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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普洱工业园区党工委面对体
制机制改革新情况、新格局，把促进非
公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作为根本出发
点，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
和制度优势，让党建成为生产力，推动
非公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党建引领非公企业的发展方
向。发挥党对非公企业“把方向、保大
局”的重要作用，在政治上、思想上加
强引导，凝聚党政部门与非公企业、非
公企业党组织与非公企业共同发展的
共识，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教育引导
非公企业和广大从业人员更好地投身
于经济社会发展事业。加强党工委与
企业主的沟通交流，取得企业主对党
建工作的支持，消除误解、增进共识，

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紧紧围
绕企业生产经营开展党的工作，将党
的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优势，组
织活力转化为企业发展动力，推动企
业加快发展。

以提升组织力助推党建工作实
效。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
功能，健全基层组织，扩大基层党的
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着力加强党组
织规范化建设，努力把非公企业党组
织打造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
决定、推动企业发展的坚强战斗堡
垒，把开展党建工作促进企业发展作
为两者的最佳结合点，把服务企业健
康快速发展作为开展党建工作的目
标，寻找和解决企业主所关注的生产

经营管理方面的重点难点问题，用推
动企业发展的成效来赢得企业主的支
持和拥护。

以党建为统领全面做好“挂包帮”
服务。开展以党建为统领的“挂包帮”
服务机制，将所属 6 个部门 49 名机关
党员干部分别与园区 203户企业 49个
项目进行一对一的“挂包帮”，做到经
营运行情况清、职工队伍情况清、党员
队伍情况清、建立党组织情况清、出资
人情况清，并将“挂包帮”企业的基层
党建工作、经济指标等作为部门、干部
职工年终绩效考核的主要内容和干部
选拔、优先评优重要依据。实现园区
非公企业党的组织体系健全、支部工
作规范、队伍素质提升、作用发挥充

分、体制机制顺畅、企业发展健康。
选派党建指导员推进组织覆盖。

机关支部中选派 34名党员为基层党建
指导员，负责指导“挂包帮”企业和项
目做好党建工作，建成一批省级以上
园区非公党建示范点，培育一批非公
企业党建典型。注重向非公企业倾斜
发展党员计划，加大发展党员工作力
度，为建立党组织创造条件。已经有
支部的企业，做好完善、规范和示范工
作；没有建立党支部的企业，若党员人
数在 3人以上的，尽快建立党支部；若
党员人数不足 3人的，与就近企业建立
联合党支部；没有党员的企业，做好入
党积极分子的培养工作，着力消除党
建“空白点”。 （刘逸飞 刘江萍）

让党建成为生产力 促进非公经济高质量发展

为进一步强化投保机构和社会公众
对存款保险制度重要性的认识和理解，
做到存款保险制度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维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中国农业
发展银行（简称“农发行”）宁蒗县支行多
措并举持续开展存款保险宣传活动。

坚持宣传常态化。开展培训，有力
保障宣传实效。农发行宁蒗支行组织全
行在岗员工学习存款保险制度相关知
识，做到全员了解掌握存款保险知识，并
将存款保险学习与党史学习相结合，形

成常态化学习，深化了全行员工对存款
保险制度的认识，为全面、正确对外宣
传、讲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坚持宣传制度化。为做好存款保险
宣传工作，有效维护金融稳定，落实好存
款保险制度，农发行宁蒗支行开展了存
款保险网点宣传、集中宣传、特色宣传、
线上宣传等活动，确保工作落到实处。
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和“我为群众办实事”
开展实践活动，着力加强存款保险政策
解读和舆论引导，依法保护存款人合法

权益，农发行宁蒗支行以“存款保险公众
认知度评估”和“金融知识万里行”等各
项宣传活动为契机，组织“红色金融小分
队”走进校园、社区、企业、机关单位，开
展存款保险宣传及认知度评估。

坚持宣传特色化。结合宁蒗彝族
自治县少数民族的特点，宁蒗人行制
作了双语（汉彝）存款保险宣传手册，
农发行宁蒗支行根据自身优势、业务
特点，印制足量的宣传手册，组织支行
少数民族员工着彝族服装，到广场开

展具有民族特色的存款保险宣传活
动，通过双语讲解、特色宣传，吸引更
多社会群众参与到此次宣传活动中，
不仅增强了公众对存款保险制度的认
识，提高了客户对存款保险制度的认
知度，进一步提升了金融市场和社会
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更拉近了银
行与群众的关系，营造了良好的金融
环境，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为维护
金融稳定打造了良好环境。

