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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院杨 乐

制版院唐旺勋

法院公告

梁长新尧张廷玉院
原告内蒙古惠商互联网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诉聊城市如意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尧杜
颖尧梁瑞及你二人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袁现因
你二人不在户籍所在地袁 也无其他联系方
式袁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应
诉通知书尧 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尧 举证通知
书尧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遥 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和 30 日内袁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
午 9 时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本院金山人
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袁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遥 诉讼请求如下院一尧请求判令被告梁长
新 尧 张廷玉立即向原告偿还贷款本金
710000 元尧利息 5713.05 元尧罚息 2396.9 元
渊罚息暂计算至 2022 年 7 月 6 日冤袁 共计
718109.95元遥 二尧判令被告梁长新尧张廷玉
以本金为 710000 元为基数袁 按照年利率
12%支付原告自 2022 年 7 月 7 日起至还清
全部债务之日止的罚息遥 三尧判令被告聊城
市如意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尧杜颖尧梁瑞就上
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袁四尧判令五被告承担
本案案件受理费尧保全申请费遥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
2023年 1月 20日

赵红军院
本院受理原告李铁军与被告赵红军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遥 因你
不在户籍所在地袁也无其他联系方式袁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 渊2022) 内 0121 民初 6184
号民事判决书袁判决如下院一尧被告赵红军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5 日内袁向原告李铁
军偿还借款本金 50000 元曰二尧驳回原告李
铁军其他诉讼请求遥 案件受理费 1550 元袁
由被告赵红军负担 930 元袁 由原告李铁军
负担 620元遥 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
本判决袁 可在判决书送达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袁 并按照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袁 上诉于呼和浩特市
中级人民法院遥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
2023年 1月 20日

解世勋尧杨晨霞院
本院受理原告土默特左旗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毕克齐信用社与被告解世勋尧 杨晨
霞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遥
因你不在户籍所在地袁也无其他联系方式袁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渊2022)内 0121 民初
295号民事判决书袁判决如下院被告解世勋尧
杨晨霞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5 日内袁向原
告土默特左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毕克齐信
用社偿还借款本金 100000元以及利息 渊截
至 2021 年 3 月 12 日袁 利息为 18421.8 元曰
以未偿还借款本金为基数 袁 按照月利率
12.35译,从 2021年 3月 13日计算至实际清
偿之日止冤遥 案件受理费 2891元袁由被告解
世勋尧杨展霞负担遥 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 可在判决书送达公告期满
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袁并按照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袁 上诉于呼和
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
2023年 1月 20日

河北永标安全技术工程有限公司内蒙古分
公司院
本院受理上诉人河北永标安全技术工

程有限公司与回民区利茹钢材经销部尧河
北永标安全技术工程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袁案号为院渊2023)内 01
民终 300 号袁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
票遥 自公告之日起袁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袁
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 分
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本院第十二号法庭
开庭审理遥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遥

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年 1月 20日

崔玲玲尧高飞院
本院受理上诉人包头红岩机械有限责

任公司与被上诉人崔玲玲尧 高飞及原审第
三人内蒙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
行追偿权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渊2022)内 01 民终 5215 号民
事判决书遥自公告之日起袁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文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年 1月 20日

赵庆宁院
本院受理上诉人杨树军诉被上诉人张

文科尧张云庭尧赵庆宁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袁 已审理终结 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渊2022)内 01民终 3920号民事判决书遥 自公
告之日起袁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
逾期则视为送达袁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年 1月 18日

徐砚岭尧乔伟院
本院受理上诉人包头红岩机械有限责

任公司与被上诉人徐砚岭尧 乔伟及原审第
三人内蒙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
行追偿权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渊2022)内 01 民终 5214 号民
事判决书遥自公告之日起袁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文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年 1月 20日

韩润钢尧周爱珍院
本院受理原告土默特左旗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与被告韩润钢尧 周爱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遥 因你们不在户
籍所在地袁也无其他联系方式袁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渊2022)内 0121 民初 343 号民事
判决书袁判决如下院被告韩润钢袁周爱珍自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5 日内袁偿还原告土默
特左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本金 100000
元及利息渊截至 2019 年 12月 22日袁尚欠利

息 22951. 6 元 曰 后续利息 袁 以未还本金
100000元为基数袁 月利率 12. 778125译袁从
2019 年 12 月 22 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
止冤遥 案件受理费 3360元袁 由被告韩润钢尧
周爱珍负担遥 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
本判决袁 可在判决书送达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袁 并按照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袁 上诉于呼和浩特市
中级人民法院遥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
2023年 1月 20日

