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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丁小艳(公民身份证号码：422202198111146126)：本院执
行的贵州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明支
行和丁小艳公证债权文书一案，因我院多次与你联
系均无法将你通知到庭处理该案，现通过公告方式
向你送达(2022)黔0112执445号执行裁定书(一份)，裁
定内容为查封被执行人丁小艳名下位于贵阳市乌
当区新庄村中渝万景城A10栋1单元4层1号【不动产
权证号：黔(2020)乌当区不动产权第0008485号】房屋，
以及拍卖被执行人丁小艳名下位于贵贵阳市乌当
区新庄村中渝万景城A10栋1单元4层1号【不动
产权证号：黔(2020)乌当区不动产权第0008485
号】房屋。现依法向你等公告送达上述文书。本
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
姚习习：本院受理梁志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281民初47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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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先喜：本院受理周成俊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 0 2 2 ) 苏1 1 8 3 民初
30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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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宋旭卫、宋彩芬：本院受理曹德叶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苏
1183民初13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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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镇
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张尚能：本院受理卢富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云0581民
初329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借款本金6000元。自公告
之日起经30日即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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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生相：本院受理姜蕃与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云0581民初3661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一、由杨生相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15日内偿还姜蕃租车款66000元。二、驳回
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50元，由杨
生相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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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龙江：本院受理麻占会、杨善仙、独志龙、彭小厚
等四人诉你劳务合同纠纷四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四原告起诉请求：1、判
决被告支付原告劳务费(按以上原告顺序依次为)
7038元、6756元、14870元、14290元，合计42954元，并支付
自欠款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0.2%的资金占
用费;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
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定于答辩期满后第3日(休假日顺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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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荣柱：本院受理钦州市瑞全物流有限公司与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2 )桂0703民初2682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证据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间为公
告期满后30日内。定于2022年11月7日8时45分在本院
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
张荣柱：本院受理广西钦州航程物流有限公司与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桂
0703民初2687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证
据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间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定于
2022年11月7日9时30分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
哈密市汇泽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安瑞荣：本院受理
哈密市沁城乡春希尾砂厂诉你们财产损害赔偿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新2201民初
3544号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
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10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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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艳华：本院受理唐光明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反馈意见表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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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节假日顺延)9时在本院一楼第四公判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民法院
吉林乾元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胡凯诉
你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2022)吉0581民初1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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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
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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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周合：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猗
县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证据、
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30
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定于2022年10月20日9时在本院
411室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
郭应江：张云祥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送达(2022)黔2324民初10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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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南京长丰消防工程有限公司哈密分公司、南京长丰
消防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哈密广泰建筑材料有
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22)新2201民初 45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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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即视为送达。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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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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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苏清：本院受理伊州区鑫四祥办公家具店、路颖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新2201民初49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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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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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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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海鹰：本院受理张宝铭、张世红、石玉珍诉你劳
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
新2201民初49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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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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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时(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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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建刚：本院受理郑楠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新2201民初49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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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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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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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建国：本院受理王文琦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 0 2 2 ) 新2 2 0 1 民初
49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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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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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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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增全：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迁西
支行与你及唐山大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冀0227民初105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民二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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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迁西县人民法院