（毛 宇 陈书磊）

日前，云南云县工业园区在标准化
厂房片区与全市同步举行云县智能科技
服装全产业链建设项目开工仪式。县人
民政府党组成员、园区党工委书记、专职
副主任赵紫辉同志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
项目开工，项目业主代表作项目情况介
绍并表态。园区管委会全体干部职工、
园区部分企业代表、云南七彩滇园服饰
有限公司全体人员出席开工仪式。

据悉，云南七彩滇园服饰有限公司
隶属福建省福建荣凯制衣有限公司旗下
子公司，总公司是一家专业研发生产销
售校服、工作装、西服、工矿服饰、幼儿服
饰、纺织面料及服装辅助材料为一体的

服饰生产企业，旗下设有7个子公司，资
产总额约 10亿元，年生产规模 200多万
套，年营业收入超过2亿元，解决2000多
人就业。入驻园区标准化厂房的云县智
能科技服饰全产业链建设项目总投资约
3亿元，项目分三期建设，总建筑面积约
1.1万平方米，以学生运动服、职业装、企
业劳保服、工作装、幼儿服饰、智能校服、
纺织品等的产品研发、设计、生产、销售
一条龙服务，建设年产 100万套各类服
饰生产线，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年产值
可达 1亿元以上，可为当地解决劳动力
就业200多人。

（陈和发）

秋天，象征着成熟，意味着丰收。
满山遍野熟透的澳洲坚果也沉甸甸地
垂下了头。云南芒市工业园区云南迪
思企业集团坚果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
澳洲坚果产业发展的农业产业化省级
重点龙头企业和林业产业省级龙头企
业，公司集种植、收购、加工、销售、科研
及良种繁育为一体。公司于 2019年 8
月在芒市帕底工业园区建成“万吨加工

厂”一座，加工厂通过“SC”认证、“HAC⁃
CP”认证和“ISO（9001）”认证，目前加工
能力达年处理青皮果20000吨。公司开
发出澳洲坚果花蜂蜜、坚果壳果、坚果
仁、坚果油、坚果糖果、坚果糕点及坚果
乳饮料七大系列产品，通过“云南名牌
产品”“云南名牌农产品”认定。公司先
后注册了“迪思”“犀美仁”商标，其中

“迪思”商标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中

国驰名商标”。
当前，坚果已进入收购期，位于帕

底园区的芒市迪思万吨澳洲坚果精深
加工厂内，机器的轰鸣声响彻整个厂
区，脱壳、清洗、烘烤、分拣等流程高效
运转，各道工序上的员工正在有条不稳
地工作，机器设备现已全天24小时启动
运行，正在大量处理青皮坚果。2021
年，该公司计划加工澳洲坚果青皮果

5000余吨，生产成品果 1200余吨，预计
产值将达4500万元以上，将成为芒市重
要的经济支撑点。

下一步，迪思公司将根据需求不断
优化生产工艺，升级生产设备，扩大生
产规模，提高生产效率及产品品质，降
低生产成本。同时，加大产品研发，增
加产品附加值，延长产业链，树立品牌
优势。 （芒市工业园区）

小坚果有“大文章”

云南普洱工业园区党工委从园区
党建工作实际出发，找准立足点，构建

“1+3”工作阵地，按照“党工委全面领
导，机关、国有企业、非公企业分类推
进”的模式，以有力的措施抓实意识形
态各项工作任务。

机关走在前，做表率。园区党工
委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的建设重要
内容，将意识形态工作与党建工作和
业务工作紧密结合，做到同部署同检
查同考核，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

权和主动权。机关以党史学习教育、
“新征程上普洱之问”“惜转争”、纪律
作风专项整顿等专题活动为契机，以
政治理论学习为重点，以提升政治能
力和“四个变革”为目的，创建学习型
机关，提高意识形态工作的紧迫感、责
任感和使命感。

理顺国企，强基础。理顺国有企
业组织关系，从党工委、管委会选派 2
名中层干部担任国有企业党组织书记
和董事长，配齐配强国有企业意识形

态工作领导人和责任人。同时，将意
识形态工作写进公司章程，纳入公司
经营规模和经营效率、资本优化和结
构调整、企业创新能力和管理水平提
升等各个环节，作为绩效考核的重要
内容，制定 13项党建和意识形态工作
规章制度，确保意识形态工作与公司
经营管理“双推进共落实”。

