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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周帅：本院受理张凤会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 ，因疫情原因 ，现依法重新向你公告送达
(2021)冀1121民初2602号案件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30日即视为送达，定于期满后第3日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民事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枣强县人民法院
孙业英：本院受理张铁栋诉你离婚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离婚当事人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
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
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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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
蕉岭县鑫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原告戴怡妮
诉你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参加诉讼通知书、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当事
人须知、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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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
付金龙：原告景波与你民间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冀0822民初1038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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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兴隆县人民法院
范磊：原告李宏涛与你民间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冀0822民初1039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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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兴隆县人民法院
李莲、温州兴秀电器有限公司：原告王永与被告
李莲、温州兴秀电器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浙
0302民初1266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方自公告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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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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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吴美兰、李恩明、温州嘉豪建筑基础工程有限公
司：原告浙江品农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诉你方追偿
权纠纷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302民初
2689号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和30日内。定于2022年8
月3日15时在本院东郊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江苏安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西安市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定于2022年5月31日9时
开庭审理申请人李泰山与你方劳动争议案，现参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向你方送达开庭通知。自公告之日起5日视
为送达。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经开区明光路166号
凯瑞E座103室，联系电话：029-86529981。

西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
周希雁、韩利生：本会受理( 2 0 1 9 ) 并仲裁字第
1293号，申请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
行与被申请人周希雁、韩利生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庭开庭通知。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为送达，你方应在
公告期满后次日17时在本会仲裁庭参加庭审，逾
期仲裁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太原仲裁委员会
张艳珍、李国军、王建峰、杨栋：本会受理(2020)并
仲裁字第188号，申请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
原分行与被申请人张艳珍、李国军、王建峰、杨栋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
裁庭开庭通知。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为
送达，你方应在公告期满后次日9时在本会仲裁
庭参加庭审，逾期仲裁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太原仲裁委员会
贾宝玉、靳晓波、李晨光、马瑞雪：本会受理
(2020)并仲裁字第446号，申请人晋城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与被申请人贾宝玉、靳晓
波、李晨光、马瑞雪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庭开庭通知。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为送达，你方应在公告期
满后次日10时在本会仲裁庭参加庭审，逾期仲
裁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太原仲裁委员会
高飞燕、阎晋平、章心乐：本会受理(2020)并仲裁字
第449号，申请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
与被申请人高飞燕、阎晋平、章心乐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庭开庭通
知。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为送达，你方应
在公告期满后次日11时在本会仲裁庭参加庭审，
逾期仲裁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太原仲裁委员会
任美霞、窦秀军：本会受理(2 0 2 0 )并仲裁字第
450号，申请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
行与被申请人任美霞、窦秀军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庭开庭通
知。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为送达，你方
应在公告期满后次日15时在本会仲裁庭参加庭
审，逾期仲裁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太原仲裁委员会
张晓东、张春田、韩福波、武惠芳、王勇军、申奋
平：本会受理(2020)并仲裁字第570号，申请人晋城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分行与被申请人张晓东、
张春田、韩福波、武惠芳、王勇军、申奋平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庭开
庭通知。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为送达，你
方应在公告期满后次日16时在本会仲裁庭参加庭
审，逾期仲裁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太原仲裁委员会
振茂(西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西安市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定于2022年7月5日16
时30分在第三仲裁庭开庭审理申请人范相丽与你
方劳动争议案，现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方送达申请书副
本、应诉通知、开庭通知。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
送达。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经开区明光路166号凯
瑞E座103室，联系电话：029-86529981。

西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
明持文化传播(西安)有限责任公司：西安市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定于2022年7月5
日9时在第三仲裁庭开庭审理申请人张仰晴与你
方劳动争议案，现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方送达申请书副
本、应诉通知、开庭通知。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
送达。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经开区明光路166号凯
瑞E座103室，联系电话：029-86529981。

西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
陕西优卤生活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西安市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定于2022年7月5日
15时在第三仲裁庭开庭审理申请人陈文斌、高燕
与你方劳动争议案，现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方送达申请书
副本、应诉通知、开庭通知。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
为送达。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经开区明光路166号
凯瑞E座103室，联系电话：029-86529981。

