交仲裁庭组成人员及庭审方式选择书，
本会主任将依法指定仲裁员组成仲裁庭，你
方应于仲裁庭组成后3日内来本会领取仲裁庭
组成通知书及开庭通知。开庭时间定于举证期
限届满后第十五日十七时(节假日顺延)，逾期
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宫耀新、韩北梅：本会受理(2019)并仲裁字第
1423号，申请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
行与被申请人宫耀新、韩北梅之间的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仲裁通
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举证通知书、本会
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等。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你方应在公告送达期
满后10日内提交仲裁庭组成人员及庭审方式
选择书、15日内提交答辩书及相关文件、30日内
提交证据。逾期未提交仲裁庭组成人员及庭审
方式选择书，本会主任将依法指定仲裁员组成
仲裁庭，你方应于仲裁庭组成后3日内来本会领
取仲裁庭组成通知书及开庭通知。开庭时间定
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十五日八时(节假日顺
延)，逾期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山西国台机械有限公司、梁国义：本会受理
(2019)并仲裁字第1451号，申请人晋城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与被申请人山西国台机械有
限公司、梁国义、太原民生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
司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举
证通知书、本会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等。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你方应在公
告送达期满后10日内提交仲裁庭组成人员及庭
审方式选择书、15日内提交答辩书及相关文件、
30日内提交证据。逾期未提交仲裁庭组成人员
及庭审方式选择书，本会主任将依法指定仲裁
员组成仲裁庭，你方应于仲裁庭组成后3日内来
本会领取仲裁庭组成通知书及开庭通知。开庭
时间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十五日十时(节假
日顺延)，逾期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郭贵云、李晓锋、张瑞旺：本会受理(2020)并仲裁
字第029号，申请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
分行与被申请人郭贵云、李晓锋、张瑞旺之间的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举证通知
书、本会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等。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你方应在公告送达
期满后10日内提交仲裁庭组成人员及庭审方式
选择书、15日内提交答辩书及相关文件、30日内
提交证据。逾期未提交仲裁庭组成人员及庭审
方式选择书，本会主任将依法指定仲裁员组成
仲裁庭，你方应于仲裁庭组成后3日内来本会领
取仲裁庭组成通知书及开庭通知。开庭时间定
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十五日十一时(节假日顺
延)，逾期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米秀裕：本会受理(2020)并仲裁字第900号，申请
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与被申请人
米秀裕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
(副本)、举证通知书、本会仲裁规则及仲裁员
名册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
达。你方应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0日内提交仲
裁庭组成人员及庭审方式选择书、15日内提
交答辩书及相关文件、30日内提交证据。逾期
未提交仲裁庭组成人员及庭审方式选择书，
本会主任将依法指定仲裁员组成仲裁庭，你
方应于仲裁庭组成后3日内来本会领取仲裁
庭组成通知书及开庭通知。开庭时间定于举证
期限届满后第十五日十五时(节假日顺延)，逾
期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王富强、朱俊琴、岳太生、牛杏如：本会受理
(2019)并仲裁字第1424号，申请人晋城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与被申请人王富强、朱俊
琴、岳太生、牛杏如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仲
裁申请书(副本)、举证通知书、本会仲裁规则
及仲裁员名册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视为送达。你方应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0日
内提交仲裁庭组成人员及庭审方式选择书、
15日内提交答辩书及相关文件、30日内提交证
据。逾期未提交仲裁庭组成人员及庭审方式选
择书，本会主任将依法指定仲裁员组成仲裁
庭，你方应于仲裁庭组成后3日内来本会领取
仲裁庭组成通知书及开庭通知。开庭时间定
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十五日九时(节假日顺
延)，逾期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韩志林：本会受理(2020)并仲裁字第888号，申
请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与被申
请人韩志林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仲裁申
请书(副本)、举证通知书、本会仲裁规则及仲
裁员名册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
为送达。你方应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0日内提
交仲裁庭组成人员及庭审方式选择书、15日
内提交答辩书及相关文件、30日内提交证据。
逾期未提交仲裁庭组成人员及庭审方式选择
书，本会主任将依法指定仲裁员组成仲裁庭，
你方应于仲裁庭组成后3日内来本会领取仲裁
庭组成通知书及开庭通知。开庭时间定于举证
期限届满后第十五日十四时(节假日顺延)，逾
期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亳仲裁[2 0 2 1 ] 3 8 9号 亳州苏商置业有限公
司：亳州仲裁委在2021年5月24日受理了申请
人江西省国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
亳州苏商置业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自公
告之日起满30日之后于2022年2月26日15时整
到亳州仲裁委参加抽取鉴定机构，2022年3月
28日15时整为开庭时间。