黄杰：本院受理文崇敏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须知、权利义务书、廉政监督卡、开庭
传票、(2022)苏0281财保1126号民事裁定书、(2022)
苏0281民初8569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定于答辩、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临港经济开发区人民法庭第
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黄杰：本院受理张兴林诉你运输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须知、廉政监督
卡、(2022)苏0281民初9292号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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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30日内。定于举
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9时(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滨江
法庭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王国平：本院受理曹利洪与深圳市立行建筑工程劳
务有限公司与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权
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须知、诚信诉讼须知、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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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王国平：本院受理曹利洪与深圳合田建设工程劳务
有限公司与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权利
义务告知书、举证须知、诚信诉讼须知、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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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六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王宗彩：本院受理赵新付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苏0281民初
26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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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梦达：本院受理中国人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市分公司与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苏1183民初28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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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镇江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朱爱香：本院受理镇江万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与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2)苏1183民初16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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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镇江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岳士雄：本院受理刘忠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云0424民初854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由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原告买牛款人民币50000元。案件受理费
1050元，由被告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行
政审判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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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省华宁县人民法院
宋殿双：本院受理原告郭丙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黑0225民初17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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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黑龙江省甘南县人民法院
王晓鹏、杨玉凤：本院受理原告李朝阳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点在本院综合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黑龙江省甘南县人民法院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卞凤兵：本院受理原告唐几海与你买卖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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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
10月25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上海沪泰企业服务外包有限公司、上海全筑装饰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江苏锦洲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与你们票据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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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2022年10月25日上午10时0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董丽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锦州市分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2022)辽0727
民初1077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故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
督卡。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视为送达，答辩
期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义县人民法院
刘春强：本院受理原告金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
通知、开庭传票。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
应诉。逾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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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上
午9时，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兴城市人民法院
李同好、陈名艳：本院受理原告许昶与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皖1502民初35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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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公告期满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
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徐忠辉、刘尚生、肖正全、林梅生、邵波、李元果：本
院受理原告唐真海诉被告徐忠辉、刘尚生、肖正
全、林梅生、邵波、李元果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
益责任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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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恒亮：本院受理熊立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202民初
884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30日内到本院商
事审判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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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段振祥：本院受理牛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 0 2 2 )皖1 2 0 2民初
656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30日内到本院商
事审判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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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郝哲：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洮南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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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成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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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公
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吉林省洮南市人民法院
谢小伟：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洮南支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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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
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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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吉林省洮南市人民法院
齐冬雪、孙文：原告马凤艳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吉0881
民初234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30日内来本
院黑水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节假日顺延)，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白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洮南市人民法院
姜艳超、李海：原告杨树胜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 0 2 2 ) 吉
0881民初234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30日内
来本院黑水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节假日顺延)，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白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洮南市人民法院
江苏毅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张红兵诉
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洁办案告知书、民事
裁定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13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2022)川1322民初3266号 何松：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饶中心支公
