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讯简
▲1月21日，芜湖市召开春运工作会议，并就加

强春运疫情防控和安全监管工作作出全面动员部

署。该市副市长程刚表示，全市各部门必须奋力夺取

疫情防控和春运服务保障“双胜利”。 ·记者 黄茵·

▲1月13日，在马鞍山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五次会议上，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方龙彪、

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吴剑华分别作该市中级人民

法院工作报告和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代表们对

两院报告给予高度评价。 ·萧然 柴祖平 周耀虹·

▲近年来，阜阳市住建系统深入学习《安徽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办法》，

依据《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办法》，对权责范围内的

行政处罚进一步完善自由裁量权，提高法律意识，

提升执法能力。 ·刘艇·

▲1月19日晚 8时许，怀远县公安局交通管理

大队教导员周名灯带领新城交警中队、河溜交警

中队，在徐圩派出所的全力配合下，开展夜查酒驾

行动。 ·胡春杰 陆志卫·

▲2020年，阜阳市实施阜城百巷改造工程，改

造小街巷 129条，改造提升老旧小区 58个、农贸市

场4个。在国家文明委组织的年度测评中，该市综

合得分和群众满意度均居全省首位，实现了“第六

届全国文明城市”的首创首成。 ·卢伟·

▲2020年，怀远县榴城派出所利用高清监控探

头成功破获5起盗窃案件，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1.8
万元，全年全镇侵财类盗窃案件同比 2019年下降

28.5％。实现了治安防控“全覆盖、无死角”。

·李乃全 史新艳 记者 吕宏伟·

▲去年7月份以来，界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通过对建筑物外墙面的整饰、房屋顶层防水处理、

“三线”改造、给水排水管道治理、基础设施升级更

换、居住环境综合治理等措施对小区进行改造，使

居住环境焕然一新，受到群众欢迎。 ·谢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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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2日，明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人武部联合开展“迎新纳福送喜报，欢欢

