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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韩伟：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二次颜科技有限公司诉
你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冀1182民初14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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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即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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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北省衡水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深州市人民法院
丹东随缘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辽宁东港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丹东国信融资
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袁光玲、曲辉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参加诉讼通知书等诉讼文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2023年2月27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人民法院
欧阳新刊、阳志云：本院受理的原告三都富民村镇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欧阳新刊、阳志云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完毕，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黔2732民初1274号民事
判决书。本院依法判决：限你们在本判决生效
后十日内向原告偿还贷款本金5万元以及利息、罚
息、复息等等，本案的受理费、公告费由你们承担。
本判决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在30日内到本
院民事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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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
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韦正官、潘等：本院受理原告贵州三都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韦正官、潘等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2022 )黔2732民初1146号】，于
2022年11月11日作出判决。本院作出判决后原
告不服已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
二人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等诉讼
文书。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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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逾期不提交的，本院将依法移送贵州省黔南
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黄永德、黄林：朱洪江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及传票等。原告诉请
为：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工资143057元及利息;诉
讼费用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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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时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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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敏伟：本院受理李业俊诉你中介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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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
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安
镇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李礼：本院受理夏灵芝诉你方装饰装修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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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
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安镇
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南京明匠汇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南京
明匠汇装饰工程有限、方彬彬：本院受理洪英诉你
方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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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
限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安镇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施文艺：本院受理原告无锡市华方混凝土有限
公司与被告施文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205民初4244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东港法庭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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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冶国弘(天津)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辽宁
天盛防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诉被告鞍山浩特
散热器有限公司、你公司票据纠纷( 2 0 2 2 ) 辽
0304民初3643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限期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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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
田景高：本院受理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富民
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与田景高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富民贷款公司诉称：1、请求法院
依法判决被告偿还原告贷款本金50000元；2、
判令被告从2016年6月16日至还清之日止按月
利率2%支付利息。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
讼告知书、限期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
票及一审民事案件审判人员告知书、简转普民事
裁定书等相关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向本院提交证据的举证期限和答辩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3年2月9日
下午三点在本院三楼第三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范洪萍：原告王胜田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辽0604民初12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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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人民法院
李冬双：原告洮南市雨润丰年玉米专业合作社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2)吉0881民初31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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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添生：原告於太红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开庭传票、应
诉、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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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8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81民催106号 申请人上海度珑工贸
有限公司因遗失浙江温岭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出具的号码为32000051 25383664、金额为
50000元、出票人为温岭市星远机电有限公司的银
行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
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二十六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
