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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柱尧王八柱尧王巧珍院
本院受理的原告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包头科学路支行与被告王二柱尧王八柱尧王巧
珍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结遥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渊2022冤内 0207 民初 3206
号民事判决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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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决袁可在公告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袁 上诉于包头市中级人民法
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法院
2023年 1月 31日

李波尧林雪尧图布新院
本院受理的原告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包头青信支行与被告李波尧林雪尧图布新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结遥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渊2022冤内 0207民初 2486号民事
判决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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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在公告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遥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法院
2023年 1月 31日

马飞尧刘丽茹尧张旭韫尧李永光尧范春雪尧赵子
良院

本院受理的原告包头市南郊农村信用联
社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马飞尧 刘丽茹尧 张旭
韫尧李永光尧范春雪尧赵子良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袁已审理终结遥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渊2022冤内 0207民初 3335号民事判决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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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送
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
上诉于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遥

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法院
2023年 1月 31日

吴三身院
本院受理叶万保与仵宗成等劳务合同

纠纷一案袁 因采用其他法定方式无法送达袁
现依法向吴三身公告送达渊2023)内 01 民终
19号案件的举证通知书尧开庭传票遥 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袁 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 渊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冤在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

审理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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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日
刘珍何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分公司诉被告刘珍何
追偿权纠纷一案袁因采用其他法定方式无法
送达袁 现依法向刘珍何公告送达 渊2023)内
0123 民初 121 号案件的起诉书尧 应诉通知
书尧举证通知书尧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尧开庭
传票袁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日内袁逾期视为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袁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渊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冤在和林格尔县人民法院第四
法庭开庭审理袁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遥

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人民法院
2023年 1月 31日

高宏院
本院受理原告高志表诉被告高宏房屋

卖卖合同纠纷一案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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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诉状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尧开庭传
票尧诉讼须知尧举证须知袁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速裁团队办
公室领取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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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默特
左旗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诉讼请求如下院请
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高宏归还原告高
志表欠款 3.5万元整袁 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
讼费用遥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
2023年 1月 31日

刘虎尧高艳霞院
本院受理上诉人包头红岩机械有限责

任公司与被上诉人刘虎尧高艳霞袁原审第三
人内蒙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袁
案号为渊2023)内 01民终 98号追偿权纠纷一
案袁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遥 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袁 并定于公
告期满后第 3日下午 2时 30分 渊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冤 在本院十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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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日
李越峰院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在执行申
请执行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
分行与被执行人李越峰尧孙丽华公证债权文
书一案中袁孙丽华不服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
民法院作出的渊2021)内 0105 执异 163 号执
行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袁本院受理后依法作
出渊2022)内 01执复 204号执行裁定遥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执行裁定书袁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年 1月 31日

内蒙古经典木业有限公司院
本院受理上诉人文海成与被上诉人韩

文华尧贾志强尧内蒙古经典木业有限公司尧内
蒙古经典木业有限公司金山分公司房建设
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开庭传票袁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
为送达袁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3 日渊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冤 在本院第 11号法庭开庭审理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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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日

王剑英尧内蒙古芪源药业有限公司尧内蒙古盛
凯源农牧业有限公司院

本院受理的申请人内蒙古建设股份有
限公司提出的执行异议追加被执行人一
案袁 现依法向你及另外两家公司公告送达
执行异议申请书副本尧举证通知书尧听证会
传票尧诉讼须知和举证须知等诉讼材料遥 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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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
第四审判庭公开听证审查此案袁 届时如未
到庭参加听证会袁本院将依法缺席审查袁并
根据听证情况依法裁定遥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
2023年 1月 31日

金管家商业保理渊深圳冤有限公司院
本院受理原审原告金管家商业保理 渊深

圳冤 有限公司与原审被告赵连喜尧 韩斯日古
楞尧赵玉英尧科左中旗太阳花农产品加工有限
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袁因你公司下落不明袁现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案的渊2022冤内 0521
民监 1号民事裁定书遥 裁定如下院本案由本院
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遥 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袁 逾期则视为送
达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23年 1月 31日