喜喜过大年”慰问活动。带着立功喜报、奖金、大红花和新年年画，分别走进12名在

部队立功受奖的军人父母、妻子家中报喜慰问。 倪明 袁松树 摄

岁末年初，池州市公安局贵池分局民警深入辖区开

展社会治理治安防范宣传。 周磊 摄

本报讯（通讯员 黄晶晶）1月15日，青

阳县公安局庙前派出所收到了一封特殊

的感谢信。信从上海发出，寄到了该所民

警朱华明的手里。

原来，上海市民徐某某在九华山旅

行结束归家整理行李时，发现丢失了一

串视为珍宝的念珠，于是联系宾馆老

板，希望将其遗失的念珠寄往上海。宾

馆老板拒不配合，两人在电话里吵了起

来，后徐某某拨打 110 报警。该所值班

民警朱华明接警即前往徐某某曾留宿

的宾馆，找到徐某某遗失的念珠，并跟

其视频通话确认了物品，随即将该物品

寄给徐某某。一周后，朱华明收到了一

封感谢信。

“朱警官在寒冷的天气下，忙碌的工

作节奏中，将人民的需求实实在在放在了

心上，想人民所想。可能一串念珠有的人

觉得不算什么，但对于视之为宝物的我来

说，朱警官的举动让我非常感动，帮了我

很大的忙。”寒冬腊月，这封来自群众的感

谢信，是对人民警察服务群众工作的肯定

认可，也是人民群众热爱人民警察的真情

流露。

马鞍山社区矫正工作再获关注
本报讯(记者 李小平 通讯员 司马)近日，马鞍山市司法

局开展的“一县一特色、一区一亮点”品牌创建活动，被列

为安徽司法行政2020年度刑事执行十大事件。

该局自 2020年起，在全市开展“一县一特色、一区一

亮点”品牌创建活动，并以此为总抓手，通过建立以司法

所牵头负责，社区配合参与的社区矫正网络化管理工作

机制，形成“司法所—社区—网络”三个层级的社区矫正

网络体系；此外，该局建成全省首个社区矫正教育中心，

针对不同人群提供“套餐点单式服务”，创建“社会化培

育平台”，形成“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的结对帮教，扎

实推进社区矫正工作，实现监督管理和教育帮扶“双提

升”的同时，该局社区矫正专家志愿团、幸福里社工组

织、启明心人文组织、各大律所、村（社区）两委等多元力

量积极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形成专门机关和社会力量协

作配合的工作格局。

本报讯（通讯员 石利梅 记者 常振龙）

1 月 24 日 13 时许，亳州市公安局谯城

分局特巡警大队接到指令，称某居民

小区有一女孩欲跳楼自杀 ,立即前往解

救。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发现女孩站

在一栋 28 层楼的楼顶边缘，情绪激动，

命悬一线。

如果贸然营救，女孩很可能受到惊

吓，或者做出意外之举。为此，民警在适

当距离耐心询问、倾听女孩的“委屈”。

“你那么年轻，有啥想不开的和我们说，

我们帮你解决。”民警和女孩称兄道妹拉

近关系，拉家常、谈人生，安抚她的情

绪。在交谈了近半小时后，民警温柔的

语气最终打动了女孩，女孩主动配合民

警走至安全区域。

经了解，女孩因琐事与家人拌嘴后，

感觉委屈无处诉说，沮丧之下打算跳楼轻

生寻求解脱。民警虽然将女孩从楼顶劝

下来，但仍然不放心，继续对女孩及其家

人教育开导良久之后才离开。

女孩楼顶欲跳楼 民警暖心劝慰回

法制宣传 冬日暖心
本报讯(通讯员 闫蓓蓓）为了让法律援助深入人心，

保障弱势群体能够及时获得法律援助，1 月 20 日，淮

北市相山区西办司法所工作人员深入西街道鹰南社

区开展法律援助宣传活动，通过对辖区居民和农民工

发放宣传资料的方式，宣传《法律援助条例》，让更多

群众知道如何依法维护权益，合法表达诉求。并在宣

传中认真解答居民提出的各类问题，如什么是法律援

助、哪些人可以申请法律援助、法律援助应当提交哪

些材料等。

此次宣传活动，使社区居民更加深入的了解法律援助

制度，使困难群众和农民工兄弟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

障，有效发挥了法律援助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的重要职能

作用。

成功阻止一起电信诈骗案件
本报讯（通讯员 卞磊 记者 徐洪勇）1月

14日，淮南市公安局孔集派出所辖区群众蒋

某接到一个投资理财电话，对方称先期投资

3万余元，后期可获得利息60万元。蒋某不

禁心动，信以为真，便打算去银行汇款。该

所教导员卞磊在辖区开展入户走访活动中

了解到此事，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起打着

“高回报”幌子的电信诈骗，于是迅速找到蒋

某，告知其这是电信诈骗的惯用手段，不能

相信。可蒋某仍对诈骗人所说的“60余万收

益”念念不忘，不听劝阻。卞磊一边联系蒋

某家人拿走蒋某的 3万元存款，一边劝说蒋

某到刑警大队并通过电信诈骗典型案例进

一步对蒋某进行教育。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劝解，蒋某醒悟过来，

意识到自己遭遇了电信诈骗，对民警的及时提

醒表示感谢，并表示今后一定会提高电信诈骗

防范意识，做到“不听、不信、不转账”。

本报讯(通讯员 素素 记者 黄茵)去年 12月初，芜湖某

公司在保兴悍社区五号地块安装5G信号塔。附近居民章

某等听信信号塔对人身体有害谣言，便来到工地阻碍施

工，与施工人员发生冲突，导致居民轻微受伤。接警后，芜

湖市公安局赭山派出所民警迅速到达现场，一面调查取

证，一面将伤者送医院治疗。

伤者出院后，民警召集伤者与某公司负责人来到派出

所警民联调室，先要求公司负责人向居民解释建设信号塔

的意义、规定及并无伤害的理由，并赔付伤者相关费用。

再听取居民意见，请居民理解并支持。经过工作，促成双

方谅解并达成调解协议。

事后，章某等居民十分感动，特意向调解员赠送一面

印着“抱病工作为双方化解矛盾，依法公正为百姓争取权

益”的锦旗以表敬意。

本报讯（通讯员 王雅婷 记者 王清）1月

14日，霍邱县人民法院前往被执行人张某家

中依法对其财产进行搜查，有力地保障了申请

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2013年，张某承包刘某在建房屋的立壳

模工程，并雇佣田某某等人进行施工。因施工

前未设置安全网等安全防范措施，田某某在施

工中从刘某家二层东墙上摔落，后在转院治疗

途中死亡。为此，田某某妻子孔某起诉至霍邱

县法院要求张某赔偿。法院经审理判决被告

张某赔偿原告孔某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

抚慰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等合理费用 23万余

元。该案进入执行程序后，张某及其家人均以

“没有钱、无能力、不在家”等种种理由进行推

脱。法院多次对张某进行司法拘留，张某仍未

能履行义务。

为查明被执行人家庭真实财产状况，保障

申请人合法权益，法官于1月14日对张某财产

进行现场搜查。在搜查过程中，张某的妻子拒

不配合搜查，扰乱执行工作，并多次推搡执法

人员抢夺财物，在多次警告无果后，执行干警

依法将其控制，最终在其家中搜查到银行卡8
张，存折2张，金额达数万元。

服务群众有温度 感谢信里传真情

建设信号塔引纠纷
妥善化解得锦旗

依法搜查遭阻碍 强制执行维权益

安徽殿峦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柳建明诉被告安
徽殿峦商贸有限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皖0111民初13964号民事裁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安徽省衎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柳建明诉