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2)浙1081民催107、108号 申请人常州市康
美木业有限公司因遗失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台州分
行出具的号码为31300051 49411068、31300051
49409865，金额均为3000 0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二
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六条的
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70日内，利害关系人
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
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
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2)浙0382民初10385号 沈思军：本院受理原
告吴赛华诉被告沈思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
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
于2023年1月31日上午10时00分在本院小法庭一适
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朱孝群：本院受理原告乐清市北白象博美通讯
店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382民初35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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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肖华：本院受理原告胡杰与被告吴肖华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浙0382民初63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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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万顺能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黄
世品诉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2）
黔0502民初8902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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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
适用程序通知及开庭传票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你提出答辩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20日内，期限内如不
提交证据材料，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本案将于举证
及答辩期满后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刘彦欣：本院受理上诉人佟永杰与被上诉人刘彦
欣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冀11民终1872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闫军威：本院受理原告靳红伟诉被告闫军威离婚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冀
1125民初137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城关法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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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北省衡水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安平县人民法院
马军：原告巨波兰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诉状、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起经过30日即视为公告
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8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陈芳：本院受理安徽寿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陈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皖0422民初
519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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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向宗成、陈安荣、无锡乾顺电动车有限公司、唐明
炼：本院受理无锡国聪精密机械有限公司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0：00(节假日顺延)在
安镇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张家港市伯勤机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江苏智
远精工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民事
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传票。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9：30(节假日顺延)在安镇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王祉霖：本委受理的申请人张铁男与你方(被申请
人)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葫仲[ 2 0 2 2 ] 2 1
号)，现依法向你方送达仲裁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风险告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规则及
仲裁员名册、仲裁庭组成方式及仲裁员选定书
等仲裁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仲裁庭组成方式及
仲裁员选定书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答
辩期届满后，本委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定于2023年
4月3日上午9点在本委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你方
无正当理由不到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你方领取仲裁庭组成通知书和开庭通知的时
间为2023年3月20日至3月24日，逾期视为送达。
本委地址：辽宁省葫芦岛市龙港区龙警街11号。

葫芦岛仲裁委员会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2022)辽0882执恢503号 辽宁光华投资有限公司、
山东光华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徐玉龙、王
珏、大石桥市鑫虹桥高新技术有限公司分别申请
执行辽宁光华投资有限公司、山东光华置业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11件案件)，已对被执行人
辽宁光华投资有限公司名下的辽HJ6657号劳
斯莱斯车辆进行评估，价格为2067600元“见营
诚信资评字(2022 )第014号《资产评估报告》”。
现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述报告，经过30日视为送达，
期满十五日后，在京东司法拍卖网上依法拍卖。

辽宁省大石桥市人民法院
(2022)川0903民初4861号 章尔福、刘琪、成都
市武侯区桂溪房地产开发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遂
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章尔福、刘琪、成
都市武侯区桂溪房地产开发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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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你公告送达本案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1、被告
章尔福、刘琪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
告遂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1749500元及利息(利息截止2022年7月11日为
414072.51元，从2022年7月12日起的利息应当以
1749500元为基数，按照原告与被告章尔福签订的
《个人借款合同》中约定的罚息利率计算至借
款本金还清之日止)；2、原告遂宁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成都市武侯区桂溪房
地产开发公司所有的川(2020)成都市不动产证
明第0016090号不动产登记证明项下的车位折价、
拍卖、变卖价款在登记的后顺位享有优先受偿权。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计23270元，公告费460元由被告章尔福、刘
琪、成都市武侯区桂溪房地产开发公司负担。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2 )浙0784民初4334号 邓清，(住贵州省安
顺市大西桥镇三个山村三组82号，公民身份号
码：522501198508087615)：本院受理原告永康市
灵影抛光材料店与被告邓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邓清支
付原告永康市灵影抛光材料店货款4660元并支付
违约金(违约金自2022年8月22日起按月利率1.2%计
算至款清之日止)，款限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完
毕。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
邓清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
院52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4865号 熊吉虎(住贵州省遵
义市汇川区毛石镇大梨村对门组，公民身份号
码：522121198210275035)：本院受理原告曾昭四
