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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 2日，九号公司旗下品牌 Seg⁃
way赛格威正式发布了全球首款超静音无边界智

能割草机器人，旨在为House家庭用户提供家居

变革性服务。本次将面向全球发布 H500E、

H800E、H1500E 和H3000E首批四款机型，市场

零售价1199欧元到2499欧元。

据介绍，此款智能割草机器人运用了九号公

司自主研发的EFLS（Exact Fusion Locating Sys⁃
tem）融合定位系统，通过融合多种传感器信息，

让机器人在花园中实现厘米级精确定位。

基于该技术，用户通过手机App就能为花园

建立虚拟边界，不需要在院子里安装边界线，操

作更便捷，加上“弓”字形规划式切割路径，以及

断点续割功能，能有效避免重复切割，大幅提升

了割草效率。对比当前市面上的传统割草机器

人产品，它在提升工作效率的同时，还能极大程

度的优化割草成本！

根据统计数据，在美国有草坪家庭，花在草

坪维护上的时间平均每次要超过两小时，请人上

门维护草坪的单次花费在 40-80 美元，年支出

1000美元以上，在欧洲，由于人力成本高，这个数

字则更高。而赛格威智能割草机人直接省去埋

线烦恼，一部手机就能完成机器部署，大大降低

人工及运维成本。

相关人士认为，赛格威智能割草机器人解决

了House居住者的刚性需求，将带来全球尤其是

欧美家居智能市场的变革，并引爆割草机器人这

个细分赛道的科技装备。与此同时，这也体现出

九号公司比较突出的市场嗅觉，率先布局这一蓝

海市场，随着其全球市场需求持续扩大，有望成

为其业绩增长全新支撑点。

家庭服务新赛道 市场潜力巨大

相比较火爆的“扫地机器人”，智能割草机器

人对中国用户来说可能相对陌生，但从全球市

场，尤其是欧美等多私人草坪的国家和地区来

看，这比“扫地机”有更强烈的刚需。如今，割草

机器人市场完成了初步探索，正处于中期上升的

启动阶段，而且就市场调研来看，用户对割草机

器人普遍存在高需求、重体验、产品性能敏感度

优于价格敏感度等特点，也在进一步推动用户体

验更佳的智能割草机器人的井喷式发展。

另有相关数据统计，割草机器人已经开始进

入快速增长阶段，市场年复合增长率接近 20%。

2020 年，割草机器人市场销量就已经达到 90
万台，市场规模超 10 亿美元。

市场刚需持续放大，家庭用户渗透率低，由

此可见，在家用服务机器人领域，智能割草机器

人正有望成为继扫地机之后，又一个即将迅速崛

起的新的细分赛道。作为一个前景广阔，增长动

力强劲的蓝海市场，这也是九号公司瞄准这一市

场的最根本动力。

与此同时，九号公司作为全球范围内专注于

智能短交通和机器人领域的创新型企业，多年有

序经营，让其已具备较强的技术积累，旗下Seg⁃
way赛格威也拥有一支实力强劲的智能机器人研

发团队，为其产品性能提供最扎实的技术保障。

此外，九号公司在市场渠道、供应链等方面所具

备的优势，都将为赛格威智能割草机器人后续

市场开拓，及其未来拓宽其他领域产品线，进一

步扩大商业版图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多重优势 引领技术革新

在产品性能方面，作为全球首款超静音无边

界智能割草机器人，赛格威智能割草机器人可谓

性能卓越。除了能实现精准自主作业以外，还具