西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
陕西中晟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市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定于2022年7月5日
10时在第三仲裁庭开庭审理申请人田飞与你方劳
动争议案，现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方送达申请书副本、应诉
通知、开庭通知。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地
址：陕西省西安市经开区明光路166号凯瑞E座103
室，联系电话：029-86529981。

西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
陕西菲普利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西安市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定于2022年7
月6日10时在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申请人孟竞与
你方劳动争议案，现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方送达申请书副
本、应诉通知、开庭通知。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
送达。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经开区明光路166号凯
瑞E座103室，联系电话：029-86529981。

西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
陕西军诏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西安市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定于2022年7月6日
9时在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申请人万戈杨与你方
劳动争议案，现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方送达申请书副本、
应诉通知、开庭通知。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
达。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经开区明光路166号凯瑞
E座103室，联系电话：029-86529981。

西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
西安金良马置业有限公司：西安市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定于2022年7月8日16时在
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申请人刘丽与你方劳动争
议案，现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之规定向你方送达申请书副本、应诉通
知、开庭通知。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经开区明光路166号凯瑞E座103室，
联系电话：029-86529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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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儿烤肉铜锅涮肉店：西安
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定于2022
年7月8日15时在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申请人杜
海与你方劳动争议案，现参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方送达
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开庭通知。自公告之日
起30日视为送达。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经开区
明光路1 6 6 号凯瑞E座1 03室，联系电话：029-
86529981。

西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
西安德之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西安市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定于2022年7月8日10
时在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申请人张海峰与你方
劳动争议案，现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方送达申请书副本、
应诉通知、开庭通知。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
达。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经开区明光路166号凯瑞
E座103室，联系电话：029-86529981。

西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
俱百家家具租赁(西安)有限公司：西安市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定于2022年7月8日
9时在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申请人张洁与你方劳
动争议案，现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方送达申请书副本、应诉
通知、开庭通知。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地
址：陕西省西安市经开区明光路166号凯瑞E座103
室，联系电话：029-86529981。

西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
宋晓辉、吕梁豪诚煤焦有限公司：本委受理(2019)
并仲裁字第609号，申请人石楼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城关信用社与被申请人宋晓辉、吕梁豪诚
煤焦有限公司之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9)并仲裁字第609号裁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委领取裁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太原仲裁委员会
冉志勇、刘保峰、冉凤珍、冉晓博：本委受理(2019)
并仲裁字第614号，申请人石楼县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与被申请人冉志勇、刘保峰、冉凤珍、冉
晓博之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2019)并仲裁字第614号裁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委领取裁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

太原仲裁委员会
严明记、许瑞红：本委受理(2019)并仲裁字第629
号，申请人石楼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被申请人
严明记、许瑞红之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9)并仲裁字第629号裁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委领取
裁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太原仲裁委员会
张羽东、刘和平、赵 声 震、崔丽蓉：本委受理
(2019)并仲裁字第630号，申请人石楼县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城关信用社与被申请人张羽东、刘
和平、赵声震、崔丽蓉之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9)并仲裁字第
630号裁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委
领取裁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太原仲裁委员会
张平元、石楼县兴达东瑞农产品有限责任公
司：本委受理(2019 )并仲裁字第631号，申请人
石楼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城关信用社与被申
请人张平元、石楼县兴达东瑞农产品有限责任
公司之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2019)并仲裁字第631号裁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委领取裁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

