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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客户：因配改工程、主网检修、故障消缺需要，
拟对下列线路进行停电，请停电范围内各用户做好准
备。若遇下雨等特殊天气，可能取消相应区域停电。在
停电期间，线路随时可能停、送电，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
遵守《电力法》、《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不得攀登变压器台架及杆塔或者涉及用电安全事宜，
禁止盗窃、破坏电力设施，禁止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从事
法律、法规所禁止的行为，否则，将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计划停电时间:2018-07-20 07:00-19:00,线路名称:
10kV城澳线 004线#074杆至#122杆,停电范围:三都镇新
塘村岭口村、三都镇新塘村、三都镇港口村加垅坪村、三
都镇港口村塘乾头村、三都镇港口村麻洋村、三都镇大湾

村、三都镇港口村、鑫利船舶修造厂(专)，以下均为短时停
电用户：三都镇坪岗村、三都镇坪岗村流水坑村、三都镇
南澳村、三都镇坪岗村葛藤湾村、三都镇坪岗村池下村、
三都镇都澳村金港弘毅商贸有限公司(专)、池下村海事局
(专)、流水坑村顺程陆岛码头开发有限公司(专),工作内容:
配网检修;

计划停电时间:2018-07-20 08:00-20:00,线路名称:
10kV乡政府#1环网柜现代农业分支 906间隔,停电范围:
蕉城区金涵畲族乡金涵村天华现代农业有限公司(专),工
作内容:配改工程。

欢迎关注：“国网福建电力”微信（微
信号 sgcc-fj），并绑定用电户号，可快速查
询停电信息、日（月）电量、缴费提醒等。

报修服务电话：95598 ；
查询网站：www.95598.cn

国家电网宁德供电公司
2018年7月13日

停电通告

马晓烽、宁德市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德大众支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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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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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特此公告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

2018年7月13日
张曾宁：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德大众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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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特此公告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

2018年7月13日

黄友云、周秀春：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德南路支

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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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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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特此公告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

2018年7月13日

吴奶明、陈雅端：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德南路支

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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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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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特此公告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

2018年7月13日

高炎加、施英飞：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德蕉城支

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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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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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特此公告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

2018年7月13日

陈金花、阙雪钗、福建中融房地产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德蕉城支

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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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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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特此公告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

2018年7月13日
周振惠、周丽新、福建中融房地产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德蕉城支
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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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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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特此公告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

2018年7月13日

公 告

福安市上饶码头投资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全
称）各债权人：

福安市上饶码头投资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系
上饶市港口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上饶
港口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现因上饶港口公司原
股东（江西东资投资有限公司）已将其持有的上
饶港口公司剩余60%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了上饶
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饶城投），并已办完股权转让手续，上饶城投
集团公司已正式成为上饶港口公司的企业法人
股东。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福安上饶码头投资
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于转让前的所有债权债务亦
由原股东江西东资投资有限公司承担。

鉴于上述情况，现请各债权人（包括但不
限于机关、团体、法人、自然人以及其他经济组
织等）向上饶城投集团公司进行债权申报登
记，并就有关债权申报登记事项公告如下：

一、申报登记时间
2018年7月2日至 2018年 8月15日，共计45日。
二、申报登记的债权范围

申报人在本公告发出之日前与上饶港口
公司形成的真实、合法、有效且未超过诉讼时
效期间的所有债权关系。

三、申报所需提交资料
1.申报债权时，请提供包括但不限于：《营

业执照》及证明债权人身份的原件及复印件。
2.有效债权、债务凭证,包括借条、欠条、收

据、发票、合同、工程结算欠款凭据、银行进账
等具有执行力的法律文书及相关资料，需提供
原件及复印件核对。

3.对申报债权有抵押、担保和连带责任等
情况的，还应当书面说明，并提交有关凭据原
件及复印件。

四、申报登记地点
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中山路84号
福安市香樟苑4号楼2单元509号
五、申报登记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巢凌 电话:13970311301
上饶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2018年7月13日

关于股权收购上饶市港口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通知债权人公告宁德市蕉城区地方海事处关于宁德市福宁
北路七都溪特大桥工程的航行通告

林巧珠：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宁德南路支行诉你
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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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次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特此公告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2018年7月13日

林学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德南路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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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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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特此公告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2018年7月13日

公

告
因宁德市福宁北路七都溪特大桥

工程项目施工，为确保工程施工安全和
施工期间过往船舶航行安全，现将有关
事项通告如下：

一、施工时间：2018 年 7 月 5 日至
2019年9月10日。

二、施工地点：七都溪东侧水域水
域 （X=2960166.296， Y=456000.575；
X=2960129.713， Y=456051.929； X=
2960329.167， Y=456144.497； X=
2960287.216，Y=456191.933)。