备低噪音、高频精割、精准避障等多重优势，有望

对当前割草机市场带来颠覆性改变。

具体来说，赛格威智能割草机器人以九号公

司的技术作为底层支撑，创新性地推出一系列软

硬件结合技术，比如在电机和控制系统的设计

上，它沿袭了九号公司对户外场景的理解，沿用

了九号公司专利“自平衡控制技术”来实现的部

分底层技术，以此来协助融合定位和导航功能的

实现，从而做到业内顶尖的厘米

级精准定位。

此外，该款赛格威智能割草

机器人采用了轮毂电机，结合丰

富的算法积累，配合 50毫米越野

级橡胶宽胎，越碍能力超强。并

大大降低了结构的复杂度，减少

了行驶时的噪声；且驱动刀盘运

动的电机也使用了一种无霍尔旋

转矢量控制算法，降低了刀盘转

动的噪声，最终做到业里最低噪

声水平，工作时最时音量相当于

电动牙刷仅 54 分贝，比当前业

内最低噪音水平 58 分贝 还低

4 分贝。

赛格威智能割草机器人实现

技术创新的根源，正是来自于九号公司的技术赋

能和人才赋能。“我们认为家用服务机器人是全

球最具潜力和高增速可能的业务，我们选择割草

机器人作为我们入局家用服务机器人的主力方

向，是因为我们看到割草机器人行业的时代机

会，无边界智能化的割草机器人解决方案，有机

会成为这个细分品类的全球冠军，这和我们一贯

选择赛道的方法论相同，我们希望成为这一赛道

的全球冠军，一如平衡车和滑板车发生的故事。

接下来我们将从AI及机器人研究院抽调部分精

兵强将，和我们现在的家用服务机器人事业部一

起来发展这块业务，”九号公司董事长高禄峰表

达了集团层面对该项业务的全面支持。(长弓)
在实际研发过程中，赛格威智能割草机器人

也的确得到九号公司在技术上的持续赋能，比如

它最具特点的EFLS融合定位系统，正是九号公

司在智能领域多年积累的集中展现。同时，九号

公司「AI及机器人研究院」院长陈子冲博士，作为

全球计算机视觉和机器人领域的专家、瑞士洛桑

联邦理工大学博士，在主导可自主跟随的路萌

（Loomo）机器人、室内外配送机器人、智能共享滑

板车等多款产品后，也将进一步主导智能割草机

器人产品的研发创新。

持续拓展新赛道 九号公司前景可期

对于智能割草机的销售前景，市场整体持乐

观态度。

一方面，过去的20年里，中国电子产品在全

球出海，累积了一整套产业链，包括优秀的工程

师、自动化和数字化的生产链条等，这为赛格威

智能割草机器人实现全球量产奠定了供应链优

势。此外，凭借九号公司及其旗下品牌Segway赛

格威在全球市场上的品牌知名度，以及九号公司

遍布海内外的成熟的销售渠道网络，与布局全球

的赛格威智能割草机器人极为契合，有利于产品

接下来在全球市场的推广。

毫无疑问，背靠九号公司的技术、渠道以及

品牌优势，赛格威智能割草机器人无疑有着强大

的技术拓展能力以及良好的营销前景。此次布

局智能割草机领域，也验证了九号公司在行业趋

势及发展战略方面的全球化格局，随着其在细分

领域的率先布局，将进一步增强九号公司在家用

智能服务机器人领域的领先优势，也有利于增强

资本市场信心。

回头来看，九号公司作为一家智慧移动能力

公司，在简化人和物的移动，让生活更加便捷和

有趣的使命推动下，也在以服务全球 10亿用户

作为企业愿景的重要组成部分，相信借由赛格威

智能割草机业务，九号公司将向这个目标和愿景

更近一步，让更多用户在产品使用过程中，获得

前所未有的幸福和愉悦。诚如九号公司董事长

高禄峰所言：“我们面对这个细分行业的重要发

展契机，期待和我们的用户和合作者一起，见证

这个崭新的时代诞生。”