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现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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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定于2022年11月02日下午15时在营山
县人民法院回龙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并于开庭前举
证。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潘范中：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山支
行与被告潘范中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依
法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2 )川1322民
初2210号民事判决书，本判决书判决如下：被
告潘范中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
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山支行借
款本金90，714 .52元(截止2022年8月17日)及利
息、罚息(利息、罚息按《个人住房(商业用房)借
款合同》约定的利息、罚息标准计算至款付清之
日)。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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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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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睿：本院受理的再审申请人钱建初因其妻子何
爱珍与被申请人倪卫香(原审原告)及钱睿(原审被
告)、何旺(原审被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经本院审
查已决定再审，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2)苏0831民申3号民事裁定书、开庭
传票、合议庭成员告知书等。裁定书内容：一、本案
由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二、再审期间，中止
原判决的执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以及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之日起的15日内。本院定于公告刊登之
日起的第48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法院
洪军发：本院受理王雷与洪军发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2)浙0382民初52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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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温州中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2)浙0382民初4954号 呼和浩特市水益建筑安
装有限公司、李占国：本院审理原告浙胜电气有限
公司诉被告呼和浩特市水益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李占国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2)浙0382民初49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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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浙0108民初3375号 杭州洛河图宫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朱敏飞诉被告杭州洛
河图宫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民事裁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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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日，即视为
送达。答辩期、举证期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
日、三十日内。本案于2022年11月10日下午14时10分
在本院第一法庭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
逾期未到的，将依法缺席审判。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3153号 成都天翔影视传媒有限
公司、成都天智影院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杭
州淘票票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诉被告成都天翔影视
传媒有限公司、成都天智影院管理有限公司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民事裁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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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举证期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十五日、三十日内。本案于2022年11月10日上
午8时50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
参加诉讼，逾期未到的，将依法缺席审判。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郑岚水：本院受理庞黎丽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开庭传票、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裁定书。自公告起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10月24日上午9时00分在本
院第16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
顾扬扬：本院受理范超莲与王彬及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
据、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裁定
书。自公告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
2022年10月24日上午8时45分在本院第16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
陈落芬(230828197508010029)：本院受理原告张美诉
被告陈落芬民间借贷纠纷(2022)辽0304民初25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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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4
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
何峰：本院受理原告刘三宏诉马宁、你案外人执行
异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变更审判人
员通知书、(2021)冀1125民初779号民事裁定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安平县人民法院
(2022)赣0104民特40号 本院于2022年8月24日受理
李冬香申请宣告陈辉死亡一案，经查：陈辉，男，
1976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青
云 谱 区 洪 都 一 区 2 6 栋 2 0 5 号 ，身 份 证 号
36010419760107043X。于2014年8月走失，至今下落
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陈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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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昌市青云谱区人民法院
(2022)苏0925民特8号 本院于2022年8月9日立案
受理申请人付恒妹申请宣告臧道胜死亡一案，申
请人付恒妹称：臧道胜从事航员职业，2020年7月
20日在安徽省凤台县王家坝因发洪水失踪，再无
音讯，至今下落不明已满2年。下落不明人臧道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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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知悉下落不明人臧道胜生
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
下落不明人臧道胜情况，向本院报告。公告期间
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王美青(公民身份号码：3307231975****1926)：你
非医师行医一案，已调查终结。本局拟对你作出没
收器械(具体名称数量详见物品清单)、罚款人民币
28000元整的行政处罚。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温卫医罚告〔2022〕61号行政处罚事先告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本局领取行政处罚
事先告知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对上述处罚有异
议的，你有权在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3日内向本
局进行陈述、申辩或5日内向本局书面提出听证
要求，逾期视为放弃听证和陈述申辩权利。

温岭市卫生健康局
2022年9月5日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2022)苏1283民初2417号 屈同道：本院受理原告
蔡纪良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2)苏1283民初2417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
知。限你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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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2022)苏0311民初7310号 吴大畏：本院受理姜光
跃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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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0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请
求被告偿还欠款20000元及违约金)、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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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淮海国际港务区法庭第三法庭开庭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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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34号 柏广成：本院受理王
迎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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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34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
请求被告返还借款118000元及利息)、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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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淮海国际港务区法庭第三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2)川0903民初5803号 陈艳、何思富、何德明、
陈桂华、何思贵：本院受理原告遂宁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与被告陈艳、何思富、何德明、陈桂
华、何思贵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
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各一份。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30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
理，届时未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2)川0903民初5308号 陈洋：本院受理原告遂
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陈洋信用
卡纠纷一案。因陈洋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