三、施工内容：七都溪特大桥工程
桥梁基础及主体施工等。

四、注意事项：
（一）施工期间，所有船舶禁止进入

作业警戒区内航行、停泊、作业，并服从
现场警戒船艇的指挥，应加强瞭望、
谨慎驾驶，保持安全距离，确保船舶
航行安全。

（二）施工作业单位和警戒船舶应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船舶避碰规
则》规定在施工水域明显处设置有关警
戒标志，显示号灯、号型，并落实专人负
责现场安全管理工作。

（三）施工作业单位要做好防污染
措施，严禁随意向水中倾倒废弃物、油
污等；并于施工结束时，及时清除留在
施工作业水域的水上水下障碍物，确保
通航安全。

（四）施工结束，不再另行通告。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地方海事处
2018年7月13日

宁蕉地海【2018】8号

本协会遗失福建省社会团体会员费统一收
据一张，收据号码NO:00140106。声明作废。

古田县银行业协会2018年7月13日
本人遗失曾邦和的骨

灰寄存证，证号：9排A架B
面606。声明作废。

挂失人：李丰琴
2018年7月13日

陈虹、郭龙夫妇遗失儿子郭桓滔的出生医学
证明，证号：Q350700126。声明作废。

挂失人：陈虹 郭龙2018年7月13日
本人遗失残疾人证，证

号 ：35098220100419013472。
声明作废。

挂失人：林楚桐
2018年7月13日

本 人 遗 失 残 疾 人 证 ，证 号 ：35220319970514371861。声明作废。
挂失人：林启俊2018年7月13日

本人遗失残疾人证，证
号 ：35222619470516543343。
声明作废。

挂失人：叶石全
2018年7月13日

林太禔、林爱琴夫妇遗失
儿子林智杰的出生医学证明，
证号：I350435595。声明作废。

挂失人：林太禔 林爱琴
2018年7月13日

本人遗失残疾人证，证
号 ：35222619720408513X62。
声明作废。

挂失人：雷寿生
2018年7月13日

遗失
声明

王开国、福建凯伦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德蕉城支行诉你们信

用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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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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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特此公告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

2018年7月13日

公

告

清算公告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经宁德市蕉城区云顶绿洲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2018年7月9日的股东会决议解散，现已成
立清算组进入清算阶段，请有关债权人自接到公
司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
公司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到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及办理债权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联系人：黄瑞娥
联系电话:18750301933
联系地址：宁德市蕉城区洋中镇前路村村委

楼二层
宁德市蕉城区云顶绿洲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清算组

组长：黄瑞娥 副组长：李鹏志
2018年7月13日

周振惠：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德蕉城支行诉你

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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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特此公告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

2018年7月13日
杨培华：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德蕉城支行诉你信用卡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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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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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本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特此公告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

2018年7月13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 2018年 7月 20日上午 10时 30分在霞浦县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大厅（霞浦县九大馆青少年活动中心
二层）举行拍卖会。拍卖标的为：1、霞浦县松城街道府前路36
号沿街3间店面三年的租赁使用权。2、霞浦县博物馆第一层
约700平方米场地三年的租赁使用权。3、霞浦县松港街道东
兴社区山河路 8号长溪豪庭 5号楼 101室、102室、103室、105
室、106室共计5间店面三年的租赁使用权（整体出租）。4、霞
浦县松城街道龙首路 120号第一层沿街第 3间店面三年的租
赁使用权。5、霞浦县太康路122号光荣院综合大楼沿街一层
东侧两间店面三年的租赁使用权。6、霞浦县松城街道太康路
105号沿街从东向西 2间店面三年的租赁使用权。咨询、看
样、报名、保证金缴纳时间截至2018年7月19日下午5时止。

联系地址：福安市冠后路华联园4号楼4B201-1号
联系电话：0593-6508588

福建德佳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7月13日

公

告

拍卖公告
受委托，兹定于 2018年 7月 20日下

午4：30时整在福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举行公开拍卖会。拍卖标的：1.福鼎市中
山中路 239号桐北粮店 1号店面三年租
赁使用权；2. 福鼎市中山中路 239号桐
北粮店 5号店面三年租赁使用权；3. 太
姥山镇玉池南路 2号粮食购销库区围墙
内空地三年租赁使用权。展示和报名时
间：2018年 7月 18-19日下午 5时前。联
系和报名地址：福鼎市桐山街道古城西
路 179 号 办 公 楼 3 层 联 系 电 话 ：
13706031118 18950503163

福建省嘉禾拍卖有限公司宁德分公司
2018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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