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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敖红梅)为扎实做好信访维稳

工作，确保建党 100周年社会和谐稳定，金寨县铁

冲乡用“三步”工作法全力做好建党 100周年信访

维稳工作。

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严格落实信访登记制

度，根据信访事项性质和化解现状，分门别类移交

相关人员提前介入，逐一进行化解处理。

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按照“属地管理”原则，

该乡要求相关部门和人员做到“不躲”“不拖”“不

推”，及早及小做好信访问题化解，确保“小事不出

村，大事不出乡”。

进一步掌握方式方法，做到因地制宜、因人施

策，对重点人员和重点群体实行严格包保稳控，注

重发挥大数据和各种网络作用，营造风清气正的

良好社会环境。

金寨铁冲做好信访维稳工作

为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6月25日，

合肥市肥东县司法局经开区司法所组织人民调解

员、普法宣传员，来到辖区住宅小区，开展法律宣

传，排查矛盾纠纷，听取民生民意，营造安全稳定的

社会环境。 本报通讯员 袁长森 陈超 摄

进社区听民意

日前，肥西山

南镇计生协联合多

部门开展了集中安

全专项检查。此次

检查主要针对食品

药品安全、食品来

源与存放、消防设

施等进行排查。检

查过程中，部分小

超市食品与其他物

品乱放，灭火器材

没 有 放 在 醒 目 位

置，市场管理所和

食安办已经下达整

改通知，限期整改。此外，检查组分赴镇域中小学

校食堂，督促管理人员重视食品卫生安全，对师生

健康负责。 本报通讯员 韩雅进 摄

●简讯

2021年6月29日
法院公告

特别提醒：公告查询和下载
打印，可以登录法治安徽网（http:
//www.fzahw.com/）点击首页右
侧“法院公告”，然后输入姓名即
可查询。或扫描右侧二维码，关
注安徽公告微信号办理和查询。

本报讯（通讯员 吴波 记者 王原）队伍教育

整顿以来，宿松法院将违反防止干预司法“三

个规定”作为顽瘴痼疾专项整治重点，采取“八

个一”措施扎实开展整治，确保“三个规定”在

教育整顿中落地生根,构建廉洁司法防线。

印制一套学习资料。编印“三个规定”口

袋式手册，“三个规定”基本知识问答和“三个

规定”三折页，印发给全院干警，并将三个规定

的学习贯穿始终，督促全院干警认真领会，规

范填录。

开展一次集中宣传。线上线下开展为期3
个月的集中宣传，线上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

院网站等新媒体宣传“三个规定”主要内容，违

反“三个规定”的表现形式；线下组织干警在诉

讼服务中心等地广泛宣传“三个规定”内容，征

求当事人、律师对法院落实“三个规定”意见。

组织一次公开承诺。组织全院干警签订

遵守“三个规定”承诺书，在微信公众号公开发

出“三个规定”倡议书，带动全体党员干部严格

遵守“三个规定”。

开展一次大宣讲。围绕什么是“三个规

定”、“三个规定”重要意义、如何贯彻“三

个规定”等，由班子成员带队，分别深入有

关乡镇和县直单位开展“三个规定”“万长”

大宣讲活动，让党政领导干部能够更加深入

认识“三个规定”，严格执行防止干预司法

“三个规定”。

举办一次知识测试。在前期集中学习的

基础上，开展一次“三个规定”知识测试，侧重

考查全体干警对“三个规定”基本内容的掌握

情况。通过专项测试，强化全院干警贯彻落实

“三个规定”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达到以考促

学、以学促知、以知促行的目的。

制定一份告知书。在立案过程中，向当事

人、辩护人或代理人发出“三个规定”告知书，

划出干预司法活动的“红线”和“底线”，消除苗

头性倾向。

通报一批典型案例。召开警示教育动员

大会，通报违反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的典

型案件，组织全体干警开展廉政教育、警示教

育活动，坚持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警示全院

干警坚守底线、不触红线、不碰高压线，时刻绷

紧纪律之弦。

定制一个专属彩铃。联合当地通讯运营

商为全院干警手机号码定制专属视频彩铃，社

会各界群众只要拨打干警手机号码，温馨提示

随即开始播放，同时滚动播出关于“三个规定”