亳州仲裁委员会
亳仲裁[2020 ] 2 78号 中农批(北京)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中农批(北京)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亳州仲裁委在2020年12月6日受理了申请人
涡阳县人民政府与被申请人中农批(北京)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中农批(北京)建设开发有
限公司纠纷一案，按照法律规定向被申请人
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举证通知、仲裁员选定
书、仲裁规则等，本委已于2021年8月18日开
庭审理了此案，你方缺席庭审，该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将《亳州仲裁委员会裁决书》(2020)亳仲裁
字第278号公告送达于你。自公告送达之日起60
日内来本委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亳州仲裁委员会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刘安全：本院受理原告程桂香诉你土地承包经
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
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权利义务须知、举
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并
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10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准时开庭，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硕县人民法院
(2021)黔2322民初3546号 江兴桥：本院受理的
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西南分公
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1)黔2322民初3546号民事判
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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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黔2322民初2652号 王安福：本院受理的
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西南分公
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1)黔2322民初26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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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黔2322民初3948号 王永成：本院受理兴仁市黄
金路顺风电动车商行与王永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案号为(2021)黔 2322民初3948号，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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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2021)黔2322民初3575号 王治林：本院受理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仁市支行与王治
林信用卡纠纷一案，案号为(2021)黔2322民初3575
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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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贵州省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邹习平：本院受理原告务川自治县宏声电器销售
有限公司与被告邹习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0326民初
31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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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蔡乐乐：本院受理宋航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0684民初2266号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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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湖北省襄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6200号 刘勇：本院受理原告刘
勇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苏0311民初6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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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6965号 王凯：本院受理原告王侠与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苏0311民初696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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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2)苏0311民初217号 王君：本院受理原告蔺苏平、
张磊、张娅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下午2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十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2 )苏0311民初255号 张春英：本院受理原
告姜路艳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下午2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十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1283民初9725号 郑建荣：本院受理原
告黄巧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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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
书、转普裁定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201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2021)苏1283民初9266号 蔡守林：本院受理原
告季文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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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
书、转普裁定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上午9时30分在本
院201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黄玉根：本院受理门源县浩门华中板材诉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民事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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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2021 )冀0633执2026号 陈生、朱丽芳：关于申
请执行人何炳艳与被执行人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 ，易县人民法院于2 0 2 1 年 9 月 2 6 日作出的
(2020)冀0633民初3085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
法律效力。由于你没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申请执行人何炳艳向本院申请强制执
行，本院依法受理。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
达，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冀0633执
2026号执行裁定书，查封被执行人朱丽芳座落于北
京市朝阳区百子里湾东里409号楼8层6单元801室房
屋。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省易县人民法院
章财富：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大荆支行与被告章财琴、牟哲兵、章
财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7734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大荆
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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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干方东：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大荆支行与被告干连海、徐贤华、干
方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7752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大荆
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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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金赛琴、卢如达：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荆支行与被告李长顺、李
林全、金赛琴、卢如达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
774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
内来本院大荆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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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马力：本院受理原告刘旭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2
民初1142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柳市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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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马力：本院受理原告钱凌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2
民初1142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柳市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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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 )浙0382民初4768号 武汉红庭展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乐清市馨伊诺餐饮服
务有限公司诉你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 )浙0382
民初476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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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浙江粤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温州
市乐清市城东街道千帆东路555号蝴蝶广场2幢
101室、102室、107室、134室、193室、211室、237室、239
室 、2 4 1 室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30382MA2JC96X6T。法定代表人：温流艳)、温流
艳(男，1987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江市
阳东区大八镇白蒙村委会白蒙村十五巷2号，公
民身份号码44172319870526421X)：本院受理原告朱
定凤、吕满云、苏伍英与被告浙江粤丰管理有限
公司、温流艳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 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11073号案件诉状、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2022年3月22日9：00第六法庭)、民事裁定书、廉政
监督卡、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0)浙0382民初7590号 海盐安杰包装有限公
司：本院审理原告国威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海盐
安杰包装有限公司对外追收债权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382民初
7590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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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黄王钱：本院受理原告段邦顺、陈存福、周振
旺、谢千松、徐立成与被告黄王钱劳务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8671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虹
桥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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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李林：本院受理原告陶云莲、李仁与被告李林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
送达，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8770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虹桥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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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宋清潮申请宣告李发琼失踪一案，
经查：李发琼，女，1996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四
川省营山县人，住营山县蓼叶镇毛官村1组55号，
公民身份号码511322199611228087。李发琼于2019
年2月便与申请人失去了任何联系，至今下落不
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3个月，希望李发
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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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2021)黔0115执恢432号 刘星星：本院受理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分行申请执行贵州远方新
物资有限公司、姚广华、朱红梅、刘星星、孙鑫、邓蓓
借款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1月24日对被执行人
刘星星名下所有位于贵阳市南明区花果园彭家湾
花果园项目C区11(贵阳国际中心1号)栋1单元31层23
号(不动产权号Y1382409号)进行网络询价，现房屋网
络询价结果分别为：工商大数据评估询价平台价格
为1392753.00元，京东拍卖大数据询价平台价格为
1637326.00元，阿里拍卖大数据询价平台价格为
1051483.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
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第十三条的规定，本院拟
以上述询价结果的平均值即1360520.66元作为参考价
由合议庭合议后进行网络司法拍卖。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七条、《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全省法院网络司法拍
卖辅助工作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五条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本院依法委托“贵州旺棋拍卖有限责任
公司”对本案提供网络司法拍卖工作辅助服务。该辅
助服务工作产生的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本告知书
自发出之日起即视为送达，如有异议，请于收到告知
书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提出。逾期，本院将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第二百
四十七条之规定，对执行人刘星星名下所有位于
贵阳市南明区花果园彭家湾花果园项目C区11
(贵阳国际中心1号)栋1单元31层23号(不动产权
号Y1382409号)房屋进行网络司法拍卖。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刘 怡 德 ：原 告 刘 波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2021)川1002民初3949号，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
诉通知书、传票、诉状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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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李军、周玲蕊：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嘉兴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人员通知书、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
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4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嘉兴捷凡贸易有限公司：原告汕头市和盈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诉你、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侵
害商标权纠纷一案(2021)浙0402民初7631号，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传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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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在本院10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廖发林、汪进、嘉兴百亿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黄
