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枫林（北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委受理

赵继平诉你劳动争议案件（深劳人仲

案【2022】8440号）已办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仲裁裁决书。裁决结果如下：

一、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20年4月3

日至2020年8月14日期间的生活护理费

人民币42515.46元；二、被申请人支付申

请人2020年4月3日至2021年4月3日

期间的停工留薪期工资人民币47025元；

三、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20年6月22

日、2020年8月17日治疗工伤的医疗费

人民币1418.25元；四、被申请人支付申

请人2020年4月3日至2022年5月14

日住院期间伙食费人民币2050元；五、

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你可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深圳市福田

区深南大道8005号深圳人才园北区二

楼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上述仲裁裁

决为非终局裁决，如你不服上述裁决，可

自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

诉。逾期不起诉，上述裁决书即发生法

律效力。

深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广东机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委已受

理席勇诉你劳动争议案件（深劳人仲

案【2022】11460号）。现向你依法公告

送达开庭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申请

书副本及证据材料等，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

辩书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个工作

日内。本委定于2023年1月11日9时

30分在第三仲裁庭（深圳市福田区深南

大道8005号深圳人才园北区二楼）开庭

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逾期本委

将依法缺席裁决。

深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上海尚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已受

理陆淑婧诉你劳动争议案件（深劳人仲

案【2022】13852号）。现向你依法公告

送达开庭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申请

书副本及证据材料等，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

辩书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个工作

日内。本委定于2023年1月11日9时

30分在第十一仲裁庭（深圳市福田区深

南大道8005号深圳人才园北区二楼）开

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逾期本

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深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上海浩泽净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上海

派遣人才有限公司：本委受理黄丽珺诉

你劳动争议案件（深劳人仲案【2022】

8160号）已办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仲裁决定书。决定事项如下：准予申请

人撤回仲裁申请。你可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三十日内到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8005号深圳人才园北区二楼领取，逾期

即视为送达。

深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石家庄人瑞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上

海金系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本委已

受理邓念诉你劳动争议案件（深劳人仲

案【2022】15592号）。现向你依法公告

送达开庭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申请

书副本及证据材料等，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

辩书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个工作

日内。本委定于2023年1月9日15时

在第六仲裁庭（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8005号深圳人才园北区二楼）开庭审理

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逾期本委将依

法缺席裁决。

深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郑州佳优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本委已受

理李枝虎诉你劳动争议案件（深劳人仲

案【2022】15448号）。现向你依法公告

送达开庭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申请

书副本及证据材料等，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

辩书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个工作

日内。本委定于2023年1月9日14时

在第六仲裁庭（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8005号深圳人才园北区二楼）开庭审理

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逾期本委将依

法缺席裁决。

常州市武进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告

常州广艺金管家装饰设计有限公司：本局

于2022年11月11日依法受理何小宏（身

份证号：340223196807176738）提出

的工伤认定申请。何小宏称在你单位承

建的位于武进区新城锦域51-2702室内

装修项目上工作，2021年7月20日，其

在刷油漆时，从凳子上摔下受伤。现向

你单位公告送达该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

知书（苏0412工举［2022］550号），自公

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工伤认定限期举

证通知书即视为送达。请你单位于公告

送达之日起15日内，提出是否属工伤的

全部举证材料，逾期不举证的，本机关将

依据《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七条之规定，依

法作出工伤认定结论。

债权催收公告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受冯静女士委托，就利青（LI，Qing，债务人）、

深圳韦玥创意投资有限公司（担保人）、杨建

恒（YEUNG，Kin Hang，担保人）拖欠冯静

女士编号为【DK-20190831-001-DC-GR】

的《借款协议》项下的借款本金、利息、违

约金事宜，特发送本公告通知债务人和

担保人：请公告中的借款人和担保人或

者借款人和担保人的承继人自公告之日

起立即向冯静女士（冯静女士指定联系

人：吴昊；联系电话：18601953193）履

行还款义务或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债权催收公告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受冯静女士委托，就利青（LI，Qing，债务人）、

深圳韦玥创意投资有限公司（担保人）、杨建

恒（YEUNG，Kin Hang，担保人）拖欠冯静

女士编号为【DK-20190823-001-DC-GR】

的《借款协议》项下的借款本金、利息、违

约金事宜，特发送本公告通知债务人和

担保人：请公告中的借款人和担保人或

者借款人和担保人的承继人自公告之日

起立即向冯静女士（冯静女士指定联系

人：吴昊；联系电话：18601953193）履

行还款义务或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债权催收公告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受冯静女士委托，就利青（LI，Qing，债务人）、