九号公司入局蓝海市场打造新增长极
旗下品牌赛格威发布首款智能割草机器人

赛格威智能割草机器人在规划式割草

九号公司AI及机器人研究院院长陈子冲博士

赛格威智能割草机器人

九号公司董事长高禄峰

赛格威智能割草机器人爬坡

九号公司家用服务机器人事业部总经理
任冠佼博士

9月 1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关
于确定 2021年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示范区筹建名单的通知》，经综合评审
和公示，国家知识产权局确定了 2021
年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筹建
名单，“涞水麻核桃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保护示范区”列入筹建名单，此次列入
筹建名单的示范区河北省仅两家。

涞水麻核桃栽培历史悠久，是国内
外知名度较高的麻核桃原产地和主产
区。涞水麻核桃具有质地细密、纹理圆
润、纹路逼真、品相端庄、上色快等特

点，备受业内客商青睐。
为促进麻核桃产业健康发展，涞

水县委、县政府及相关部门做了大量
工作。 2010 年 12 月，原国家质检总
局批准对“涞水麻核桃”实施地理标志
产品保护。2014 年 8 月，涞水县惠农
麻核桃协会成功注册了“涞水麻核桃”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2019 年 7 月，涞
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进一步发挥标准
引领作用，对河北省地方标准《地理标
志产品涞水麻核桃（野三坡麻核桃、文
玩麻核桃）》进行重新修订，切实提升

涞水麻核桃品质。
目前，麻核桃种植遍及涞水 15 个

乡镇，面积 7万余亩，麻核桃树 200余万
株，涉及 4.5 万户，年产值 10 亿多元。
县内专业从事麻核桃种植销售的协会、
农民专业合作社等上百家，各类大小麻
核桃市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以麻核桃
种植为依托，相继出现了核桃清洗、核
桃美容、核桃雕刻、电商销售、网络直播
等一系列麻核桃相关产业，促进了麻核
桃产业链延伸，创造了 2万余个就业岗
位，解决了核农卖货难等问题。麻核桃

已成为涞水特色主导产业之一，在增加
农民收入、助力乡村振兴上做出了重要
贡献。

2021 年，涞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进一步强化涞水麻核桃地理标志运用、
促进工作，深入市场调研，规范经营管
理，在品牌推广和地理标志专用标志运
用上下功夫，完成 1家麻核桃协会、4家
麻核桃企业地理标志专用标志换标，为
1 家麻核桃协会、4 家麻核桃企业完成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提交新用标申请，牵
头完成“涞水麻核桃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保护示范区”申报工作。
此次获批，涞水县将以“涞水麻核

桃”国家地理标志品牌为依托，按照高
标准建设、高水平保护、高质量发展原
则，开展为期三年的筹建工作，到 2024
年初，建成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
区。重点完成标准体系、检验检测体
系、质量管理体系建设及人才队伍建
设、地理标志文化建设等工作任务，建
立起以地理标志保护和产业发展为导
向，以地理标志监督管理为核心，以防
伪溯源技术和第三方品控为保障的涞

水麻核桃地理标志保护体系。通过政
策引导、高标准建设、部门协同配合、监
管保护平台建设等方式，强化地理标志
保护，建立符合涞水实际的地理标志产
品保护示范区发展模式，实现地理标志
开发利用效率明显提升，质量效益全面
凸显，产业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品牌价
值明显提高，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
的引领作用和品牌效应充分发挥，进一
步促进麻核桃产业转型升级，助力乡村
振兴，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杨志民 杜玉华 张净泉）

河北涞水：获批筹建“涞水麻核桃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

□ 本报实习记者 闫 利 文/摄
今年服贸会上除了各种发展最新前

沿、最新成果和最新应用场景的展示外，
一批老字号也携带自己的特色产品亮相
首钢园区。茶香、串香、包子香……萦绕
在老字号专区，不少展台前更是排起了
长长的队伍，参展观众在欣赏工业风园
区的同时，品尝着熟悉的美食，了解着老
字号的新故事。