浩、秦玉杰：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嘉兴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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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长水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岳强美：原告吕永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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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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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新丰人民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胡业胜：原告王玮乾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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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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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新丰人民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王稳：原告王逸飞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22 )
浙0402民初154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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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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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11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审理。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徐宝：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嘉兴中心
支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7157号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转程序裁定书、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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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审理。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嘉兴佰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华集安瑞投资中
心(有限公司)、翟新江、赵爱芬、翟泽晖：原告吴海英
诉你合同纠纷一案(2021 )浙0402民初7751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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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通知书、简易转普
通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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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4时(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12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审理。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沈呈宝：原告嘉兴水果市场兴发果品批发部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2021)浙0402民初7697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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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通知书、简易转普通
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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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5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12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审理。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葛宇锋：本院受理赵天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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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
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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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分(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周青川：本院受理贺虹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13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
四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审理。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苏州永道工业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海随强木
业有限公司与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5民初5238号民事判决书、
上诉须知。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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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太仓华久商贸有限公司、周志民：本院受理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分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585民初
602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后文科：本院受理李志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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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
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张本建、陈平：本院受理孟根明诉你们提供劳
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苏0402民初357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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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张铁宝：本院受理陈兵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1719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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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张家港市凤凰镇成周土方挖掘服务部：本院受理江
苏力好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
2486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则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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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上海腾麒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昆山尤佰力胶辊
有限公司诉被告上海腾麒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上海
腾麒科技有限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花桥人
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王俊、栾春风、王嘉明的申请于2022年
1月11日裁定受理苏州闽发钢铁有限公司强制清算
一案，并依法指定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苏州分所作为被申请人的清算组。被申请人的债
权人应当在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被申请人的清算
组(通讯地址：苏州工业园区星海街198号星海大厦东
楼8层；联系人：孟祥虎、黄霞；联系电话：13771712251、
13916186784)申报债权，说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财产
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据，申报的债权是连带债权的，
应当说明。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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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
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被申请人及其法定代表人、
相关管理人员应当从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被申请人
的清算组移交其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
书等资料，并向清算组提交财产状况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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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善保管并移交其
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因客
观原因无法提交的，应当应清算组的要求做出书面
说明或者提供有关证据与线索；根据人民法院、清算
组的要求进行工作，并如实回答人民法院、清算组和
债权人的询问；人民法院认为应当办理的其他事项。
被申请人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被申请
人的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张军营：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市分公司诉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及答辩期间截至2022年
2月28日。本案定于2022年3月7日9时在本院民
事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河南省西华县人民法院
周娇：本院受理钟吉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
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请求：1、请
求判令被告偿还借款本金3万元及利息(利息以
本金3万元为基数按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四倍计算至被告清偿完毕借款之日止)。2、本案
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十五日。并定于2022年3月7日15时在
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南省鲁山县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湖北新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王诗宇、彭梦
馨诉你方武劳人仲东办案字[2021]第2001号、第2002号
劳动争议案件已审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上述
案件仲裁裁决书“武劳人仲东办裁字〔2021〕942号、943
号”，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你方如不服武劳
人仲东办裁字〔2021〕942号、943号裁决，可自收到仲裁
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逾期不起诉的，该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武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武汉思麒文化咨询有限公司：本委受理徐力诉你方
劳动争议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武劳人仲东办
案字〔2022〕2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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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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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市川博学大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本
委受理汪星诉你方劳动争议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武劳人仲东办案字〔2022〕8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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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6日10时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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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得易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理李昀隆诉
你方劳动争议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武劳人仲
东办案字〔2022〕4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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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
日15时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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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源宿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本委受理李玲莉诉你
方劳动争议案，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武劳人仲东办
案字[2021]第38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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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
日13时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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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盈创优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理彭祥诉
你方劳动争议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武劳人仲
东办案字[2021]第28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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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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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海杰青物链数据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本委受理雷
阳、文道杰、谭敏、方意、杨斌、刘志刚、付强、王
亮、陈兵、覃西亚和樊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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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号、334号、410号、411号、412号、413
号、699号、700号、701号、702号和11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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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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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刘琳：本会受理的申请人邯郸市诚信住房置业融
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之间抵押(反担保)合同
纠纷仲裁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邯仲案
字第0667号案的仲裁通知书等仲裁文书、仲裁
申请书及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会 ( 邯 郸 市 丛 台 东 路 科 技 中 心 1 2 楼、0 3 1 0 -
3113605)领取上述文书，逾期视为送达。提交答
辩书和选定仲裁员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15日内，期限届满后，本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