的宣传画面，让群众主动参与监督。

本报讯（通讯员 费勤勤 记者 李斐）无业

人员杨某某某冒充国家公务员，以能介绍工作

为名，先后骗取多名好友财物。6月 24日，记

者从合肥市公安局经开分局获悉，杨某某因涉

嫌诈骗罪被警方刑事拘留。

2018 年下半年，杨某某在合肥某公司

上班期间，认识了杨小丽 （化名），其谎称

自己在某省直部门上班，不久两人确定恋

爱关系。随后，杨某某和杨小丽的同事们

也熟络起来。为了取得女友和朋友的信

任，杨某某在某购物平台购买所称单位执

法证件，并通过网络方式获取该单位新

闻、工作动态、人事变动等，用作为他在

朋友们面前炫耀的资本。

2020年下半年，杨小丽几位朋友陆续辞

职，其便询问杨某某有没有介绍好工作的途

径。杨某某承诺可以安排工作，并索取其好友

张某 1.5万元活动经费。后来，杨某某用同样

的方法先后骗取宋某、江某等人3万余元。此

后，好友们发现情况不对，遂报警。

6月22日，到案后的杨某某对自己的行为

供认不讳，其称自己曾在省直单位开过车，“借

用”这样的身份易让人高看一眼。目前，杨某

某已经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本报讯（通讯员 倪旭生 记者 黄茵）百年

大党一路风雨兼程初心不改，半个世纪从来紧

紧追随矢志不渝。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

年即将到来之际，党中央决定向党龄达到 50
周年的优秀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

章。这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对老党员老同志的高度褒扬和深切关怀。

6月21日下午，无为市公安局组织开展“光

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活动。该市政府副市

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黄金龙出席活动并

为老党员代表颁授纪念章，并向他们表示热烈

祝贺，致以崇高的敬意。党 50周年老党员代

表，青年党员、发展对象（预备党员）及入党积极

分子代表等近百名同志参加颁发活动。

老党员代表、原无为县公安局党组成员、

副政委张继炳饱含深情地回顾了自己入党、从

军从警五十余年的成长历程，感恩多年来党组

织对他的教育与培养；新发展党员代表利成浩

在发言中表达了要始终虚心学习、传承老一辈

优良作风和光荣传统，坚定理想信念，永远跟

党走，积极投身伟大的人民公安事业的坚强决

心和豪迈激情。

本报讯（通讯员 汤务星 记者 刘超）近日，

旌德县人民法院依法调处了一起合同纠纷

案，在妥善化解投资纠纷的同时，也有效盘活

了当地闲置的生态资源。

2012年 6月 22日，张某某以投资经营名

优茶及生态旅游开发为由，承包了旌德县旌

阳镇凫山村 130 亩茶园，承包期限为 50 年。

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张某某承诺将投资开

发建设以茶文化为主题的休闲、度假、餐饮等

系列旅游业，且会把茶叶创名优品牌。然而，

合同签订后，因张某某合伙人出现资金问题，

从 2016年之后，茶园便无人管理，杂草丛生,
对当地旅游生态造成了不良影响。双方多次

洽谈未果，茶园闲置荒芜,成了当地干部群众

的一件烦心事。

2021年 5月 8日，旌德县旌阳镇凫山村村

民委员会诉至旌德县人民法院，要求解除与

张某某的茶园承包合同。庭审中，双方对解

除茶园承包合同均无异议，但对解除合同后

茶园由谁管理意见分歧较大。

考虑到凫山村的茶叶和旅游业在旌德颇

具名气，为积极稳妥解决好问题，承办法官耐

心细致地多次做双方当事人思想工作。经多

次调解，双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张某某表示

愿意在修建道路和预付的承包费方面作出适

当让步，而在凫山村村委会一次性返还部分

承包费后，解除双方茶园承包合同，对遗留问

题不在追究。

防溺水教育进校园
6月18日，当涂县公安局姑孰派出所民警走进辖区团结街小学，开展“让溺水事故远离校

园 让平安幸福一身相伴”为主题的防溺水安全教育宣传活动，给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暑期安

全教育课。 本报通讯员 卫学超 顾守萍 摄

开展市场安全专项检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公司拟对安徽
群利港务有限公司等37户的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至2021
年 05月 31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人民币 141,565.47万元,本
金为66,912.66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在安徽省
铜陵市、池州市、六安市等地区。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人、
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如注册资本、资信证明、境内企业
等条件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
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
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
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
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包。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
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

何疑问或异议请与安徽省分公司联系。
联系人：陈先生,杨先生
联系电话：0551-65803068
电子邮件：chenliulia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合肥市滨湖区杭州路 2599号中国信达（合