被告安徽省衎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皖0111民初13960号民
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合肥偶酬服装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柳建明诉被

告合肥偶酬服装贸易有限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皖0111民初13965号民事裁
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荣发兵：本院已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

肥庐东支行诉被告荣发兵、安徽汇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金韶毅、刘亚子、李强、陈思勤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皖0102民初10322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一、荣发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庐东支行信用卡透支款本金
43293元、透支利息 9302.12元、违约金 2360.47元；二、荣发
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合肥庐东支行律师费2500元；三、安徽汇锐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对荣发兵本判决第一项、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责
任，安徽汇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承担债务后有权向荣发
兵追偿；四、如果荣发兵不能按照本判决确定的期限清偿债
务，则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庐东支行有权请求法
院对荣发兵提供的抵押物哈弗牌小型普通客车(车牌号为皖
AFQ595)进行拍卖或者变卖，并对拍卖或者变卖所得款项优
先受偿；五、驳回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庐东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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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148元，减半收取 574元，公告费 800元，共计 1374元，由荣
发兵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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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限你方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逾期未上诉，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陈庆桂、丁雪梅：本院已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合肥庐东支行与被告陈庆桂、丁雪梅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皖
0102民初 1033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陈庆桂、丁雪
梅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合肥庐东支行借款本金307004.46元，并支付利息[对
判决书生效之日前到期款项的利息(含罚息及复利)按照《个
人购房借款合同》约定计算，对判决书生效后的利息应以
307004.46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二、若被告陈庆桂、
丁雪梅不能按照本判决书第一项确定的期限清偿债务，则原
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庐东支行有权以本判决
书所确定的债权及本案诉讼费用对被告陈庆桂、丁雪梅抵押
的位于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龙岗开发区史城社区通达路云
河湾C-23幢2501室房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
受偿；三、驳回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庐东支
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6011元，减半收取为3006元，公告费800元，共计3806元，由
被告陈庆桂、丁雪梅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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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限你方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盛继刚、刘红：本院受理原告安徽新安融资担保股份有
限公司诉被告盛继刚、刘红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复印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本院
定于举证届满后第3日上午10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二十三法庭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
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葛璐莹：本院受理原告陈玲诉被告葛璐莹饲养动物损害

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
复印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届满后第 3日上午 14时
4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三法庭适用简易程序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王春雷、江苏莱恩服务外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郭凤

诉被告王春雷、邦芒服务外包有限公司、江苏莱恩服务外包有
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下关支公司
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复印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等，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届满后第3
日上午8时4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三法庭适用简
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合肥市睦融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安徽龙宇物业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合肥供水集团有限公司与你们
供用水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判决：一、被告合肥
市睦融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安徽龙宇物业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合肥供水集团
有限公司水费634710.92元；二、驳回原告合肥供水集团有限
公司其他诉讼请求。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0)皖
0102民初1095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黄成龙：本院受理原告合肥顺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你

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和
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通知及开庭传
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二日上午 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18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方栓柱：本院受理原告合肥顺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你

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和
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通知及开庭传
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二日上午 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18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高宇晨：本院受理原告孟远诉被告高宇晨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原告请求判令：1.被告偿还货款15500元；2.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相关诉讼材料。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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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武俭坤：本院受理原告安徽平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诉被告武俭坤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1.被告支付
原告承担担保代偿款共计人民币74234.55元；2.被告向原告
支付利息(《代办汽车分期付款服务支付合同》第十条：应按
以偿付或已代付款项金额的0.1%/天向甲方支付利息)；3.本
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相关诉讼材
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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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0日内。本案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李晓凤：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
省分行与被告李晓凤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
令：1. 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640980.64 元，利息
24240.67元(其中利息含罚息及复利，暂计算至 2019年 4月
30日,此后的利息按合同约定计算至款清之日止)，实现债权
费用 5986元，以上暂合计 671207.31元；2.原告对被告抵押
的位于合肥市肥东县店埠镇撮镇路荣华府3-301室(房地产
权证号:肥东 10089315号)房产在上述债权范围内享有抵押
权,原告有权拍卖、变卖该抵押房产并以拍卖、变卖、折价所
得价款优先受偿；3.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相关诉讼材料。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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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 3日下午 15时 0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肖业才：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