与被告熊吉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因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熊吉虎于本判决生效后五
日内支付原告曾昭四货款人民币14048元，并赔偿
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2022年9月14日起至实际付
款之日止，以货款14048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计算】。如被告熊吉虎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
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 2元，公告费
1120元，合计1272元，由被告熊吉虎负担。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206办公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4691号 龙昌彬(住江西省九
江市永修县立新乡竹岭村城垅组，公民身份号码
360425197707195255)：本院受理原告永康市超
越气体有限公司与被告龙昌彬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
程序)、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诉
讼风险提示、权利义务告知书。原告起诉称：1、判
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7218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
(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加计50%计算逾期付款利
息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
承担。自本公告发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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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开庭审理时间为2023年
2月7日08时50分，开庭地点在浙江省永康市人
民法院第4审判庭(东门三楼)，由审判员吕华杰独
任审判。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作缺席判决。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黔2322民初4183号 孙礼洪：我院受理原
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仁市支行诉被告
孙礼洪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时间为公告期届满后
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届满后15日内。本院定
于公告期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若你逾期
未到庭，且无正当理由，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桑杰吉：本院受理的原告侯宝庭诉你劳务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2 )青2321民初3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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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青海省同仁市人民法院
公保昂周：本院受理的原告仁青当周诉被告公保
昂周民间借贷纠纷系列案件已审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2)青2321民初993号、(2022)青2321民初
9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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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青海省同仁市人民法院
刘望：本院受理原告王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皖0322民
初4000号民事判决书及原告王飞上诉状、举证通知
书等材料。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举证通知书等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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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蚌埠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五河县人民法院
牟科：本院受理胡康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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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黔0 3 2 6民初
21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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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川0903民初5245号 夏绪珍：本院受理原
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与被告夏
绪珍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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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一、被告夏绪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
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
分行信用卡尚欠透支本金82555.39元及利息，利息
的计算方式为：以实际尚欠透支本金为基数，从银
行记账日起按《牡丹信用卡领用合约(个人卡)》的
约定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若未按本
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金，利息计算至本金
付清之日止。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
宁分行已计收的违约金705.45元在结算时予以品
迭；二、驳回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
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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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08元、公
告费704元，共计2612元，由被告夏绪珍承担。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2)川0903民初5247号 唐卫华：本院受理原告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与被告钱兵信
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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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被告唐卫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
偿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信
用卡尚欠透支本金148305.71元、违约金11000元及利
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实际尚欠透支本金为基
数，从银行记账日起按《牡丹信用卡领用合约(个人
卡)》的约定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若未
按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金，利息计算至
本金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遂宁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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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616
元、公告费705元，共计4321元，由被告唐卫华承担。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2)川0903民初5318号 何云华：本院受理原
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与被告何
云华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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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被告何云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
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
分行信用卡尚欠透支本金39931 . 78元、违约金
2603 . 8 2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实际
尚欠透支本金为基数，从银行记账日起按《牡丹信
用卡领用合约(个人卡)》的约定计算至本判决确定
的给付之日止；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
付本金，利息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利息、违约
金的利率总和以年利率24%为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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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64元、公
告费705元，共计1569元，由何云华承担。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2)川0903民初5498号 钱兵：本院受理原告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与被告钱兵信用
