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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佟承双：原告张树申诉你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冀0803民初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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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承德市双滦区人民法院
刘维状：原告吴文钊与你买卖合同纠纷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川1802民初1440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刘维状于本判决生效起
十日内向吴文钊支付货款95700元。案件受理费
1096元。此款由刘维状承担。自公告起30日视为
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雅安
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人民法院
黄维红：原告肖敏与你民间借贷纠纷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川1802民初2301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黄维红于本判决生效起
十日内归还肖敏借款本金29490元。案件受理费
334元，公告费300元，由黄维红负担。自公告起
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
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人民法院
四川雅安百信广告装饰有限责任公司、王建：原
告周学伦与你们劳务合同纠纷案(2022)川1802民
初985号，依法向你们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等。
自公告起30日视为送达。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2022年7月19日9时在第八审
判庭公开审理，届时依法审判。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人民法院
罗伦永：原告王俐与你民间借贷纠纷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川1802民初1562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罗伦永本判决生效起十日内归
还王俐借款本金695000元；支付以80万元为基数
按照年利率15.4%计算借期内利息123200元；二、罗
伦永承担自201 4年11月21日至款清之日止以
695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5.4%计算的逾期还款
利息。本案本诉案件受理费16716元，由罗伦永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起15日内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人民法院
王彪：张小红与周川钦、你民间借贷纠纷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川1802民初2310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王彪于本判决生效起十
日内向张小红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30，000元；
二、驳回张小红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550元，公告费300元，共计800元，由王彪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起15日内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人民法院
林祖良：本院受理邓彬彬诉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粤1427民
初149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
领取，逾期视为送达。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
曹玖文：本院受理徐瑜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粤1427
民初8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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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
李海霞：本院受理黄婧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新2201民初3583号
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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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3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法院
赵亮：本院受理张忠仁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2022)黔2324民初8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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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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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云飞：本院受理樊瑞鹏诉你、三河市如顺建
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当事人须知、司法公开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合议庭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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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答辩期满后第3
日9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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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马龙：本院受理邵红菊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依法缺席审理完毕。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辽
0115民初462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于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到本院刘二堡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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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伟：本院受理怀来博胜工程机械设备租赁有
限公司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冀0730民初3524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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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怀来县人民法院
金秀：本院受理周英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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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29号
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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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凯军：本院受理钱清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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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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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缪丽丽：本院受理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无锡市梁溪支公司与你保证保险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
0281民初120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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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传奇、陈奎龙：本院受理吴怀进诉你们健康
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苏0115民初143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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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传奇、陈奎龙：本院受理吴鑫江诉你们健康
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苏0115民初143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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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申滨汽车运输队：本院受理庄武胜诉你、孙
新彦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115民初157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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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健：本院受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
用卡中心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举证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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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15(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下蜀法庭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吴千里：本院受理丁秀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举证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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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14：30(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梁昌吉：本院受理江苏锦绣大地养生产业有限
公司与珠海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珠海保通投