书各一份。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遂宁
市船山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本
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苏凤娇：本院受理原告梁达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人民法院随案监督
卡，开庭传票各一份。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天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
内，定于2022年10月27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五
将人民法庭审判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
依法作出缺席判决。

广西壮族自治区昭平县人民法院
张光学：本院受理申杰诉你张光学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黔
0326民初1275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丰乐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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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王宇：本院受理李雄诉你王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黔0326民初
1135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丰乐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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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谢小娟：本院受理原告谢玉博诉你被继承人遗嘱
继承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22)黑0225民初175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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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齐齐哈尔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黑龙江省甘南县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陈锦荣(性别：男，母亲：袁丽霞，父亲：陈瑞林)出
生于2011年8月3日，编号K430962350出生医学证
明遗失，声明作废。
马建凤 (性别：女，母亲：马苏梅)出生于2021年
11月07日，编号V410 8 5 3 2 5 6出生医学证明遗
失，声明作废。
白宇鸿(性别：男，母亲：王英珍，父亲：白云飞)出
生于2018年12月22日，编号T430118003出生医学证
明遗失，声明作废。
杨诗妍(性别：女，父亲：杨畅，母亲：周叶清)出生
于2012年6月26日，编号L431081568出生医学证明
遗失，声明作废。
夏伶溪(性别：女，母亲：林游，父亲：夏新怀)出生
于2016年05月10日，编号P430899348出生医学证明
遗失，声明作废。
周言溪(性别：女，母亲：曾娜，父亲：周登乐)出生
于2022年7月23日，编号V430058038出生医学证明
遗失，声明作废。
吴彦慧(性别：女，父亲：吴正财，母亲：李星洁)出
生于2017年5月28日，编号Q430853404出生医学证
明遗失，声明作废。
杨懿昭，杨佳遗失德阳敏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开具的德阳市区镜泊湖路166号敏捷翰林府3栋
1003购房收据，编号：C0305704，金额：191879元，声
明作废。
父亲：达瑞，母亲：冯天娇，遗失儿子达沐含的出
生医学证明(孩子已入户)，编号：T640067312，出
生日期：2019年05月22日，声明作废。
张 小 英 军 人 保 障 卡 丢 失 ，卡 号 ：
816590200708264586，声明作废。
田 永 峰 军 人 保 障 卡 丢 失 ，卡 号 ：
816590180911679079，声明作废。
童非遗失律师执业证，证号：11101201010508253，
声明作废。
本 人 乔 欣 不 慎 遗 失 身 份 证 ，证 号 ：
141181200404040087，声明作废。自登报之日起不承担
被他人冒用而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产权人黄利不慎将坐落于新津县花源镇兴普大
道177号附5号1层(总层数2层)的房屋所有权证遗
失，房屋所有权证证号：川(2021)新津县不动产权
第0016741号，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市恒圣律师事务所冯洋律师不慎将律师执
业证遗失，律师执业证号： 11101202210510716，
特此声明作废。
山东万信律师事务所李祥增律师不慎将律师执
业证遗失，律师执业证号：13707201210732169，律
师资格证号：A20103707842526，声明作废。
北京益康腾飞商贸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MA01TWN42D，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北京诺妍饭店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110115MA00WPP339，声明作废。
北京市门头沟区龙泉小学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
证副本，许可证编号：JY31109021440174，声明作废。
北京伽人艾尚体育文化有限公司，遗失收据，收
据编号：0000351-0000361，0001028，0000852-
0000862、声明作废。
北京智宸恒信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和 公 章 ，注 册 号 ：
110106014500819，声明作废。
北京双鱼座健身咨询中心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 、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8741562609W，声明作废。
北京嘉纯恒业服装服饰有限公司 ( 注册号：
110105011424582)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和公
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法人
人名章，声明作废。
中奥时空(北京)体育文化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12MA04D8G3XK，声明作废。
北京祖茂盛兴食品商贸中心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110106MA00FUFX67，声明作废。
合江县赵江汽车修理厂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 1 0 5 2 2MA66 2 7 2L 8E )遗失公章一枚，编码
5105225044176，声明作废。
长 沙 市 雨 花 区 米 克 汽 车 用 品 商 行 ( 注 册 号
430111600623280)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雨花分局2016年03月09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声明作废。
邯郸县北环路北环货运信息服务部不慎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工商注册号：130421600029673，声
明作废。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陕桥街道供销合作社遗
失法人章一枚(字样：谢明星印，无编号)，声明作废。
福泉市名将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22702MA6DWN197D)遗失公章一枚，编码
5227022000105，声明作废。
湄潭县黔鲟岩江渔业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3520328MA6J5NT34Q)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北京创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15794091230H)作废财务专用
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华悦世康绿色国际医学研究院(普
通 合 伙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229MA001AA70W，作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中蓝创景城市规划设计院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6804552867)作废
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瑞佳康宁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17MA005GLE68)作废公章、财
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法人人名章
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分
公司通辽中心支公司将有价单证1291保单内页
纸声明作废，号段为：12918000565246、12918000565205、
12918000565171、12918000563579、12918000563527、
12918000562540、12918000565608、12918000565609、
12918000565256、12918000565257、12918000565258、
12918000565259、12918000565260，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天津东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申请减
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222MA05KBJL3F，
拟将注册资本由3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15万元人
民币，请债权人自公告发布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
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中追知源(北京)科技信息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6076631116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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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万元减少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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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童心国际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0716879621)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
本由人民币153万元减少至人民币3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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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天津奕捷公寓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20116MA06UEFL1K申请注销，
敬告债权债务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到本
公司办理清算事宜，特此公告。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智宸恒信技术发展有限公
司(注册号：110106014500819)经股东会决议，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销登记，清算组成
员：邓建华、尚春雅、田文花、李超，负责人：邓建
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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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李建通：孙西锋、陈亚萍分别于二〇二二年八月
二十二日、二〇二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将其与你方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在山东省东营市签订
的《民间借款抵押合同》中借款金额人民币贰
拾柒万元及借款利息人民币肆万柒仟叁佰零
肆元提存于山东省东营市黄河公证处，请及时
到本处领取该提存款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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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东营市黄河公证处
二〇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山西盛源祥商贸有限公司、山西丰业商贸有限公
司、山西万鑫达商贸有限公司、山西正业装饰设
计工程有限公司、李学俭、刘建民、汪晓萌、史晓
方、朱安虹、李萍、李贵厚、尹静：本会受理(2018)
并仲裁字第1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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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源祥商贸有限公
司、山西丰业商贸有限公司、山西万鑫达商贸有
限公司、山西正业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李学