太原仲裁委员会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陈万满：本院受理王玉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冀0821
民初37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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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
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承德县人民法院
张宇铭：本院受理于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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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各一
份。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15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曙光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民法院
聂声春：本院受理周建、蒋先涛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联系，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案号为(2021)黔2322民初4925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新大楼407
室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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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蔡燃：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腾冲支行
诉你信用卡纠纷(2022)云0581民初1887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原告
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偿还截止2021年12月
27日信用卡所欠的本金86664元、利息3642.88元、费
用4209.47元，合计94516.35元，并支付该信用卡2021
年12月28日起按信用卡合约约定计算的利息、费
用;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定于答辩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8：30分在本
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李秀松：本院受理李明孔诉你中介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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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诉讼请求为：一、请求判令被
告立即支付拖欠原告的中介费10000元;二、本案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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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固东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杨有庄、李小聪：本院受理云南腾冲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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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诉讼请求为：一、请求判令两被告归
还原告贷款本金199700元，利息59737元，(该利息
计算至2022年3月21日)，本息合计259137.36元;随后
利息按合同约定利率计算至本息清偿完毕之日
止。二、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用等为实现债权而发
生的一切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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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期满后第三日在本院固东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杨有存、李生会：本院受理云南腾冲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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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诉讼请求为：一、请求判令两被告归
还原告贷款本金200000元，利息80174.52元，(该利
息计算至2022年3月21日)，本息合计280174.52元;随
后利息按合同约定利率计算至本息清偿完毕之
日止。二、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用等为实现债权而
发生的一切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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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固东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左刚、李雪梅：本院受理云南腾冲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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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诉讼请求为：一、请求判令两被告归还原
告贷款本金45000元，利息12031.68元，(该利息计算
至2022年3月21日)，本息合计57031.68元;随后利息
按合同约定利率计算至本息清偿完毕之日止。
二、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用等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
一切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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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满后第三日在本院固东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黄保英：本院受理钏茂斌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云0581民初
150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准予原告与被告
离婚。二、原、被告生育的男孩钏定康由原告抚
养。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原告负担。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到本院固东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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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张在琼：原告索应政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
因无法查明你的下落 ，现法院向你公告送达
(2022)云0581民初21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准予
原告与被告离婚。)，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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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黄杰：本院受理胡豹与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115民初2992号起诉状
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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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节假日顺延)9：30分在本
院汤山人民法庭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徐振剑、赵晓珍：本院受理钦州市北部湾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诉你们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桂0703民初133号起诉书
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裁定书等材料。自
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答辩状提交的期限
和提交证据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
2022年7月7日8：3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请按时到庭，逾期将依法判决。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
邓晓欢：原告李鹏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2022)粤1427民初283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参加诉讼通知书、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当事人须知、合议
庭成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
丘兆立：原告邓琪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22)
粤1427民初332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参加诉讼通知书、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
风险提示书、诉讼当事人须知、合议庭成员告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30(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
周旺辉：原告邓秀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2022)粤1427民初244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参加诉讼通知书、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当事人须知、合议
庭成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0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
姚程：本院受理卢瑞刚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案号为(2022)黔2324民初728号，现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及证据等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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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本院民事审
判庭开庭审理(节假日顺延)，逾期不到庭，本院
依法缺席审判。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黄世发：本院受理罗华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2022)黔2324民初477号，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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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在
本院民事审判庭开庭审理(节假日顺延)，逾期不
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判。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马昌伍：本院受理岑小领与你离婚一案，案号为
(2022)黔2324民初471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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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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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黔西
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王琴芬：本院受理杨举与你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
纷一案，案号为(2022)黔2324民初445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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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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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黔
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沧州上古时代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庞满顺诉枣强中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孙龙
江及第三人沧州上古时代房地产经纪有限公
司、张蒙蒙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因疫情
原因未能开庭，现依法重新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
1121民初1249号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
为送达。定于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五民事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河北省枣强县人民法院
涂文国、刘亚君：本院受理陈宝金诉你们买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送 达
(2022)辽0115民初17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刘二堡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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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沈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涂文国、刘亚君：本院受理李家利诉你们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22)辽