李铁英院
本院受理的原告白文龙与你尧 那申勿力

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袁 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
送达袁依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曳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袁 现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裁定
书尧起诉状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告知合议庭成
员通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尧开庭传票遥 原告请求
判令院1尧要求二被告共同给付借款本金 86000
元曰2尧 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共同给付自起诉
之日起袁以借款本金 86000元为基数袁按月利
率 0.0032元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曰
3尧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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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遥 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8
时 30分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本院第十二
审判庭开庭审理袁逾期未到庭参加诉讼袁本院
将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23年 1月 31日

边晓霞院
本院受理云晔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揖案号院渊2022)内 0121民初 200号铱袁已审理终
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渊2022)内 0121民初
200号民事判决书袁判决主要内容为院一尧被告
边晓霞于本判决生效后 15日内偿还原告云
晔借款本金 50000元及利息渊该利息以 50000
元本金为基数袁 自 2022年 1月 10日起按合
同成立时 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付
清为止冤曰二尧驳回原告云晔的其他诉讼请求遥
案件受理费 1120元袁公告费 500 元袁由被告
边晓霞负担遥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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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判决袁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 上诉于呼和浩特市
中级人民法院遥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
2023年 1月 31日

2023 年春节对于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金
民雅苑小区 44户居民来说袁 是最暖心的一
个春节遥

野我被开发商耶一房一卖一抵爷的行为可
是坑苦了袁今天是我 11年来最高兴的一天袁
耶跑爷了的房子终于回来了遥 冶从工作人员手
里接过房屋钥匙的金民雅苑居民刘艳兰激
动不已遥

其实这个春节不止这 44户居民感到暖
心袁 对于金民雅苑小区开发公司负责人来
说袁也是特别舒心的一个春节遥 他说院野11年
前袁 本想拿这 44套住宅通过抵押贷款的方
式筹集建设资金救急袁当时认为 3个月一定
能还上袁不料越陷越深袁一面是要查封执行
抵押房产袁一面是需要向 44户居民交房袁这
让我焦头烂额袁幸亏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委政
法委尧纪委监委及时介入袁多方协调袁帮助我
把这个麻烦事解决了袁今天我终于可以松口
气了遥 冶

野房地产用新建成的房子为我做了抵押
物置换袁我给房地产延长了还款期限袁如果
他们到期不还我还可以执行他们重新置换
的财产遥 冶债权人王某某能拿到现金袁且依然
有抵押物做保障袁也非常满意遥

能让野尘封冶11年的涉法涉诉信访积案袁
从野无解冶到野群众满意尧多方满意冶的野优
解冶袁得益于鄂尔多斯市委尧市纪委监委开展
的市域基层社会治理专项监督行动袁得益于
东胜区委尧政府开展的房地产领域突出问题
治理行动袁得益于东胜区探索实施的野纪委
监委+政法委+法院+N冶 的涉法涉诉信访问

题化解机制遥

总统筹建制度强保障

制度强尧保障实遥为了全面推动市区两
级关于化解矛盾的工作要求袁本着野矛盾纠
纷联调尧重点问题联治尧民生问题联解冶的
思路袁 东胜区在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
上袁及时制定出台了叶耶纪委监委+政法委+
法院+N爷推进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多元联动
化解实施方案曳制度袁细化量化了各自职责
分工袁建立了联席联动的工作机制袁通过政
法委统筹推进尧法院主导化解尧纪委监委监
督推动袁使矛盾纠纷尧信访事项化解既有制
度保障袁 又能在纪律法律的框架下有序进
行遥