邯郸仲裁委员会
刘琳：本会受理的申请人邯郸市诚信住房置业融
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之间抵押(反担保)合同
纠纷仲裁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邯仲案
字第0666号案的仲裁通知书等仲裁文书、仲裁
申请书及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会 ( 邯 郸 市 丛 台 东 路 科 技 中 心 1 2 楼、0 3 1 0 -
3113605)领取上述文书，逾期视为送达。提交答辩
书和选定仲裁员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内，期限届满后，本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

邯郸仲裁委员会
张世刚：本会受理的申请人邯郸市诚信住房置业
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之间抵押(反担保)合
同纠纷仲裁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邯仲案
字第0665号案的仲裁通知书等仲裁文书、仲裁申
请书及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会(邯
郸市丛台东路科技中心12楼、0310-3113605)领取
上述文书，逾期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和选定仲
裁员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期限届
满后，本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

邯郸仲裁委员会
张世刚：本会受理的申请人邯郸市诚信住房置业
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之间抵押(反担保)合
同纠纷仲裁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邯仲案
字第0664号案的仲裁通知书等仲裁文书、仲裁申
请书及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会
(邯郸市丛台东路科技中心12楼、0310-3113605)
领取上述文书，逾期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和选
定仲裁员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期
限届满后，本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

邯郸仲裁委员会
朱凌翱：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中万融资租赁(上
海)有限公司与你之间的借款合同纠纷仲裁案，
现向你公告送达(2020)邯仲裁字第0333号案的
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会(邯郸市丛
台东路科技中心12楼1204、0310-3113605)领取上
述文书，逾期视为送达。