0115民初69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刘二堡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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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沈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韩旭初：本院受理原告赵爱东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鲁0215民
初1313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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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交纳
上诉费，上诉于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
谢伏志、江苏省华海消防工程安装有限公司银川
分公司、江苏省华海消防工程安装有限公司：申
请人宁夏金正安工贸有限公司与你们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纠纷【(2022)银仲字第161号】一案，本会
已依法受理。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与你们取得联
系，现依法向你们送达仲裁通知书、风险告知书、
仲裁庭开庭方式选定书、仲裁庭组成方式及仲裁
员选定书、仲裁申请书副本、《银川仲裁委员会仲
裁规则》、《银川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名册》。请你
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银川市民大
厅A区5层3号窗口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公告
期满后十五日内选定仲裁员，逾期将由本会主
任指定；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提交答辩书、证
据材料。请在仲裁庭组成后五日内到本会领取
组庭通知书。仲裁庭将于答辩期满后十五日(遇
节假日顺延)上午9：00在银川市民大厅D区2楼第
一仲裁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裁决。届时未到
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银川仲裁委员会
陈金福(公民身份号码35088119870922203X)：泉
州仲裁委员会银行保险行业分会受理申请人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泉州中心支
公司与你方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案，案号为[2021]
泉仲银保字78号，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裁决
书，请你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分会
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泉州仲裁委员会银行保险行业分会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唐兆鑫、唐佑角：本院受理原告吴宁波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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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之
日起的第二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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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志金：本院受理原告潘平敏、吴克方等人诉
贵阳市菜篮子集团有限公司、贵阳农投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杨志金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被
告杨志金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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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0分(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3号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榕江县人民法院
(2021 )苏0311民初5903号 杭州三春服饰有限
公司：关于本院受理原告卞林杰与被告杭州三
春服饰有限公司、天成润华集团有限公司商品
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苏0311民初5903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为：一、被告杭州三春服饰有限公
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向原告卞
林杰支付逾期上房违约金17766元、逾期办证违
约金48856 .52元；二、驳回原告卞林杰的其他诉
讼请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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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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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04号 杭州三春服饰有限
公司：关于本院受理原告贾永奎与被告杭州三
春服饰有限公司、天成润华集团有限公司商品
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苏0311民初5904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为：一、被告杭州三春服饰有限公
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向原告贾
永奎支付逾期上房违约金14705元、逾期办证违
约金40438 .08元；二、驳回原告贾永奎的其他诉
讼请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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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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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苏0311民初1137号 徐州市成功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徐州市成功健身俱乐部有限公
司：原告杜徐平与被告徐州市成功健身俱乐部
有限公司、徐州市盛隆线缆有限公司、徐州市
成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姚志洪、马宁宁、姚瑶
瑶追偿权纠纷一案，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苏0311民初
1137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判令被
告一向原告清偿原告垫付的银行借款本息及
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共计2284591 . 3 9元，并
支付利息损失(以2284591 . 39元为基数，自2021
年9月16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全额偿付
止)。2、判令被告四、被告五向原告清偿其应承
担的担保、反担保责任金额共计228459 1 . 3 9元
及利息损失(以2284591 .39元为基数，自2021年9
月16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你实际全额偿付
止)。3、判令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六向原告清偿
其在保证责任中应当承担的担保份额380765元
及利息损失(以380765元为基数，自2021年9月
16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你实际全额偿付止)
4、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原告提交
的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康政监督卡、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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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不提
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六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未到
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2)苏0311民初685号 乔世朝：本院受理原告刘
莹与你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311民初685号民事判决书
( 裁 判 主 要 内 容：被 告 乔 世 朝 给 付 原 告 刘 莹
150910.35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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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小周：本院受理的原告毕小平与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新2828民初2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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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巴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硕县人民法院
胡凤英：本院受理的原告马海涛与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新2828民初2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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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巴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硕县人民法院
杨春林、罗盛连：本院受理的(2022)川1322民初
485号原告伍平喜与被告杨春林、罗盛连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方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一、被告杨春林、罗盛连在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共同向原告伍平喜偿还借款本金
27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包括：2019年9月26
日至2019年12月25日期间的利息5400元以及从
2019年12月26日起至款还清之日止，以借款本
金27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8%计算的利息总
和)；二、原告伍平喜对被告杨春林、罗盛连所
提供的位于营山县城南镇新民路长虹鞋厂1幢
二单元六层一号房屋【不动产登记证明号：川
(2019)营山县不动产证明第0011638号】在拍卖、
变卖后的价款在本判决主文第一项所判定的
债务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三、驳回原告伍
平喜的其他诉讼请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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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431元，由被告杨春林、罗盛连共同负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立案庭领取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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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
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郭丹丹：本院受理刘威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321民初
86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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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
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袁野：本院受理刘晨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
诉(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
成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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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徐振：本院受理朱建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
应诉(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
庭成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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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封居坤、姜雪秀：本院受理赵刚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开庭传票、应诉(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名单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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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决。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陈志坚、齐春香、陈灵：本会受理陶祥胜与你方
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仲裁案，现已审结，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0 )芜仲字第250号】仲裁裁
决书。请前往本会领取。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视为送达。