9 月 5 日，记者在中国国际服务贸
易交易会北京老字号专区看到，不少从
1号展馆出来的观众停下脚步后，拐弯

走向以传统回廊形式搭建的老字号专
区（15 号展馆）。红色的柱子、灰色的
砖墙、金色的六角宫灯，处处透露着历
史的味道。专区里又包含了 5 个细分
区域，文创新品区、荟食荟饮区、时代
记忆区、冬奥主题区和帮扶产品区。展
台虽各具特色，但其传递的创新、担当
理念并未改变。

“可能临近中秋，不少老字号的展
台都展示了月饼，其中，稻香村印有 Q
版京剧脸谱的月饼让我记忆深刻。”在
餐饮区就餐的李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

其实，让李女士印象深刻的区域是
老字号专区的“文创新品区”。记者了
解到，该区域汇集了便宜坊、北京稻香
村、全聚德等 10 家老字号，传递了守
正、创新的理念，展示着老字号在引领
国潮风尚、做强本土品牌方面的成果。

雨伞、马克杯、帆布包、餐具、冰箱
贴……在全聚德的展台前，“萌宝鸭”的
周边文创产品吸引了不少年轻消费者
驻足观看、选购。工作人员向记者介
绍，“此次带来的各种周边产品打破了
不少消费者对全聚德的认知，除了鸭类
食品、点心、月饼，我们推出紧跟时代

潮流的文创产品，让消费者看到全聚德
的新形象。”

推出品牌周边文创产品成为不少
老字号的“迎新”之举。在“荟食荟饮
区”，同春园饭庄的展台上的“华宝”

“天宝”毛绒玩具格外引人注目，不时
有排队等餐的消费者拍照、询问价格。
除此之外，展台上还有美食秘籍笔记
本、帆布袋，老字号钥匙扣，手机气囊
支架等周边产品。

当然，老字号在创新不断加码的同
时，始终坚持着传承。该区域集结了护
国寺小吃、庆丰包子铺、同春园、茶汤

李、王致和、红螺等 16 家老字号，原汁
原味不仅是老字号的传承，也是前来消
费观众的心声。

记者看到，刚排队购买完茶汤李杏
仁茶的消费者，接过工作人员递过来的
餐品就迫不及待地喝了一勺，还向同行
的同伴发出“就是这个味”的感叹。工
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茶汤李至今已有一
百六十多年的历史，在传承经典味道的
同时，也不断尝试着新的搭配，菱角茶
等口味也相继出现，迎合不少年轻消费
者的心。

老字号虽历经沧桑，但仍保留着一
颗“少年心”，在新时代焕发着新的生机。

在“时代记忆区”，一得阁、盛锡福、
戴月轩、红都等 12 家老字号向参展观
众展示了笔、墨、旗袍、鞋帽等具有浓
厚文化底蕴的产品。如果说，“时代记
忆区”的老字号是时代印记和文化遗
产，承载了乡愁和记忆，那“东奥主题
区”的珐琅厂、龙顺成、工美、敬记纸庄
这 4 家老字号则正在书写着时代印
记。在北京工美集团、敬记纸庄的展台
上，各种冬奥主题的周边令人眼花缭
乱，徽章、玩偶、冰箱贴、帆布包、线圈
本、中性笔……但凡你能想到的，都能

从中找到对应产品，老字号们在 2022
年的冬奥会中留下了新的印记。

此外，在“帮扶产品区”，可以看到
“凝心助帮扶，携手促消费”的理念践
行。永辉超市—石景山区消费帮扶、西
藏帮扶产品、内蒙古帮扶产品等展台，
展示了极具地域色彩的食品和手工艺
品，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不断深化东西部协作和
定点帮扶。正如工作人员介绍，“借助
服贸会的平台，扩大支援协作地农特产
品的影响力，在为各地消费者带来新产
品的同时，也助力帮扶产品走得更远、
更好。”

有“颜”有“料”有“味道”

老字号传承经典永葆“少年心”