郭永存:
本院审理的原告王文武诉被告郭永存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袁已经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渊2022冤内 0602 民初 6702 号
民事判决书遥 判决内容为院被告郭永存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向原告王文武偿
还借款本金 10000 元遥 自公告之日起 30日
内来本院二楼诉讼服务中心一号窗口领取
民事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
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袁 上诉于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
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遥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
2023年 1月 20日

张开明院
本院在执行张玉东与被执行人张开明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袁由于无法直接送达袁
依照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曳 第 95
条的规定袁 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渊2021冤
内 06 执恢 92 号执行裁定书袁 将被执行人
张开明所有的位于鄂尔多斯市物流三路
东尧物流二街南尧郝家圪卜路西尧物流三街
北 2 商 1 -17 号房产 渊产权证号 :119777
号冤袁 交付申请人张玉东抵偿 918008.53 元
的债务遥 所有权及相应的其他权利归张玉
东所有袁 财产权自本裁定送达申请人张玉
东时起转移遥 请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30日
内来本院领取上述裁定书袁 逾期则视为送
达遥

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年 1月 20日

曹玉金尧高兴龙尧鄂尔多斯市梦想牧场科技
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李纪华尧边曙光诉被告曹

玉金尧高兴龙尧鄂尔多斯市梦想牧场科技有
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袁 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揖诉讼请求 :1尧请求人
民法院依法判决 3 被告给付原告欠款
52683 元;2尧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3 被告
支付原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 : 淤 尧以
52683 元为基数 , 自 2020 年 10 月 31 起至
2022年 1月 20日止, 按照银行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计算的利息 3100.25 元;于尧以 52683
元为基数,自 2022 年 1 月 25 日始至实际履
行完毕之日止,按照银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计算的利息; 本金和利息合计 55783.25 元.
3尧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3 被告承担本案

的全部诉讼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尧保
全费尧公告费等)铱尧应诉通知书尧诉讼须知尧
举证通知书尧廉政监督卡尧风险告知书尧开
庭传票尧民事裁定书(转普)遥 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遥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遥举证
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 15日内遥 开庭时间为
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渊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冤 在本院 311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袁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
2023年 1月 20日

王军:
本院审理的原告东胜区建威机械设备

租赁站诉被告王军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袁已经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内 0602 民初 6720 号民事判决书 (判
决内容为:驳回原告东胜区建威机械设备租
赁站的全部诉讼请求)尧 诉讼费用结算通知
书遥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二楼诉讼
服务中心一号窗口领取民事判决书袁 逾期
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
于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遥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
2023年 1月 20日

贾继平:
本院受理原告贾建平与被告贾继平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内 0602民初 5895 号
民事判决书 揖被告贾继平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偿还原告贾建平借款本金 236000 元以及
从 2021 年 11 月 5 日至借款本金实际付清
之日止的利息(利率按 LPR 计算)遥 如被告
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
务袁则按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曳第
二百六十条的规定袁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遥 案件受理费 4900元袁 由被
告贾继平负担 4840元袁 由原告贾建平负担
60元铱遥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内来
本院二楼诉讼服务中心 1 号窗口领取判决
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 上诉于鄂尔
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遥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
2023年 1月 20日

王引萍尧张敏院
本院受理上诉人包头红岩机械有限责

任公司与被上诉人王引萍尧 张敏及原审第
三人内蒙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
行追偿权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渊2022)内 01 民终 5213 号民
事判决书遥自公告之日起袁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文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年 1月 20日

春
节
临
近

返
乡
做
好
这
些
防
护

随着春节临近袁 春运拉开
大幕袁出行尧返乡途中要做好哪
些防护措施钥 野阳康冶后多久返
乡比较好钥 返乡会感染不同毒
株吗钥 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第
三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
任孙永昌遥

有人感染后担心把病毒传
染给家人袁野阳康冶 后多久返乡
较好钥孙永昌认为袁要根据症状
的恢复情况来判断遥 至少要不
发烧袁 体力恢复到没有感觉明
显不适袁 在没有症状的情况下
就可以返乡了遥

孙永昌表示袁回家以后袁如
果发现家人正处于新冠感染
期袁 有发烧尧 呼吸道症状或者
全身症状袁 一定要保障家人休
息充足袁 尽量不要过多打扰遥
要注意观察家人呼吸道尧 发烧
等症状袁 如果症状逐渐缓解袁
表明正在慢慢康复遥 如果症状
加重袁 比如持续发烧不退袁要
及时就医遥