俭、刘建民、汪晓萌、史晓方、朱安虹、李萍、李贵
厚、尹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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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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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闫美莲、申树凯、赵学义、郭维新：本会受理(2020)
并仲裁字第582号，申请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太原分行与被申请人闫美莲、申树凯、赵学
义、郭维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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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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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钢虎、任鸿蓉：本会受理(2020)并仲裁字第584
号，申请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与被
申请人陈钢虎、任鸿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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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仲裁请求申请书、举证通知
书、决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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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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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东宏、鲁同辉、赵春娱：本会受理(2020)并仲裁
字第734号，申请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
分行与被申请人魏东宏、鲁同辉、赵春娱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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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艳、张强、张文广：本会受理(2020)并仲裁字第
7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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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强、张文广之间的金融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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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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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国华、程永旭、王佳雄、梁婷：本会受理(2020 )
并仲裁字第913号，申请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太原分行与被申请人赵国华、程永旭、王
佳雄、梁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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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晓英、郑东明、太原市兴瑞祥物资贸易有限责
任公司：本会受理(2020)并仲裁字第922号，申请
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与被申请人
韩晓英、郑东明、太原市兴瑞祥物资贸易有限责
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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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生美、郭亚涛：本会受理(2020)并仲裁字第932
号，申请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与被
申请人李生美、郭亚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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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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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青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西安市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定于2022年10月28日
9时在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申请人朱昭华与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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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学而不厌教育咨询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西
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定于
2022年10月28日10时在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申请
人朱媛与你方劳动争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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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大笨熊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西安市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定于2022年10月28日
11时在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申请人蒋富强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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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茂禾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西安市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定于2022年10月27日
9时在第三仲裁庭开庭审理申请人王小西与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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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云鸟物流科技有限公司、驿路星辰(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驿路星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分公司：西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经开派出庭定于2022年10月25日9时在第一仲
裁庭开庭审理申请人高楠与你方劳动争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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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云鸟物流科技有限公司、驿路星辰(北京)科
技有限公司、天津云鸟科技有限公司：西安市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定于2022年10
月25日10时在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申请人梁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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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驿路星辰(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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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
10时30分在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申请人郭秦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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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驿路星辰(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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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
11时在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申请人陈振琴、向玉
娥与你方劳动争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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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驿路星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天津云鸟科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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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14时在第一仲裁庭开庭
审理申请人侯尧、韩晓华、任勃禧与你方劳动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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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驿路星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江苏云鸟物流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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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15时在第一仲裁庭
开庭审理申请人张晟源、赵磊与你方劳动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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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驿路星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驿路星辰(北京)科
技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西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定于2022年10月25日9时在
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申请人马莹、张涛、屈王鹏、
刘志强、田甜甜、朱怡凡与你方劳动争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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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殿双：本院受理原告张洪良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黑0225民初17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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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黑龙江省甘南县人民法院
王海艳：本院受理原告董秀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黑0225民初17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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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黑龙江省甘南县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