邯郸仲裁委员会
马建平、马向胜：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中万融资租
赁(上海)有限公司与你们之间借款合同纠纷仲裁
案，根据《邯郸仲裁委员会仲裁暂行规则》的规
定。本会主任指定独任仲裁员田刚成立仲裁庭。
现向你们送达[2020]邯仲案字第0316号案组庭、
开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会(邯郸
市丛台东路科技中心12楼1204、0310-3113605)
领取上述文书，逾期视为送达。仲裁庭定于公告
期满后第10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会进行不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并裁决。

邯郸仲裁委员会
董秉国、李加伟、叶夏芳：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中万
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与你们之间借款合同纠
纷仲裁案，根据《邯郸仲裁委员会仲裁暂行规则》
的规定。本会主任指定独任仲裁员田刚成立仲裁
庭。现向你们送达[2020]邯仲案字第0320号案组
庭、开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会(邯
郸市丛台东路科技中心12楼1204、0310-3113605)领
取上述文书，逾期视为送达。仲裁庭定于公告期
满后第10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会进行不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并裁决。

邯郸仲裁委员会
李秋霞、李成新：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中万融资租
赁(上海)有限公司与你们之间借款合同纠纷仲裁
案，根据《邯郸仲裁委员会仲裁暂行规则》的规
定。本会主任指定独任仲裁员田刚成立仲裁庭。
现向你们送达[2020]邯仲案字第0335号案组庭、开
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会(邯郸市丛
台东路科技中心12楼1204、0310-3113605)领取上述
文书，逾期视为送达。仲裁庭定于公告期满后第10
日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会进行不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并裁决。

邯郸仲裁委员会
季扣林：本委受理的申请人刘忠峰与你及江苏龙
坤集团有限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

【案号(2021)徐仲受字第265号】，现申请人刘忠
峰已撤回对江苏龙坤集团有限公司的仲裁申
请。因你地址不明，无法送达，现向你公告送
达，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仲裁庭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五日9时在本会三庭
进行开庭，如遇节假日顺延，特此公告。

徐州仲裁委员会
李析遥：我委受理江苏巨易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
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徐州仲裁委员会(2020)徐仲裁
字第222号裁决书，限你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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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粮、刘明荃：我委受理江苏巨易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与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徐州仲裁委员会(2020)徐
仲裁字第220号裁决书，限你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
至本委领取裁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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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运美：申请人张月芳、沈祎与你方房屋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应裁通知
书、仲裁申请书、证据、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选
(指)定仲裁员声明书、举证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选定仲
裁员、举证、答辩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
日内。期限届满后，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定于2022
年4月22日9时在本委第一仲裁厅开庭审理本案。

嘉兴仲裁委员会
海南惠农菜篮子运营有限公司：本委已经受理申
请人郭锦绣与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龙劳人仲
案字﹝2021﹞第766号)，并定于2022年3月3日9
时30分开庭审理。因无法送达你公司，限你公
司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海口市龙华区
金 园 路 2 号 金 园 办 公 区 4 0 7 ，电 话 ：0 8 9 8 -
66568110 )领取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证据
材料副本与开庭通知书，如不按时出庭，本委将
依法缺席裁决。以上材料逾期视为送达。

海口市龙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海南煜拓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本委已经受理
申请人刘好群与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龙劳人仲
案字﹝2021﹞第311号)，现已作出裁决。因无法送
达你公司，限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
(海口市龙华区金园路2号金园办公区407，电话：
0898-66568110)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海口市龙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呼 仲 字 [ 2 0 2 2 ] 7 号  吴 兴 旺 ( 身 份 证 号
370923197408234513)：本会)受理的申请人内蒙古
呼和浩特金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申请人晏峰、被申请人曾玲娟、被申请人吴
兴旺之间的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件编号：呼
仲案字[2020]第190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呼
仲案字[2020 ]第190号(补)《呼和浩特仲裁委员
会决定书》，你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来本会领取上述文书，逾期即视为送达。(电话：
0471-4679947，联系人：肖政)

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
南京奥仕堡品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本会受理
的赵新杰与你特许经营合同争议案[(2021)苏仲
裁字第0369号]，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
本案裁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会
(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西9号中海财富中心西
塔807室)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

苏州仲裁委员会
南京奥仕堡品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本会受理
的康延锋与你特许经营合同争议案[(2021)苏仲
裁字第0368号]，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
本案裁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会
(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西9号中海财富中心西
塔807室)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