红螺食品展台工作人员向消费者
介绍鲜玫瑰花茶的冲泡方法。 印有京剧脸谱的北京稻香村月饼。

法院公告栏
赵孝龙：本院受理原告姚然然与你买卖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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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义务告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胜芳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霸州市人民法院
刘裕华：本院受理的（2021）川2021民初2154
号原告石美与被告刘裕华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公告期为六十
日。判决内容为：限被告刘裕华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石美货款 4141
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四川省资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
刘裕华：本院受理的（2021）川2021民初2331
号原告江国琼与被告刘裕华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公告期为六十
日。判决内容为：限被告刘裕华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江国琼货款 4207
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四川省资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
刘炜亮：本院受理的（2021）川2021民初1306
号原告周沁怡与被告刘炜亮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公告期为六十
日。判决内容为：一、限被告刘炜亮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周沁怡借款本金
70000元及利息；二、驳回原告周沁怡的其他
诉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四
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
周素芳：本院受理的（2021）川2021民初2160
号原告陈善春与被告周素芳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公告期为六十
日。判决内容为：限被告周素芳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陈善春借款35000
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四川省资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
龙春光：本院受理的(2021)川2021民初2335
号原告万进军与被告龙春光、第三人补世兵
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
判决书，公告期为六十日。判决内容为：一、
限被告龙春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
还原告万进军借款本金 200000元并支付利
息;二、驳回原告万进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四川省资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
王庆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心支公司诉你追偿权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1）豫 0221民初 1384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
于镇法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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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
院。 河南省杞县人民法院
程代平、谢恒蓉：本院受理原告程世全诉被告
程代平、谢恒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缺
席判决。特此公告。

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人民法院
汪香琴：本院受理原告杨再江与被告汪香琴
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判决主文为：
一、立即解除原告杨再江与被告汪香琴的婚
姻关系；二、儿子杨正赓由原告杨再江抚养至
成年，并自行承担抚养子女的费用。现依法
向你公告（2021）黔0628民初466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郭明忠：本院受理张中雄诉你合伙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黔0628民初1273号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告知书、告知审判
人员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和 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15时00分(遇节
假日顺延)在松桃苗族自治县普觉镇普觉人
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特此通知。

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罗小芳：本院受理赵春喜与你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豫
1729民初 179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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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法院
卞功良：本院受理原告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原（菏泽市牡丹区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14）菏牡商初字
第 28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
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
晁玉强：本院受理原告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原（菏泽市牡丹区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14）菏牡商初字
第228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
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
晁玉芹、陈春玉：本院受理原告菏泽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
（2016）鲁1702民初472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自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菏
泽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
崔体磊：本院受理原告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原（菏泽市牡丹区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14）菏牡商初字
第 92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
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
丁福建、董现华：本院受理原告菏泽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菏泽市牡丹区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14）菏牡
商初字第 16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自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菏泽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
侯卫臣、侯卫珍：本院受理原告菏泽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菏泽市牡丹区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14）菏牡
商初字第 29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自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菏泽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
黄国平、黄保忠：本院受理原告菏泽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菏泽市牡丹区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14）菏牡
商初字第235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自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菏泽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
黄李文：本院受理原告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原（菏泽市牡丹区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14）菏牡商初字
第 27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
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
李天震：本院受理原告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原（菏泽市牡丹区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14）菏牡商初字
第 76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
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
李学山、李蕊、李顺杰：本院受理原告菏泽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菏泽市牡丹区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
（2014）菏牡商初字第 155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
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
赵洪洪：本院受理原告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原（菏泽市牡丹区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14）菏牡商
初字第 16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自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菏泽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
刘述兵：本院受理原告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原（菏泽市牡丹区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14）菏牡商
初字第 91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自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菏泽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
马景福、周艳丽：本院受理原告菏泽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菏泽市牡丹区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
（2014）菏牡商初字第 283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
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
庞文明：本院受理原告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原（菏泽市牡丹区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14）菏牡商初字
第225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
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