深圳韦玥创意投资有限公司（担保人）、杨建

恒（YEUNG，Kin Hang，担保人）拖欠冯静

女士编号为【DK-20190823-002-DC-GR】

的《借款协议》项下的借款本金、利息、违

约金事宜，特发送本公告通知债务人和

担保人：请公告中的借款人和担保人或

者借款人和担保人的承继人自公告之日

起立即向冯静女士（冯静女士指定联系

人：吴昊；联系电话：18601953193）履

行还款义务或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遗失声明：江苏新澎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福州分公司不慎遗失公章（印章编号：

3501020247826）、发票章各一枚，现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福州仁诚衣品服装贸易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编码3501110137183，

声明作废。

西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广州中博教育股份有限公司：本委定于
2023年1月5日9时30分开庭审理申请
人薛萌与你方劳动争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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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
视为送达。联系电话：029-87218908，地
址：西安市碑林区盐店街18号。

西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上海灏悠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西安市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张欣与上海
派遣人才有限公司及你方劳动争议案已
审理终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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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市劳人仲案字［2022］第318号裁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如不
服以上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人民法院起诉，逾期发生法律效力。联
系地址：西安市碑林区盐店街18号，联系
电话：029-87218908。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公告

谢德伟：原告戴茗茗诉你离婚纠纷案，现
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诉讼风
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3个月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逾期
按放弃举证权利处理。定于2023年4
月11日9时在本院院机关家事审判庭公
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公告

刘元树：原告王磊诉你、温州市龙湾永中
致亿家室内装饰设计工作室合同纠纷
案（2022）浙0381民初11086-1号，现依
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定于2023年1月11日9时在本院第
18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理。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公告

杜陨良：原告温州市吉瑞包装材料有限
公司诉你合同纠纷案（2022）浙0381民
初11086-2号，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
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2023年1月
11日9时30分在本院第18审判庭公开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理。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公告

芦华江：原告温州市吉瑞包装材料有限
公司诉你合同纠纷案（2022）浙0381民
初11086-3号，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
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2023年1月
11日10时在本院第18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审理。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公告

黄立群：原告瑞安市永茂机械有限公司诉你
合同纠纷案（2022）浙0381民初11086-4
号，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定于2023年1月11日10时
30分在本院第18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
依法缺席审理。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公告

余海涛：原告鲍小青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浙0381民初
989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佛山仲裁委员会公告

胡强：本会依法受理了王朝军申请与你
方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仲裁案（［2022］佛
仲字第1541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
书、证据材料、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选
定仲裁员的函、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及选定
仲裁员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0日
内。答辩期满后本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
并定于2023年2月17日15时30分在本
会开庭审理本案，签收裁决书的时间为
2023年4月17日，逾期视为送达（见本
公告后可到本会签收上述材料，地址：佛
山市顺德区佛山新城天虹路46号信保
广场北塔第16层）。

佛山仲裁委员会公告

陈文钦：本会依法受理了伍世成申请与
你民间借贷纠纷仲裁案（［2022］佛仲字
第1593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证
据材料、仲裁规则、金融仲裁规则、仲裁员
名册、选定仲裁员的函、举证通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
辩期及选定仲裁员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10日内。答辩期满后本会将依法组
成仲裁庭并定于2023年2月17日10时
30分在本会开庭审理本案，签收裁决书
的时间为2023年3月31日，逾期视为送
达（见本公告后可到本会签收上述材料，
地址：佛山市顺德区佛山新城天虹路46
号信保广场北塔第16层）。

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公告

余建秋、庄浩平：执行异议申请人江苏鸿
宇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现申请对本
院（2022）皖0304执恢247号执行一案
提出执行异议，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
行异议申请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为公告
期满后15日，期满后将依法裁判。

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公告

余建秋、庄浩平：执行异议申请人江苏鸿
宇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现申请对本
院（2022）皖0304执恢248号执行一案
提出执行异议，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
行异议申请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为公告
期满后15日，期满后将依法裁判。

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公告

高云龙：原告张广全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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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书等。
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答辩状
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10时（节假日顺延）在6
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振兴：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郭万户与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在执行程序中，拍
卖了你名下位于蚌埠市固镇县北岸华府
30号楼2单元501号的房产。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2）皖0304执395号成
交确认裁定书和成交确认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视为送达。

辽宁省凌海市人民法院公告

胡金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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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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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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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
9时（节假日顺延）在新庄子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判决。

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公告

胡军：原告凌应太诉你民间借贷纠纷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皖0304
民初385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公告

吴保江：原告蒋克田与你买卖合同纠纷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皖
0304民初362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蚌埠市中
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公告

宗轩：原告梅学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皖0304
民初3448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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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公告

温州小人国科技有限公司：原告温州市
宝盛鞋材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
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开
庭传票、审理阶段告知书（系列）、疫情防
控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送达地
址确认书及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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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月12日14时30分
在新桥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
依法缺席裁判。中缝广告咨询电话010-64849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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