野阳康冶后返乡袁会感染不
同的毒株吗钥孙永昌认为袁如果
已经感染过袁野阳康冶后返乡袁近

期内不会感染新的毒株遥 从目
前来看袁 我国奥密克戎流行的
毒株大致是相同的袁 不会在短
期内重复感染或者再次感染相
同的一个毒株遥

返乡途中做好哪些防护措
施钥孙永昌建议袁在返乡途中要
戴好口罩袁 最好是 N95 口罩袁
勤洗手袁特别是野阳康冶不久的
人群袁如果还有咳嗽尧咳痰等症
状袁需要特别注意袁戴好口罩并
尽量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遥 另
外袁旅途中要注意休息袁不要过
度劳累袁防止疲劳驾驶遥

春节期间袁家人朋友团聚袁
可能会有很多聚餐等场合袁如
何做到规律作息尧健康饮食钥孙
永昌建议袁尽量早睡早起袁不要
熬夜袁更不要通宵玩乐遥聚餐时
不要暴饮暴食袁尽量少饮酒袁过
量饮酒会导致人体的抵抗力下
降袁容易发生感染遥尽量避免人
员聚集袁 如果到了人特别多的
地方袁 建议保持良好的卫生习
惯和个人防护袁 戴口罩尧 勤洗
手尧保持社交距离遥

渊据叶人民日报曳申少铁冤

团圆勿忘健康 过节更盼平安
距离春节越来越近袁各地火车站尧飞机场尧

长途客运站的客流持续攀升袁 跨区域人员流动
性将加速释放遥与此同时袁当前国内新冠疫情仍
处于不同流行阶段袁 仍需继续强调做好个人防
护袁科学规范佩戴口罩袁尽可能降低春运过程中
的感染风险遥

春运被称为 野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周期
性迁徙活动冶袁 动辄就是数十亿旅客发送人次遥
随着疫情防控平稳转段袁 今年计划返乡旅客与
前两年相比大幅增加遥据交通运输部分析研判袁
今年春运期间客流总量约为 20.95亿人次袁比去
年同期增长 99.5%袁 恢复到 2019 年同期的
70.3%遥 客流量的大幅回升袁对春运期间的科学
防控提出了更高要求遥

扎实做好春运期间的疫情防控袁 要始终坚
持科学防控的原则遥 返乡途中袁 无论是乘坐飞
机尧火车袁还是地铁尧公共汽车袁都属于密闭性的
交通工具袁空间狭小尧人员密集尧空气流动性差
等特点袁都利于病毒传播扩散遥 因此袁返乡途中
旅客要全程规范佩戴口罩袁 注意手部卫生等个
人防护遥

团圆勿忘防护袁 过节更盼平安遥 旅客返乡
后袁 应主动遵守当地疫情防控要求袁 尽量少聚

集尧少聚餐袁看望老人时戴好口罩袁保持适当距
离袁保护好老年人群体遥在走亲访友和外出参加
活动时袁要戴好口罩遥平时注意勤洗手尧常消毒袁
规律生活尧充足睡眠袁多喝水尧多吃蔬菜水果遥家
里经常通风换气袁定期做好清洁卫生袁及时清理
生产生活垃圾遥即使野阳康冶后袁也要做好个人防
护遥

当然袁做好春运期间的防控工作袁确保逾 20
亿人次的野大迁徙冶平稳顺畅袁还需要汇聚更多
的合力遥大规模的人员返乡袁会增加病毒传播扩
散的风险袁 给广大农村地区带来疫情防控的压
力袁 特别是对于农村老年人群体的防护不容懈
怠袁还须密织农村疫情防控网络遥此外袁血氧仪尧
制氧机等医疗物资准备是否充足袁 危重症患者
野转上来冶的渠道是否畅通袁以及春节期间的各
项民生保供物资是否充裕等等袁 都需要未雨绸
缪遥

疫情终将过去袁曙光就在前方遥春节团圆是
中国人传承千年的情结袁 这种朴素的情感需要
被珍视与呵护曰 而平安健康也是春节期间最高
频的祝福语袁更不能掉以轻心遥让我们维护好个
人和亲友的身体健康袁 共同度过一个健康尧安
全尧祥和的新春佳节浴 渊据叶光明日报曳辕固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