资有限公司、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举证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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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14：30(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程松：本院受理孙恒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2322
民初57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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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坤明：本院受理王一岚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2322民初565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新
大楼40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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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昌跃：本院受理郑昌作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黔2322民初3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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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亿腾招投标项目服务有限公司、张海锋、常
金贵：本院受理韩红静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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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开发区法庭公开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曲润清：本院受理何立斌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吉0581民初
10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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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民法院
余艳良：本院受理西宁朝阳机电天方线缆经销部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青0105民初8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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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西
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赵坤峰：本院受理西宁城北宏坤装饰材料经营部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举证及应诉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均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
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贵州新顺恒建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李兵兵诉
你与江西益丰建设有限公司晴隆第一分公司
劳 务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2)黔2324民初581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起30日视为送
达，答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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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贾艳洲：本院受理香河县金都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司法
公开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成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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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答辩
期满后第3日9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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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王磊：本院受理姜成珍、罗德银诉你装饰装修合
同纠纷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皖
1202民初8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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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小飞：本院受理康云荣诉白向雷、你房屋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皖1202民初2280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开发区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HOANG THI KHANH HOA (中文名：黄氏庆
和)：本院受理刘俊鹏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冀0432民初1015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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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邯郸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广平县人民法院
杨兴旺：本院受理阔扬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诉你追
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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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应诉材料，要求你支付
原告所给付案外人刘辰工伤待遇费用及执行
费共计195854 .89元，承担律师费用20000 .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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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九审
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北省承德县人民法院
(2022)浙0302民特82号 本院于2022年5月5日立案
受理申请人虞晓珍申请宣告虞龙贵死亡一案，经
查：虞龙贵，男，1960年3月17日出生，汉族，原住浙
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临江镇沙头村1号。申请人虞
晓珍称，虞龙贵于2019年4月30日9点，与妻子麻
建飞，在瓯江大桥(陆岙)段江面捕鱼期间，不慎
掉入瓯江，当日其妻子已向水上公安分局报
警，至今已下落不明三年。下落不明人虞龙贵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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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虞龙
贵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虞龙贵生存
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
落不明人虞龙贵情况，向本院报告。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王美师：原告林在婷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302民初3076号民事诉状及
证据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诉讼须知等法律
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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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日，定于2022年8月5日15时在本院东郊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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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原市金鹏硕贸易有限公司、太原市时尚冠军贸
易有限公司、金乌瑞、郭吓英、金建平、崔秀霞、金
敏、金晶晶：本会受理(2019)并仲裁字第678号，申
请人山西融金振兴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与被申请人太原市金鹏硕贸易有限公司、太
原市时尚冠军贸易有限公司、金乌瑞、郭吓英、金
建平、崔秀霞、金敏、金晶晶之间的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主体变更
决定书、变更仲裁通知书、变更仲裁申请书(副
本)、举证通知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60日
视为送达。你方应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提
交答辩书及相关文件、30日内提交证据。开庭
时间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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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瑞丽鑫商贸有限公司、黄瑞龙、翁玉烟、陈清
贵、曾美钗、陈丽锋、黄金兴、黄淑芳、山西中天福
商贸有限公司：本会受理(2019)并仲裁字第688号，
申请人山西融金振兴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与被申请人山西瑞丽鑫商贸有限公司、黄
瑞龙、翁玉烟、陈清贵、曾美钗、陈丽锋、黄金
兴、黄淑芳、山西中天福商贸有限公司之间的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主体变更决定书、变更仲裁通知书、变更仲
裁申请书(副本)、举证通知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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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提交答辩书及相关文件、30日内提交
证据。开庭时间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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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平捷贸易有限公司：本会受理(2019)并仲裁字
第1297号，申请人山西融金振兴私募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与被申请人山西平捷贸易有限
公司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主体变更决定书、变更仲裁通知书、