省分行与被告肖业才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肖业才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贷款
本金 1376613.55元、利息【对判决书生效之日前到期款项的
利息(含罚息及复利)按照《个人住房(商业用房)借款合同》约
定计算，对判决生效后的利息应以 1376613.55元为基数，按
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
38%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二、如被告肖业才未按本判决书第
一项履行所负债务，则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
省分行有权以本判决书所确定的债权及本案诉讼费用对被
告肖业才提供的抵押物位于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徽州大道
1158号银杏苑88幢银杏大厦1005室房屋【不动产登记证明
号:皖(2016)合不动产证明第0075244号】折价或者拍卖、变卖
所得价款优先受偿；三、驳回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
徽省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
皖 0102民初 614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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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王杰、曲么阿里：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诉被告王杰、曲么阿里、环球车享合
肥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皖0111民初9006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内容如下：一、被告王杰、被告曲么阿里、被告环球车享合
肥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分别支
付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人民
币 96000元、12000元、12000元；二、驳回原告中国太平洋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其他诉讼请求。限你们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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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吴红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分公司诉被告吴红芳保险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皖 0111民初 10166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吴红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理
赔金额 40071.91 元以及违约金 (以 40071.91 元为基数，自
2014年 12月 24日起，至 2019年 8月 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
行同期、同类贷款的 1.5倍计息;从 2019年 8月 20日起，按照

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
倍计，至款项实际付清时止)、逾期保费 2690.04元；二、驳回
原告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的其它诉讼请
求。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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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李刚亮：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分公司诉被告李刚亮保险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皖 0111民初 10171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李刚亮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理
赔金额 78628.39 元以及违约金 (以 78628.39 元为基数，自
2014年 12月 15日起，至 2019年 8月 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
行同期、同类贷款的1.5倍计息；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
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
倍计，至款项实际付清时止)、逾期保费 5172.99元；二、驳回
原告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的其它诉讼请
求。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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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胡先伦：本院受理原告张国春诉被告胡先伦追偿权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皖0111
民初1321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胡先伦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张国春人民币122500元
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71500元为基数，从2013年12月20
日起；以 51000元为基数，从 2014年 6月 4日起，至本判决生
效确定给付时止，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存款利率计
息)；二、驳回原告张国春的其它诉讼请求。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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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周一梦、沈磊：本院受理原告黄保友诉被告周一梦、沈

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复印件、开庭传票等
诉讼材料。发出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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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内。本院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09时 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五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
依法缺席审理。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王振权、李静：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合肥市蜀山支公司诉你们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皖 0111民初 746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王小凤：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皖 0111民初 7467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王军富、邢爱林：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诉你们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皖 0111民初 7462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朱涛、吴奇芬：本院受理原告陈芬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即(2021)皖0121民初125号案件，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该案的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材料、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双墩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该
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长丰县人民法院
刘振伟、杜秀美：本院受理原告程建英诉刘振伟、杜秀美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20)皖0102民初76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杜秀
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原告程建英借款本金
60000元；二、驳回原告程建英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890元，减半收取445元，公告费800元，合计1245元，由被告
杜秀美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送之日起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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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公
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
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安徽正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合肥国力混

凝土有限公司诉江苏省第一建筑安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安
徽正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皖 0102民初 6943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一、江苏省第一建筑安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正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
支付合肥国力混凝土有限公司混凝土款 6639311.75元及违
约金(违约金计算至2015年6月5日为275122.2元，此后违约
金以所欠货款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二点五，自2015年6月
6日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二、驳回合肥国力混凝土有限公司
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5980元，由合肥国力混凝土有
限公司负担 7000元，江苏省第一建筑安装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安徽正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共同负担58980元。公告费
800元，由安徽正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负担。】限你们自本公
告发送之日起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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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袁冬启：本院受理原告江蛟与被告袁冬启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皖0811民初
2905号民事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
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
如下：

一、被告袁冬启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向原告江蛟返还
20000元。

二、驳回原告江蛟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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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00元，由原告江蛟、被告袁冬启各负担400
元。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审判管理办公室领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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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安庆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庆市宜秀区人民法院
安徽中龙能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陈善桥与被告安

徽中龙能源有限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
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授权委
托书、廉政跟踪卡、转换程序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原告请求：1、确认原告不具有安徽中龙能源
有限公司的监事身份；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次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安庆市宜秀区人
民法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庆市宜秀区人民法院
王腊梅(身份证:342823196301183724)、项正全(身份

证:34282319620216371X)：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安庆市分行与被执行人王腊梅、项正全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安徽财苑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你们名下的位于
安庆市光彩大市场三期光彩西七街 12#房产(房地权宜房字
第3055811号)的市场价格评估报告书(评估价为：986300元，
含装潢价值)，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你们对评估报告有异议，请于公告期满之日起 10日内书
面提出意见回复本院，逾期不回复，则视为无异议，本院将依
法拍卖上述房产。

安庆市宜秀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