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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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被告钱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偿
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信用
卡尚欠透支本金43436.14元及利息、复利，利息的计
算方式为：以实际尚欠透支本金为基数，从2019年
11月25日起按日利率万分之五的标准约定计算至
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
给付之日给付本金，利息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
复利的计算方式为：以实际欠付的利息为基数，从
2019年11月25日起，按照日利率万分之五的标准计
算至利息付清之日止，利息、复利的利率总和以
年利率24%为限，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遂宁分行已计收的违约金6351 . 0 6元在结
算时予以品迭；二、驳回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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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六十条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1386元、公告费697元，由被告钱兵承担。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武汉仲裁委员会公告

林玉琴：本会受理的申请人武汉新屿星熠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与你方合作协议争议案【(2021)武仲
受字第000002582号】一案已审理终结，仲裁庭
已于2022年10月8日作出裁决。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2022)武仲裁字第000002854号《武汉
仲裁委员会裁决书》以及(202 1 ) 武仲延字第
000002 5 8 2号《武汉仲裁委员会延长仲裁期限
决定书》。请你方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会
领取裁决书及延期决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武汉仲裁委员会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2022)川0903民初5541号 罗双：本院受理原告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与被告罗双信用
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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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被告罗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偿
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信用
卡尚欠透支本金33032.93元、违约金2 508.56元及利
息、复利，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实际尚欠透支本
金为基数，从2019年12月10日起按日利率万分之五
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若未按本判决
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金，利息计算至本金付清
之日止；复利的计算方式为：以欠付的利息为基
数，从2019年12月10日起按《牡丹信用卡领用合约
(个人卡)》的约定计算至利息付清之日止。违约金、
利息、复利的利率总和以年利率24%为限；二、驳回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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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10元、公告
费697元，共计1807元，由被告罗双承担。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张松柏：本院受理四川营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起诉你和邓凤、张育嘉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 )川1322民初28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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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德树：本院受理(2022 )川0726民初2014号原
告喻安琴与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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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内即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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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月12日09时30分
在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法院陈家坝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张春谱：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汇银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诉你追偿权报酬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
本院(2022)川0726民初738号判决书。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谢斌斌：本院受理原告巴潇左与被告谢斌斌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川0726民初1599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原
告巴潇左支付车辆折旧费49000元。自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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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绵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3375号 杭州洛河图宫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朱敏飞与被告杭州洛河图
宫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
(2022)浙0108民初3375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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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江苏省睢宁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0月19日受
理睢宁县金弘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案，并指定江苏中伦清算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为睢
宁县金弘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睢宁县
金弘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3年1
月6日前，向睢宁县金弘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
理人(管理人办公地址：江苏省徐州市西安北路6号
恒茂大厦820室；联系人：李志伟；电话：17705201871；
邮政编码：221000)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
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
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
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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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睢宁县金弘基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
向睢宁县金弘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睢宁县金弘基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23年1月12日通过视
频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具体事项联系管理人。依法
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
议时，法人或其他组织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
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自然人应提交个人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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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睢宁县金弘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
遗失声明

陈 鹃 ，于2 0 2 2 年 8 月 9 日遗失身份证 ，证号：
511325198405284525。自登报之日起不承担被
人冒用而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王颖于2022年12月3日不慎遗失身份证，证号：
120107198004181528，本人已申领新证，此证已
失效，特此声明。
姜入权遗失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具
的11号楼半负一层663、664号车位筹金收据2
份 ，号 码：0 0 1 2 1 1 7 ，金 额：1 0 0 0 0 元；号 码：
0012118，金额：10000元，声明作废。
张凯萍(小条食堂)遗失禹洲地产(泉州)有限公司