芜湖仲裁委员会
上海赞昫实业有限公司：申请人李伟、许俊茹与
你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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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9时在本
委第一仲裁厅开庭审理本案。

嘉兴仲裁委员会
张震：本会受理的陈曦、王莹与你之间的房屋租
赁合同争议仲裁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
达(2021)苏仲裁字第0771号裁决书，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会(苏州市凤凰街334号1号楼)领
取裁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苏州仲裁委员会
张英健：本会受理的李明与你装饰装修合同争议
仲裁一案[(2021)苏仲裁字第0057号]，现定于2022年
7月4日13时30分在本会(苏州市凤凰街334号1号
楼)C厅开庭。现向你公告送达开庭通知书等材
料，限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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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铭典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委已经受理
申请人吉书灵与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龙劳人仲
案字﹝2022﹞233号)，并定于2022年6月21日15时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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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电话：0898-66568110)领取开庭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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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昌江鸿启实业有限公司叉河水泥分公司：本
委受理豹明光、韦武雄、韩江涛、陈晓明、符美花、
刘文全、林杨、林尤安、何春梅、洪卫江、洪朝东、
韦淑坤、文春香、吴华丹、周玉东、豹志客、唐忠
成、刘亚福、刘祥宝诉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昌劳人
仲案字〔2022〕第5-23号)，现已作出裁决。因裁决
书无法送达你公司，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到本委(海南省昌江县石碌镇芒果西路县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院六楼，联系电话：0898-26698355)
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昌江黎族自治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 告

  阿拉山口市人民法院根据申请人江苏省
拆船再生总公司的申请，于2022年3月25日裁定
受理阿拉山口中亚物资有限公司(下称中亚物
资公司)强制清算一案，2022年5月9日指定新疆
亚桥律师事务所为中亚物资公司清算组。本所
接受指定后，立即组建清算组，负责人：王建
疆。现清算组依照法律规定公告如下：
  一、请中亚物资公司的债权人于本公告刊
登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逾期申报
债权的，自行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二、中亚物资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
人，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10日内向清算组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
  三、中亚物资公司清算义务人(包括法定代
表人和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财务管理人员、其他经营管理人员等)应积极配
合清算组进行清算，并承担如下义务：1、妥善
保管并移交所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
册、账簿、重要文件等资料；2、根据人民法院、
清算组的要求进行工作，并如实回答询问；3、
人民法院认为其应当办理的其他事项。清算义
务人怠于履行义务，导致无法清算的，相关义
务人应对企业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清算组通讯地址：新疆博乐市人民路
22号新疆亚桥律师事务所；联系人：王建疆，电
话13031359511。
  特此公告