肥）灾备及后援基地2号楼16-17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51-65803011
对 排 斥 、阻 挠 征 询 或 异 议 的 举 报 电 子 邮 件 ：

wangxiuye@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

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公司

2021年6月29日

宿松法院“八个一”构建廉洁司法防线

一男子冒充公职人员诈骗被抓

无为公安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法官巧解矛盾 盘活闲置资源

秦员钢:本院受理原告杜国宾与被告秦员钢劳务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本院判决如下:被告秦员钢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杜国宾劳务费 8500元。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皖 0102民初 38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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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典中:本院受理原告张飞诉被告安徽平淮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韦皓、薛典中、薛典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原

告张飞起诉请求: 1、依法判令被告安徽平淮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韦皓、薛典中、薛典东立即支付原告张飞货款

78928.5元以及利息(利息以货款 78928.5元为基数，自起

诉之日起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150%计算至款清息

止); 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安徽平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韦皓、薛典中、薛典东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证据材料等相

关诉讼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8
时3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薛典中:本院受理原告梁英才诉被告安徽平淮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韦皓、薛典中、薛典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中，原告梁英才起诉请求: 1、依法判令被告安徽平淮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韦皓、薛典中、薛典东立即支付原告

梁英才货款 82935元以及利息(利息以货款 82935元为基

数，自起诉之日起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150%计算

至款清息止); 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安徽平淮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韦皓、薛典中、薛典东承担。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及证据材料等相关诉讼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理。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冯胜利:本院受理原告安徽永海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与

被告冯胜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本院判决

如下:被告冯胜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安

徽永海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货款126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

以12600元为基数，自2020年9月1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至

款清之日止)。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皖0102民

初38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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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涛:本院受理原告张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证据材料。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 8时 30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黄飞、陈俊霞、程定云、黄中赋、陆勤荣:本院受理合肥

鑫厦商贸有限公司申请执行合肥市华星建筑安装工程有

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第三人黄飞、陈俊霞、程定云、

黄中赋为被执行人合肥市华星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的

股东。在执行过程中，合肥市华星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2006年12月12日、13日以现金方式增加注册资金1410万

元，并进行验资和增资变更登记。增资登记后，合肥市华

星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股东黄飞、陈俊霞、程定云、黄中

赋、陆勤荣抽逃资金，于2006年12月13日、14日分两次将

1410万元转出至其他公司。现被执行人合肥市华星建筑

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而被执行人

的股东在未清偿本案债务，且存在抽逃资金行为，此行为

严重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第三人黄飞、陈俊霞、程定云、

黄中赋、陆勤荣应在抽逃资金 1410 万元范围内承担责

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

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裁定如下:追加第三

人黄飞、陈俊霞、程定云、黄中赋、陆勤荣为本案被执行人，

在抽逃资金 1410万元范围内承担还款责任。申请执行

人、第三人对本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本裁定书送达后立即

生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皖 0111执恢 102号

之二执行裁定书。限你们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执行局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李建宏:本院受理原告盛泽发诉被告合肥市义兴建筑

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

院、第三人李建宏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皖 0111民初 76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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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沙鱼湾商务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杨玲诉

你方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本院(2021)皖 0191民初 562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一、解除原告杨玲与被告安徽沙鱼湾商务服务有

限公司于 2018年 12月 24日签订的《沙鱼湾委托管理经

营合同》 ;二、被告安徽沙鱼湾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杨玲返还加盟费 2万元、货

款保证金 15000元;三、被告安徽沙鱼湾商务服务有限公

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杨玲支付结算款

19000 元及利息(以 19000元为基数，自 2020年 4月 30日

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的标准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四、驳回原告杨玲的

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4608 元，减半收取为 2304
元，由原告杨玲负担1740元，由被告安徽沙鱼湾商务服

务有限公司负担 564元。公告费 400元，由被告安徽沙鱼

湾商务服务有限公司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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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合肥

市中级人民法院。

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丁仕斌、万亚妹:本院受理原告张宇钢诉被告丁仕斌、

万亚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 1.被告偿还原

告借款本金 10000元及利息; 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用。现依法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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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双双:本院受理原告秦静静诉你、安徽英豪房地产

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方克平、、吴仲青居间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2020)皖 0102民初 1441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一、被告吴仲青、戈双双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返还原告秦静静款85000元，

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以850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报价利率自2020年1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付

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秦静静其他诉讼请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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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0元，减半收

取1700元，公告费800元，合计2500元，由被告吴仲青、戈

双双负担 1700元，原告秦静静负担 800元。白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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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赵新龙、曹健:本院受理原告安徽巨能工程机械有限

公司诉你们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

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9) 皖 0102 民初 1250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主文:一、解除原告安徽巨能工程机械有限公