2018年01月11日开具的保证金收据，收据号：
0003519，声明作废。
何佩媛不慎遗失房屋准入许可证一本(证号16035)，
房屋坐落于贵阳市白云区红宝石街6栋1单元1
层4号。特声明作废。
张安宝遗失二代残疾人证，肢体三级，残疾证号：
13022419610315871543，声明作废。
陈 良 轩 遗 失 合 格 证 原 件 ，合 格 证 编 号 ：
WCE09UN30037256，车型：MR6471D12，车色：无界
黑，VIN码：L6T7822Z8NU056686，发动机号：BHE15-
EFZ，出厂日期：2022年11月24日，声明作废。
赵 红 丽 遗 失 护 士 执 业 证 书 ，证 书 编 号 ：
201241020221，单位：禹州市中心医院，声明作废。
李志霞于2022年12月06日遗失身份证，身份证
号：410121197208180545有效期：2009 . 0 8 . 1 4—
2029 .08 . 14自遗失之日起不承担被人冒用而引
发的一切法律责任和经济损失，特此声明。
本人刘洋：不慎将北京顺义区域电动小客车出租
有限公司开具的承包金押金二万零五十元钱票据
号为5707340收据丢失，声明作废。
北京盛世宏坤商贸有限公司不慎遗失食品经
营 许 可 证 正 、副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11105342715329，声明作废。
北京梦想环游汽车俱乐部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和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
用 章 、合 同 专 用 章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7719917628，声明作废。
北京峰达阳光国际商务会展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和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
合 同 专 用 章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580893027W，声明作废。
北京市景深旭达信息咨询服务部 ( 注册号：
110114600939963)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
章、财务专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翟氏伟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16MA006R29XE)不慎遗失营业
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北京创异图新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1101082609464，声明作废。
天津市西青区齐禧饭庄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副本，许可证号：JY21200110037782，声明作废。
连云港星九易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法定名称章，
财务专用章，法人名章：唐小来印，遗失作废，寻
回后不再继续使用。
宁化县艾莱客汉堡奶茶店不慎遗失宁化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2018年1月3日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
副本，许可证编号：JY23504240018663，现声明作废。
宁化县今日有约休闲吧不慎遗失宁化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2022年4月2日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许可证编号：JY23504240059934，现声明作废。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单证丢失
<交强险保单>印刷流水号为2 0 1 0 0 8 3 6 5 4 -
2010083657；共4份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蔡亲明口腔诊所 (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460106MA5T2ERY1R)因公章不慎破损，
现声明作废。
伊旗阿镇富豪沙发家俱店 (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150627MA0NXWQ6XX)不慎丢失公章
一枚，现声明作废。
辽宁源惠商贸有限公司法人章(法人庞志国)
210112001059001合同章210112001059000财务
章210112001058998公章210112001058997丢失，
声明作废。
铜仁市碧江区川硐贰火锅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
副本，许可证编号：JY25206020083515，声明作废。
河南昊天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1010577651915XD)遗失荣乌高速
公路项目(河南昊天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荣
乌高速公路LH-4)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厦门飞跃星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
照 副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50211MA353H0T7R，声明作废。
贵州养天和福安康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一百一十九
分店遗失贵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贵阳经济开发区
分局2022年6月17日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
许可证编号JY15201140362049，声明作废。
隆尧悦恒水性防水涂料厂遗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 限 公 司 隆 尧 县 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1326000969301帐号50220001040019418声明作废。
清丰县启翰建材销售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91410922MA47E8FL6D)遗失合同章和发票章，
声明作废。
西宁砼山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
枚，编号6301010119353，声明作废。
沈阳新亿城卷帘厂不慎遗失单位公章一枚，编
号：2101140064032，声明作废。
湖北工品消防工程有限公司蒙山分公司遗失公章
4504230013335、财务章4504230013336、发票章
4504230013337、法人章4504230013338，声明作废。
商丘市梁园区瑞丰农资供应站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11402MA403X2L5L)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公章、财务章、合同章、全部经营财
务账本，特此声明作废。
细河区小天通讯服务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210900MA7KXXH140，遗失财务章，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北京朗锐中光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07172951XA)作废财
务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宁工控制技术有限公司(统一
信用代码号：911101080628410249)作废法定名
称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瀚博翔睿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5096969878P)作废财务专用
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北京鲜客来海产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5MA00H2ER5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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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万元减少至5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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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县新鸿源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20523MAAK75PY2M)股东决定拟向登
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将注册资金从300万元
减少至30万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债权人
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联
系人：王聪，电话：13508574463，地址：贵州省毕节市
金沙县鼓场街道玉屏社区黄磷厂加油站旁
注销公告：株洲市荷塘区卡玫娜服饰有限公司(注
册号430202000013674)经股东会决定注销，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联系人：黄登 13975366977
注销公告：福睿克斯农业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134438879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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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昕宇、赵丽丽，清算组负责人：刘昕
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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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仲裁委员会公告

李嘉慧：本会受理的申请人武汉新屿星熠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与你方合作协议争议案【(2021)武仲受
字第000002576号】一案已审理终结，仲裁庭已于
2022年10月8日作出裁决。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2022)武仲裁字第000002859号《武汉仲裁
委 员 会 裁 决 书 》以 及 ( 2 0 2 1 ) 武 仲 延 字 第
000002 5 7 6号《武汉仲裁委员会延长仲裁期限
决定书》。请你方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会