变更仲裁申请书(副本)、举证通知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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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提交答辩书及相关文件、30日内提
交证据。开庭时间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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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立敏、山西鑫全庆贸易有限公司、山西永昌东
晟贸易有限公司、林少斌、郭少贤、侯庆福：本会
受理(2019)并仲裁字第597号，申请人山西融金振
兴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被申请人
张立敏、山西鑫全庆贸易有限公司、山西永昌东
晟贸易有限公司、林少斌、郭少贤、侯庆福之间
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主体变更决定书、变更仲裁通知书、变更
仲裁申请书(副本)、举证通知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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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提交答辩书及相关文件、30日内提交
证据。开庭时间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16：30分(节
假日顺延)，逾期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冯跃赟：本会受理(2019)并仲裁字第1176号，申请
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与被申请人
冯跃赟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方公告送达仲裁庭组成通知书、开庭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于公告期满后次
日14：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会仲裁庭进行开庭审
理，逾期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张二才、贺冬冬：本会受理(2 0 2 0 )并仲裁字第
1188号，申请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吕梁分
行与被申请人张二才、贺冬冬之间的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仲裁庭
组成通知书、开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即视为送达，于公告期满后次日15：30分(节假
日顺延)在本会仲裁庭进行开庭审理，逾期仲裁
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庞守义：本会受理(2020)并仲裁字第1320号，申请
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与被申请人
庞守义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方公告送达仲裁庭组成通知书、开庭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于公告期满后
次日8：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会仲裁庭进行开
庭审理，逾期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陈建平：本会受理(2020)并仲裁字第1324号，申请
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与被申请人
陈建平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方公告送达仲裁庭组成通知书、开庭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于公告期满后次
日9：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会仲裁庭进行开庭审
理，逾期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毋亚楠：本会受理(2020)并仲裁字第1337号，申请
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与被申请人
毋亚楠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方公告送达仲裁庭组成通知书、开庭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于公告期满后
次日10：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会仲裁庭进行开
庭审理，逾期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文水县鑫海工贸有限公司、文水县通宇钢结构有
限公司、和婧、郭苾、和林旺、和帅、胡素花、胡增
元：本会受理(2019)并仲裁字第304号，申请人晋城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与被申请人文水县
鑫海工贸有限公司、文水县通宇钢结构有限公
司、和婧、郭苾、和林旺、和帅、胡素花、胡增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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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逾期无正当理由未到
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太原仲裁委员会
杨刚、赵琴、杨玉：本会受理(2019)并仲裁字第1086
号，申请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与被
申请人杨刚、赵琴、杨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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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逾期无正
当理由未到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太原仲裁委员会
陈昆、段月琴：本会受理(2020)并仲裁字第592号，
申请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与被申
请人陈昆、段月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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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逾期无正当
理由未到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太原仲裁委员会
于云风、刘伟、魏彩芬、魏志、王卫花：本会受理
(2020)并仲裁字第593号，申请人晋城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朔州分行与被申请人于云风、刘伟、魏彩
芬、魏志、王卫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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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逾期无正当理由未
到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太原仲裁委员会
原海兵、雷云云、张英利、周爱民：本会受理(2020)
并仲裁字第899号，申请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太原分行与被申请人原海兵、雷云云、张英
利、周爱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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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逾期无正当理
由未到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太原仲裁委员会
仝丽霞、李慧杰、王华、张丽萍：本会受理(2020)
并仲裁字第934号，申请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太原分行与被申请人仝丽霞、李慧杰、王
华、张丽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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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逾期无正当理
由未到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太原仲裁委员会
昌黎县盖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张忠
刚诉你单位工伤待遇争议一案(昌劳人仲案字
[2022 ]第17号)，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本会
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仲裁申请书、证据材
料等。自发布公告之日起60日内日视为送达。
本委定于2022年8月23日9：00在本委仲裁庭(地
址：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碣阳大街东段76号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三楼仲裁庭)开庭审理。请准
时参加，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昌黎县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
亳仲裁【2022】247、248号
亳州苏商置业有限公司：亳州仲裁委在2022年5月
17日受理了申请人张俊付、张心良共2户与被申请
人亳州苏商置业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
委多次前往被申请人处因被申请人下落不明皆
无法送达。现向被申请人公告送达仲裁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等，自公告刊登之日起满定于
2022年7月25日9时开庭。联系电话：5116897

亳州仲裁委员会
亳仲裁【2021】675、677、681、684、687号
亳州苏商置业有限公司：亳州仲裁委在2021年
10月14日受理了申请人刘侠、陈磊磊、明华、陈
大伟、张大雷共5户与被申请人亳州苏商置业
有限公司预约合同纠纷一案，本委多次前往被
申请人处因被申请人下落不明皆无法送达。现
向被申请人公告送达仲裁裁决书，自公告刊登
之日起满视为送达联系电话：5116897

亳州仲裁委员会
海南领鲜餐饮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潘在铭、陈
刘豪诉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限
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应诉，逾期
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22年10月11日9：00在三
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第三仲裁庭(三
亚市迎宾路285号市房地产服务中心10楼)开庭
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
按缺席裁决。请在开庭后15日内到本委领取裁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三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海南领鲜餐饮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韩青孔、
吴贻霖诉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
知。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应
诉，逾期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22年7月22日9：
00在三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第三仲
裁庭(三亚市迎宾路285号市房地产服务中心10
楼)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
将依法按缺席裁决。请在开庭后15日内到本委
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三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