苏州仲裁委员会
张家港市欣弘昌机电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张家
港市杨舍镇善港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原名：杨舍镇
善港股份合作社)与你公司租赁合同争议一案
[案号(2019)苏仲裁字第0645号]，因无法直接向
你公司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申请人
提交的补充证据，本案定于2022年3月7日13时
30分在本会(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苏州大道
西9号中海财富中心西塔807室)第二仲裁厅开庭
审理，并于2022年3月17日作出裁决，限你公司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会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

苏州仲裁委员会
滕州市吉鼎机械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太仓市
林丰机械有限公司与你公司买卖合同争议仲
裁一案[(2021)苏仲裁字第0505号]，现定于2022
年3月9日13时30分在本会(苏州市凤凰街334号
1号楼)C厅开庭。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开庭通
知书、变更请求仲裁通知书、变更仲裁申请书副
本及证据材料等，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会领取以上文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苏州仲裁委员会
杨杨：本会受理湖南无忧娱乐有限公司与你方的
委托合同纠纷案[(2021 )津仲字第0759号]，因无
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仲裁文书等，现公告送
达。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会领取答辩文书
等，逾期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10日内答辩并
提交证据材料；5日内选定仲裁员，逾期由本会
主任指定。仲裁庭组成后2日内领取组庭通知
书。2022年4月26日9时30分在本会开庭审理。届
时未出庭，仲裁庭依法缺席裁决。

天津仲裁委员会
天津博祥石油设备销售有限责任公司：本会受理
天津巨益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与你方的合同纠纷
案[(2020)津仲字第0331号]，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
送达仲裁文书等，现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到本会领取答辩文书等，逾期视为送达。公告
期满后10日内答辩并提交证据材料；5日内选定仲
裁员，逾期由本会主任指定。仲裁庭组成后2日内
领取组庭通知书。2022年4月28日10时30分在本会
开庭审理。届时未出庭，仲裁庭依法缺席裁决。

天津仲裁委员会
天津弘泰君艺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本会受理夏美
丽与你方的合同纠纷案[ ( 2 0 2 1 ) 津仲字第08 7 9
号]，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仲裁文书等，现
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会领取答
辩文书等，逾期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10日内
答辩并提交证据材料；5日内选定仲裁员，逾期
由本会主任指定。仲裁庭组成后2日内领取组
庭通知书。2022年4月28日9时30分在本会开庭
审理。届时未出庭，仲裁庭依法缺席裁决。

天津仲裁委员会
季俊芳：本会受理的申请人西藏银信小额贷款
股份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洪中敏、季俊芳、唐
泽平、钱林、西藏顺通房产置业有限公司之间
的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 )拉仲裁字第22号案答辩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选定仲裁庭组成
方式及仲裁员的函、仲裁申请书副本、反仲裁
申请书副本和仲裁庭组成通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即视为送达。本会定于2022年3月28日10
时在本会仲裁庭开庭审理。请你及时到本会办理
相关手续。联系电话：0891-6872729

拉萨仲裁委员会
季俊芳：本会受理的申请人西藏银信小额贷款股
份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洪中敏、季俊芳、唐泽平、
钱林、西藏顺通房产置业有限公司之间的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拉仲裁字
第23号案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规则、仲
裁员名册、选定仲裁庭组成方式及仲裁员的函、
仲裁申请书副本、反仲裁申请书副本和仲裁庭
组成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
本会定于2022年3月28日11时30分在本会仲裁
庭开庭审理。请你及时到本会办理相关手续。
联系电话：0891-6872729。

拉萨仲裁委员会

公告

成都力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你公司职工隆道凯
于2020年06月11日所受工伤经昭通市劳动能力鉴
定 委 员 会 以 云 南 省 昭 通 市 劳 鉴 2 0 2 1 年
5306992021CC01032号《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
鉴定为：伤残五级；生活自理障碍程度：无。现依
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如对本鉴定结论不服
的，可以自收到本鉴定结论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云
南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再次鉴定。

彝良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提存公告

【小赢网金】平台余额资金未提现出借人：深圳
市赢众通金融信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已自愿
退出网贷行业，并声明对出借人进行了100%本
息兑付，但仍有部分出借人账户存在兑付资金
未提现。
  上述出借人账户未提现资金已提存至本处，
请出借人及时到本处领取提存款项。
  因未及时提现出借人数量多，详细名单请关
注我处官方网站(http：//www.psgzc.com/)查询。

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公证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