领取裁决书及延期决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武汉仲裁委员会
王倩茹：本会受理的申请人武汉新屿星熠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与你方合作协议争议案【(2021 )
武仲受字第000002577号】一案已审理终结，仲
裁庭已于2022年10月8日作出裁决。现依法向
你方公告送达(2022)武仲裁字第000002857号《武
汉仲裁委员会裁决书》以及(2021 )武仲延字第
000002577号《武汉仲裁委员会延长仲裁期限决定
书》。请你方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会领取裁决
书及延期决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武汉仲裁委员会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冯其平：本院受理陈斌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 )黔2324民初1216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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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辉：本院受理贵州晴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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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黔2324民初16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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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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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沈魏津、谢建军：本院受理贵晴隆兴安村镇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黔2324民初16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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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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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韦英：本院受理贵州晴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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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黔2324民初17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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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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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杨丽：本院受理贵州晴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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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黔2324民初17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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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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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罗昌荣：本院受理贵州晴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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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黔2324民初17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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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谢文彬：本院受理冯上栋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粤1427民初
6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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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
杨兆连：原告陈玉娟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2)辽0882民初5496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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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大石桥市人民法院
罗高尚：本院受理贵州晴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2)黔2324民
初1727号，现依法向你公告，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到我院领取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举证及应诉通
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逾期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
事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将依法缺席审理。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田文宏：本院受理沈阳市辽中区杨士岗镇人民政
府诉你、陈晓宇、曹福翠渔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
因陈晓宇不服本院作出的(2021)辽0115民初7058号
民事判决书，并提起上诉，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更正：本院于2022年11月16日刊登的李思
苹诉陈春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公告中，被告

“陈春燕”应为“陈春艳”，特此更正。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福建汇联和盛工程履约担保有限公司、董加余：本
院受理朱忠贤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举
证须知、权利义务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诚信诉讼
须知、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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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第六审判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彭乐平、吴泳棠、林汝华、彭伟振、侯经敏：本会于
2022年11月11日，受理申请人苏云举与你的购销协
议纠纷，案号为(2022)肇仲案字569号，本案适用简
易仲裁程序。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仲
裁申请书及证据、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等法律
文书。本案将于2023年1月19日组成仲裁庭，定
于2023年2月7日上午9时30分在肇庆市端州区
西江北路55号肇庆仲裁委员会不公开开庭审理，
仲裁庭于2023年2月27日前作出裁决，领取裁决书
的时间为2023年3月6日前。请及时到本会办理有关
手续。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肇庆仲裁委员会
刘治(男，公民身份号码：370283199702110017)：本委受
理的你与海南蜈支洲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三亚
蜈支洲岛旅游区的劳动争议案，因你未按时出庭
参加庭审，本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
解仲裁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依法按撤回仲裁申请
处理。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三劳人仲决字〔2022〕第
840号决定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领
取决定书(地址：三亚市迎宾路285号市房地产服务
中心10楼)，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决定，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到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起诉，期
满不起诉，本决定发生法律效力。

三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郑翠英、吕忠、吴让、于相君：本会受理(2020)并
仲裁字第242号，申请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朔州分行与被申请人郑翠英、吕忠、吴让、于
相君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方公告送达开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即视为送达，于公告期满后次日15时(节假日
顺延)在本会仲裁庭进行开庭审理，无正当理
由不到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冀慧敏、冀利霞、冀利斌、邢利娜、杜建伟、冀补仙：
本会受理(2020)并仲裁字第558号，申请人晋城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忻州分行与被申请人冀慧敏、冀利