司与被告赵新龙、曹健于 2015年 7月 23日签订的 《租

赁协议》 ;二、被告赵新龙、曹健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向原告安徽巨能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返还案涉租赁物

现 代 牌 挖 掘 机 1 台 ( 机 型; R305LC - 9T, 产 品 编 号:
H30L91015); 三、被告赵新龙、曹健于本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共同给付原告安徽巨能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租金

476000 元及利息 42840 元 (后期利息以 476000 元为基

数，按月利率 1%计算，自 2018年 7月 1日起至款清之

日止)。如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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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9420元，公告费 800元，合计 10220元，由

被告赵新龙、曹健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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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吴奎、陈成:本院受理原告安徽省高强新型建材有限

公司诉你们、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
皖0102民初856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一、被告吴奎

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安徽省高强新型建材有限

公司支付货款 895870. 23元及逾期利息(以 895870. 23元

为基数，前期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3 年8月19
日起至 2019年 8月 19日止，后期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 2019年 8月 20日

起至款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

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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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310元，

公告费800元，合计17110元，由被告吴奎负担。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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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陈志庆:本院受理原告袁圣权与被告陈志庆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判决如下:被告陈志庆于判决生

效之日起五日内返还原告袁圣权借款本金 25000元。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皖 0102民初 5221号民事判

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张永清:本院受理原告王光翠与被告张永清、朱义凤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判决如下:一、被告张永

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王光翠借款 50000
元，并自 2017年 8月 19日起按年利率 15%的标准计付逾

期利息至借款返还之日止(已付的8000元应从上述利息中

扣减);二、驳回原告王光翠的其他诉讼请求。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1)皖 0102民初 4521号民事判决书。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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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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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根:本院已受理原告王水生诉被告江根劳务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皖
0102民初1184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江根于本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王水生劳务费 36400元及利息

(以364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自2020年9月15日计至款清之

日止);二、驳回原告王水生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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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710元，减半收取

355 元，保全费 384 元，公告费 800 元，均由被告江根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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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周经生、赵杰:本院已受理原告宣守杰与被告周经生、

赵杰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0102民初191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被告周经生、赵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

原告宣守杰赔偿款 43500元。如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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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888元，减半收取 444元，公告费

800元，均由被告周经生、赵杰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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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陆寿荣、张应美: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

徽省分行与被告陆寿荣、张应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

院已于2020年11月30日作出判决，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

为送达。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秦明科、姚郭玲: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

徽省分行与被告秦明科、姚郭玲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

院已于2020年4月9日作出判决，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

送达。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史欢欢、闫大鹏: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

徽省分行与被告史欢欢、闫大鹏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

院已于2020年11月30日作出判决，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

视为送达。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郑毅、陈磊:本院于2020年11月30日对原告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与被告郑毅、陈磊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作出的(2019)皖 0102民初 6819号民事判决

书中，存在笔误，应予补正。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皖0102民初681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 (2019)皖0102
民初6819号民事判决书中第4页倒数第6行“五计算至款

清之日……”补正为“五十计算至款清之日……”。第5页

第 10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百分之五计算至款

清之日 ......”补正为“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百分之五十

计算至款清之日……”。限你方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汪庭友、张文方:本院于2020年11月30日对原告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与被告汪庭友、张文方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作出的(2019 )皖0102民初6817号

民事判决书中，存在笔误，应予补正。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9)皖0102民初681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2019 )
皖0102民初6817号民事判决书中第4页倒数第7行“报价

利率上浮百分之五计算至款清之日……补正为“报价利率

上浮百分之五十计算至款清之日……”。第 5页第 10行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百分之五计算至款清……”补

正为“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百分之五十计算至款清之日

……”。限你方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

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公司拟对安庆

市双龙电器有限责任公司等 4户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至

2021年 05月 31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 6,476.92万元,本金为

5,729.91万元。该资产包中债务人主要分布在安庆市、铜陵市

等地区。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

具备一定资金实力及良好社会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

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

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

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

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

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

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

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15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

何疑问或异议请与安徽省分公司联系。

联系人：石经理,何经理

联系电话：0551-65803073,0551-65803078
电子邮件：shidapeng@cinda.com.cn,heshun@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合肥市滨湖区杭州路2599号中国信达（合肥）

灾备及后援基地2号楼16-17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51-65803011
对 排 斥 、阻 挠 征 询 或 异 议 的 举 报 电 子 邮 件 ：

wangxiuye@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

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公司

2021年6月29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