阿拉山口中亚物资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2年5月18日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罗朝晖：本院受理原告向林诉被告罗朝晖、吴海燕
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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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
后的第3日下午3时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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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建宁：本院受理解欢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告送达(2021)辽
0304民初547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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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本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
吕立：本院受理上诉人杜平与被上诉人吕立、江
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2)苏11民终6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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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视
为送达，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马亚超：本院受理的原告王明喜与被告马亚超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1023民初136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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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台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
无锡我爱我铺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金
新、张玉茹诉你房屋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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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3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安镇
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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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俭：本院受理贾会龙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辽1422民初2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辽宁省葫
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建昌县人民法院
孙郁：本院受理原告安徽涡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7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金融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
李秀玲：本院受理原告安徽涡阳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7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金融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
(2022)浙0382民初5045号 陈忠梁：本院受理原告
罗慧与被告陈忠梁加工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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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天视为送达，答
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本案定于
2022年07月13日09时00分在本院虹桥法庭适用普
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2)浙0382民初4392号 周阿微、王琼、施智瀚：
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省融资再担保有限公司与被
告周阿微、周芦玲、王琼、郑祥园、施智瀚追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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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天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15日，本案定于2022年07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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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裁判。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2)浙0382民初4391号 胡明哲、赵永义、胡忠亮：
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省融资再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
胡忠杰、胡明哲、赵永义、胡忠亮追偿权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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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天视为送
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本案定
于2022年07月13日09时00分在本院虹桥法庭适用普
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张超：本院对原告阜阳市颍州路运有限公司与被
告张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202民初13565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原告
阜阳市颍州路运有限公司借款10000元及利息，案
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张超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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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万友：本院对原告和琪与被告王万友不当得利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皖1202民初1775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返还原告不当得利6000
元，案件受理费25元由被告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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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华：本院对原告和琪与被告李华不当得利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
1202民初1769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不当得利10900元，案
件受理费36.5元由被告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侯雷雷：本院对原告储可明诉被告侯雷雷生命
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2022)皖1202民初3603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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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原告要求你赔偿各项损失22866.63元及诉
讼费，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侯雷雷、张营营、崔中颍：本院对原告储秀梅诉被
告侯雷雷、张营营、崔中颍生命权、身体权、健康
权纠纷(2022)皖1202民初36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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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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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速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原告要求
你赔偿各项损失13102.48元及诉讼费，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侯雷雷、张营营、崔中颍：本院对原告储秀英诉被
告侯雷雷、张营营、崔中颍生命权、身体权、健康
权纠纷(2022)皖1202民初36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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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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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速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原告要求
你赔偿各项损失12171元及诉讼费，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阜阳天工建筑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时怀军诉被
告王文海、刘艳平、阜阳天工建筑有限公司劳务
合同纠纷(2022)皖1202民初34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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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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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原告要
求你支付劳务款391000元及利息，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赵杰、钱腾腾：本院对原告阜阳市安泰担保行业
保障金运营有限公司与被告赵杰、钱腾腾追偿权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皖1202民初1455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垫付款2874041元，代偿资
金的利息708738.51元，并支付至偿清代偿款之日止，
律师费20000元，合计3602779.51元，案件受理费35622
元由被告赵杰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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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阜阳市民丰商贸有限公司、安徽冠宇模具配件有
限公司、王连军、吴海燕：本院对原告阜阳市安泰
担保行业保障金运管有限公司与被告阜阳市民
丰商贸有限公司、安徽冠宇模具配件有限公司、
王连军、吴海燕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202民初12951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被告阜阳市民丰商贸有限公司支付
原告阜阳市安泰担保行业保障金运营有限公司
垫付款17025500.23元、违约金1702550元，代偿资金
占用费5974052.77元(暂从2018年2月27日至2021年8
月17日)并支付到被告偿清代偿款之日止的资金
占用费，律师费20000元，共计24722103元，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原告阜阳市安泰
担保行业保障金运营有限公司对被告安徽省冠
字模具配件有限公司抵押担保资产【不动产登记
证明号皖(2016)阜阳市不动产证明第0025804号】
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享有优先受
偿权，被告王连军、吴海燕对上述欠款承担连带
责任。案件受理费165411元由被告安徽冠宇模具
配件有限公司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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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判决即发生法律败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姜治良：本院对原告蚌埠中建集装箱有限公司阜
阳分公司与被告姜治良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202民初
1620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返还原告租赁物集装
箱一个、空调一台，支付原告租赁费4800元，案件
受理费104元由被告姜治良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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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洪梅、阜阳开发区华旺超市：本院对原告阜阳市
颍州区圆正禽业有限公司与被告马洪梅、阜阳开发
区华旺超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202民初9390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阜阳市
颍州区圆正禽业有限公司4400元及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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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富强：本院对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阜阳分行诉被告贺富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022)
皖1202民初4115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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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速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原告要求你返还本金
429072.04元及利息37827.47元，并享有涉案抵押房
屋的优先受偿权，诉讼费、鉴定费由被告承担，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朱烨：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阜阳文峰支行与被告朱烨信用卡纠纷(2022)皖
1202民初2001号一案，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阜阳文峰支行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依
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9633 .22元，利息
395.65元，违约金1232.99元，总计11261.86元(利息、
违约金暂至2021年12月1日，之后的利息、违约金
按牡丹信用卡领用合约(个人卡)计算至付清时
止);2、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因与你无法联
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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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胡克培、贵州康恒节能技术有限公司毕节分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昝多猛与被告胡克培、贵州建工集团
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三人贵州康恒节能
技术有限公司毕节分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原告昝多猛通过本院上诉于贵
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
诉人的上诉状、本院的上诉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你应于公告
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民事审判庭提出答辩状正
本一份，副本十一份。逾期不提交答辩状，本院按规
定移送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伍雅潼(母亲：刘姝，父亲：伍军)遗失湖南省出