霞、冀利斌、邢利娜、杜建伟、冀补仙之间的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开庭通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于公告期满
后次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会仲裁庭进行开庭审
理，无正当理由不到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闫东华、张建玲、闫东兴、和彦青、杨二小、杨春
平：本会受理(2020 )并仲裁字第560号，申请人
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分行与被申请人
闫东华、张建玲、闫东兴、和彦青、杨二小、杨春
平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开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
视为送达，于公告期满后次日11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会仲裁庭进行开庭审理，无正当理由
不到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杜建伟、冀补仙、冀利斌、邢利娜、冀慧敏、冀利
霞：本会受理(2020 )并仲裁字第558号，申请人
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分行与被申请人
杜建伟、冀补仙、冀利斌、邢利娜、冀慧敏、冀利
霞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开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
视为送达，于公告期满后次日10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会仲裁庭进行开庭审理，无正当理由
不到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刘全、山西益通轮胎有限公司、范海青：本会受理
(2020 )并仲裁字第1333号，申请人晋城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与被申请人刘全、山西益
通轮胎有限公司、范海青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开庭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于公告期满后次
日16时(节假日顺延)在本会仲裁庭进行开庭审理，
无正当理由不到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山西玺博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本 会 受 理
(2022 )并仲裁字第0505号，申请人山西五建集
团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山西玺博房地产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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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会仲裁庭进行开庭审理，无
正当理由不到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山西家元素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会受理(2022)并
仲裁字第0882号，申请人冀忠祥与被申请人山西家
元素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之间的装饰装修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开庭通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于公告期满后次日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会仲裁庭进行开庭审理，无正
当理由不到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海南信天翁通用航空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李佳
茂、梁晓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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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4月13日15：30在三亚市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第一仲裁庭(三亚市迎宾
路285号市房地产服务中心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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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珍香楼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胡朋
翔诉你单位支付工资的劳动争议案件(津北辰
劳人仲案字(2022 )第11145号)。现依法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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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委定于2023年2月10日上午9时
在本委仲裁庭(地址：天津市北辰区果园南道2
号院内1楼仲裁庭2)开庭审理此劳动争议案件。请
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天津市北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企盟信用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本会受理(2021)并仲
裁字第1205号，申请人重庆长江假日国际旅行社有
限公司与被申请人企盟信用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之间的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开庭通知，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
达，开庭时间定于公告期届满后次日9时(节假日顺
延)，无正当理由不到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企盟信用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本会受理(2021)
并仲裁字第1367号，申请人广州市德华文化国
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与被申请人企盟信用
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之间的服务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开庭通知，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开庭时间定于
公告期届满后次日10时(节假日顺延)，无正当
理由不到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山 西 省 聚 力 环 保 集 团 有 限 公 司：本 会 受 理
(2022 )并仲裁字第0070号，申请人中冶天工集
团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山西省聚力环保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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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通知，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开庭时间定于公告
期届满后次日15时(节假日顺延)，无正当理由
不到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刘敬臣：申请人绿地集团宁夏置业有限公司与你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2022)银仲字第198号】一案，已
依法审理终结。仲裁庭作出(2022)银仲字第198号裁
决书，裁决：确认申请人绿地集团宁夏置业有限公
司与被申请人刘敬臣签订的《银川市商品房买卖
合同》于2016年2月26日解除；被申请人刘敬臣于本
裁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申请人绿地集团宁夏
置业有限公司办理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六盘山路绿
地？香树花城北区9号楼3层302室房屋的登记备案
撤销手续；申请人绿地集团宁夏置业有限公司的
其他仲裁请求不予支持。本案的仲裁费4183元，由
被申请人刘敬臣负担1000元，由申请人绿地集团宁
夏置业有限公司负担3183元。申请人绿地集团宁夏
置业有限公司已预交的仲裁费不予退还，由被申
请人刘敬臣负担的仲裁费连同上述裁决款项一并
支付给申请人绿地集团宁夏置业有限公司。因无
法通过其他方式与你取得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银川市民大
厅D区2层204室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

银川仲裁委员会

武汉仲裁委员会公告

蔡大妹：本会受理的申请人武汉新屿星熠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与你方合作协议争议案【(2021)武仲
受字第000002574号】一案已审理终结，仲裁庭
已于2022年10月8日作出裁决。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2022)武仲裁字第000002861号《武汉
仲裁委员会裁决书》以及( 2 0 2 1 ) 武仲延字第
000002574号《武汉仲裁委员会延长仲裁期限决
定书》。请你方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会领取裁
决书及延期决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武汉仲裁委员会
贾乐乐：本会受理的申请人武汉新屿星熠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与你方合作协议争议案【(202 1 )武
仲受字第000002579号】一案已审理终结，仲裁
庭已于2022年10月8日作出裁决。现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2022)武仲裁字第000002856号《武
汉仲裁委员会裁决书》以及(2021)武仲延字第
000002 5 7 9号《武汉仲裁委员会延长仲裁期限
决定书》。请你方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会领
取裁决书及延期决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武汉仲裁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