同时袁 东胜区充分借助鄂尔多斯市纪
委监委处级干部包联镇街道推动信访矛盾
化解的工作优势袁按照东胜区委尧政府的安
排部署袁 针对不同的信访事项成立不同的
工作专班袁 实行专班专组专人包联推动袁
于是 34 个涉及房地产的涉法涉诉重点项
目有了包联服务工作团队遥 正如金民雅苑
小区开发公司负责人说袁野想也没想到政府
会管我们袁 还有这么好的工作人员帮助我
们解决问题遥 冶

各部门合力攻坚破难题

一子落袁全盘活遥 一直以来袁房地产领
域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大都集中在法院审执

层面遥 特别是针对房地产领域的 野一房二
卖冶和野一房一卖一抵冶损害广大购房群众
切身利益的信访事项袁需要法院牵头袁多部
门联合推动遥

法院按照房地产领域突出问题治理工
作专班梳理出工作任务清单袁 积极就相关
事项与办案旗县法院进行沟通协调袁 并得
到大力支持遥 同时对涉案企业新清查出资
产进行及时依法查封 ;公安尧检察尧信访等
部门联合对 20 多家问题房地产企业负责
人进行了约谈袁并通过野穿透式冶清查资产
等方式袁 让涉案企业亮出了家底袁 多渠道
盘活了资金 ;自然资源尧住房建设等部门及
时介入帮助企业办理各类手续袁 让 野半拉
子工程冶快速重启 ;司法尧街道社区等工作
人员在耐心细致做好信访群众的思想工作
前提下袁及时进行司法解释与求助袁并定期
通报工作推进情况袁让他们安心 ;工作专班
定期调度协调袁 明确工作思路尧 梳理工作
任务尧解决工作堵点尧推动工作落实遥

所有部门抱定 野事要解决冶 的信心和
野不把历史遗留问题留给历史冶的决心袁横
向联动尧纵向贯通尧合力攻坚袁整体向疑难
复杂涉法涉诉信访案件野宣战冶遥

与此同时袁东胜区委尧政府以矛盾纠纷
多元化解中心为主阵地 袁 把诉调对接中
心尧联合接访中心尧矛盾调处中心尧劳动仲
裁中心等野多中心冶整合为野一中心冶袁要求
纪检尧政法尧信访尧司法行政等部门一体常
驻袁住建尧自然资源等部门定期轮驻袁给新
的涉法涉诉信访事项的解决安了个家遥

纪委监委野四办冶机制强监督

本着群众反映的信访问题优先解决的
原则袁不搞野一问了之冶野一查了之冶袁而是按
照市纪委监委和区委的要求关口前移尧源头
治理尧全程监督袁将彻底解决群众合理诉求
的信访事项纳入市域基层治理专项监督的
重点内容袁运用督办尧盯办尧协办尧查办的野四
办冶机制袁定期听取汇报尧及时指导推动遥
督办袁就是督导重点部门关键人的积极

履职,直面矛盾不回避问题;盯办袁就是紧盯
群众利益不受侵害的目标导向袁从始至终直
至彻底解决; 协办袁 就是协调各部门合力尽
职袁帮助想办法提建议;查办袁就是严肃查处
在处理信访问题中的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
的行为遥
目前袁 市区两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派出 30 名
干部袁深入东胜区一线跟进监督袁全过程盯
办监督遥 累计召开面对面督导会议 15次袁协
助主体责任部门跨区域尧 跨部门协调推进 6
次袁提出意见建议 12条遥 同时对两个部门的
主要负责同志进行了约谈提醒遥
在野纪委监委+政法委+法院+N冶工作机

制充分运用下院2022年袁 东胜区恢复逾期建
设的房地产项目 9 个袁5个项目达到交付房
屋条件袁1010户购房群众入住了新房;519套
房屋的野一房二卖冶野一房一卖一抵冶纠纷得
以化解袁老百姓由衷感叹野跑冶了的房子袁政
府又给我们要回来了; 为 10581户群众办理
了房产证噎噎

(王晓萍)

“跑”了的房子终于回来了
鄂尔多斯市法纪野联动冶书写涉法涉诉信访野最优解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