生医学证明，编号：O430110698，声明作废。
邓宇博(性别：男，母亲：黄忆莲，父亲：邓廷勇)
遗失贵州省出生医学证明，编号：L520071976，
声明作废。
杨丝丝(性别：女，父亲：杨小鼓，母亲：杨幺响)
遗失贵州省出生医学证明，编号：U520206945，
声明作废。
张强强遗失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德令
哈 工 务 段 铁 路 职 工 工 作 证 ，证 号 ：
2186173203178，声明作废。
宋莉莉遗失身份证，证号：341224198008146029，
自登报之日起本人不承担他人冒用的后果，
特此声明。
李洪玲遗失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证，执业证
号30601042100051，声明作废。
李玉华遗失湖南吉首大学毕业证书，证书编
号：105315201806001725，声明作废。
本人陈亚昌因保管不善，将石家庄天河金明
郡小区28号楼2单元1302室的房款押金收据原
件丢失，收据号为：0258329金额：25000元，特此
声明。
北京景宸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6MA01HB4Y45)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声明作废。
北京三和佳创节能门窗有限公司(注册号：
110112017389272)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及人
名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瓜子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衡阳分公司遗
失公章(编号43040481040052)、徐翼的法人章各
一枚，声明作废。
北京红诚馨商贸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110107MA00D1HGXF，声明作废。
北京大都安达商务有限公司不慎于2022年4月
2 0 日将公章遗失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228358308798L，声明作废。
北京传世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不慎将营业执照
正 、副 本 丢 失 ，统 一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1752628159P。特此声明作废。
远海中欧咨询(北京)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
执 照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6782230562，声明作废。
亚瑟齿业国际健康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2MA01JA9D20，遗失公
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天津福源顺起栗子销售中心不慎遗失食品经
营 许 可 证 正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11200020046342，声明作废。
天津声临其境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20104MA06LJ3T5C)不慎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天津市依淼食品销售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20113MA06X91388)不慎遗失公章，
声明作废。
天津市滨海新区兴达钟表销售商行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本、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120118MA07CFB0XE，特此声明。
涟源市斗笠山镇姐妹烟酒商行遗失营业执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431382MA4R6A535E，声明作废。
郴州市苏仙区宏嘉电子加工厂(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431000MA4M4U5F2A)遗失财务专用
章，声明作废。
濮阳市裕丰源苗木花卉种植专业合作社遗失
公章一枚，编码：4109020191750，声明作废。
闽侯县甘蔗林志强五金经营部遗失公章一
枚，编码：35012110028371，声明作废。
福建嘉诚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
枚，编码：35012510004645，声明作废。
福州羚角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
章一枚，印章编码：35010310019025，声明作废。
福州市台江区集集渔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一枚，印章编码：35010310033917，特
此声明作废。
保定骐聚人力资源有限公司遗失合同章，声
明作废。
益阳金蝶软件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编号
4300000053530，声明作废。
损毁声明：甘肃鸿致远达商贸有限公司财务
专用章(编号6201035155643)损毁，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北京泽智东方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228780245067F)作废
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草根懿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228339792465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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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精致心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2MA01R3CT7H)作
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尤珈叶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2MA01TJDM0G)作废
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正一投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137662848010)作废法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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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瑞杰诚(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228MA01DFLF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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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盛怡远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14MA04GKTU25)作废公章
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创益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6318085155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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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众和天天商贸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8563646630D)作废公章
一枚，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北京普德缘香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7MA01RFH0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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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9万元减
少至人民币1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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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沃元素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1739956755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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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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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小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减资，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减至100万
元。请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申报债权或者要求提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周小军，电话18973143017。
减资公告：北京金晖建设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17MA7GT4MY1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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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300万元人
民币，请债权债务人于见报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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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旭日(北京)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6MA01AU047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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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万元减少至人
民币1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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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星宇创信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04C1Y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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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万元减少至人民
币42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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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企发联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MA018Y6F5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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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万元减少至
人民币1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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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骑士时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YFBH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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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万元减少
至人民币2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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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一叶红帽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551357225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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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5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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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和盛堂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2MA01FLK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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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万元减少至30万
元，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司减资公告见
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
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义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7MA01QA314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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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8万元减少至人
民币508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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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津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5560378757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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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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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企服行(北京)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4FLKH69)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清算组成员：芦文斯、李明飞，清算组负
责人：李明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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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郑州地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即日起解散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10100690593965F)，本公司已成立清算组
进行清算，请各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之
日起30日，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司此公告
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特
此公告。
注销公告：北京相雅中医药研究院(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8796723318G)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
员：湖南易能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易跃能、王
画，清算组负责人：易跃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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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存公告

山东省政府采购中心(原山东省省级机关政
府采购中心)各市场交易主体：
  山东省政府采购中心(原山东省省级机
关政府采购中心)于二〇二二年三月三十日
将应退付给你公司的保证金提存我处。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七十四条的
规定，领取提存物的权利，自提存之日起五年
内不行使而消灭，提存物扣除提存费用后归
国家所有。请你单位尽快持本通知书、身份证
明(单位注销、吊销或单位名称等主体资格或
信息如有变更，请提供相关变更或证明材料
并加盖公章)、开户银行和账号，与我处联系
进行领取。退付履约保证金的单位还需提供
项目验收单和合同复印件。
  联系电话：赵老师 0531-81856172
81856185

山东省济南市鲁正公证处
二○二二年5月18日

公 告

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委受理吴先锋与你单位劳动争议案
[案号：皖六霍劳人仲案(2022)28号]，因你单位
拒收相关法律文书，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办案规则》第二十条规定，向你单位公告送达
仲裁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组庭和开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请你单位自本公告期满后10
日内向本委提交答辩书和证据。现定于2022
年7月7日下午3时在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楼201仲裁庭开庭，无
正当理由不到庭的，本委将作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霍山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提存物领取通知书

丁辉：
  依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2013)海刑初字第1489号，罗成应向你支付人
民币贰仟叁佰伍拾元(￥2350.00元)。罗成已于
2022年5月12日将应支付给你的退赔款贰仟叁
佰伍拾元提存于乐山市嘉州公证处，请你尽
快持本人身份证，并提供本人实名银行账户
信息或公证的授权委托书，到乐山市嘉州公
证处办理上述提存物的领取手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七
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债权人领取提存物的
权利，自提存之日起五年内不行使而消灭，提
存物扣除提存费用后归国家所有。
乐山市嘉州公证处地址：乐山市市中区龙游
路西段205号
  联系电话：0833-7803325(工作日9：00-12：
00，14：00-17：00)

四川省乐山市嘉州公证处
2022年5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