筑牢非公网，严管控。着力在标
准化建设、系统化培训、典型化培育上
下功夫。以扩大党组织覆盖和党的工

作覆盖为着力点，进一步提升各支部
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能
力。抓党组织、工会组织、共青团组织
的全覆盖，推动意识形态工作的全覆
盖。加强党组织负责人、出资人、经营
管理人员培训班，提高对意识形态工
作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强化政治引领
作用。关注企业员工的思想动态，开
展创文和宗教治理工作，厚植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刘逸飞 刘江萍）

普洱工业园区党工委构建“1+3”工作阵地 分类推进意识形态工作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惠风和畅。走进云南昆明市呈贡区
双龙路鸿仁堂中医馆老中医杨金明的诊疗室，一面写有“医德
高尚 医术精湛降糖能手”的锦旗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精益求精

谈及数十载行医的感受，杨金明恳切地说：“中医要赢得
口碑，一定要用疗效说话。如果没有疗效，在这个行业里面很
容易被淘汰出局。”

为了做到有疗效，杨金明用 8 个字总结经验——“勤求古
训，博采众方”。他认为，医道是“至精至微之事”，关乎患者性
命，一定要真正掌握救死扶伤的高超技艺，让更多的老百姓识
中医、信中医、用中医！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杨金明出生中医世家，
幼承庭训，咏方歌，潜心研读中医经典《内经》《伤寒》《金匮》，
唐、宋、明、清和现代名家著述览读，理论实践结合，辨证经验
精微积聚，成为遐迩闻名的老中医。

创新突破

“中医关注病，更关注人。从症状入手，病症结合，辨证施
治，有的放矢，为患者解除痛苦。”杨金明说。

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每周六，杨金明的诊疗室都排
满患者，众多患者里，有 60-70 多岁的老年人，也有 30-50 岁的中年人，还有儿
童，大多都是从云南各地州市慕名而来，每个人的病症都不尽相同。面对每一
位患者，杨金明都很有耐心，仔细询问，他再三强调：“我所问的每一个问题，都
请如实回答，这样我才能真正帮到你。”

顺时为天，顺势为地，顺人为和，中医药当抓住时机，守正创新。面对患者
这么多疑难杂症时，是如何一一破解，让患者满意而归的？杨金明一语中的地
说道：“我采用的是人体的升降理论，也就是中医里所说的‘升降浮沉’。升是上
升，降是下降，浮是发散上行，沉是泻利下行。升浮药上行而向外，有升阳、发
表、散寒等作用。”

中医情怀

在慕名前来的患者眼里，杨金明出诊时，吃饭没有固定的时间，中途没有休
息的时间，下班也没有固定时间。直面患者的关心，杨金明坦言，这是医者的常
态，自己多吃点苦头，就可以让患者少遭点罪。

一株小草改变世界、一枚银针联通中西、一缕药香跨越古今……杨金明从医
四十多年以来，凭着对医学事业的无限热忱与执着，诠释了医者的责任与担当，
用行动全心全意为每一位患者服务，恪守了白衣天使的神圣职责。

（罗 丽）

金风送爽，硕果盈枝，10 月的光
芒山碧空如洗，天远地阔。位于云南
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勐海镇的光芒山，
拥有诸多名头，构成亮丽的风景线：
白净的云朵，绿色的山峦，叮咚的清
泉，斗艳的花卉，啁啾的鸟语；光芒山
有“世界最大的万亩矮化古茶园”之

称，普洱茶界曾有经典评语——班章
为王，冰岛为后，最值得喝的茶却在
光芒山。

光芒山茶叶托起乡村振兴小康
梦。在推进光芒山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企业背后，都有着自己精彩的故
事。

在李易霖的处世辞典里，有一句
话比较经典——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
的人。

在普洱茶跌入低谷之时，外出散
心的李易霖与光芒山美丽邂逅，在光
芒山浓厚茶文化氛围的渗透之下，他
决定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为传统
的茶行业源源不断地注入新的活力，
成为推动光芒山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生力军。于是，2007 年 11 月 16
日，李易霖成立了云南吉盛祥茶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吉盛祥公司”）。

李易霖引领的吉盛祥公司发展茶
产业可谓“真心实意、真招实干、真金
白银”：李易霖秉承“它山之石，可以
攻玉”的精神，到全国著名的茶产地
考察，投资研发 100多种产品，适合各
类人群，在全国 6个省市设立办事处；
吉盛祥公司成立伊始的三年时光，投
入资金近一亿元；尔后，李易霖主抓
销售，在机场、茶叶市场、仓储物流到

处找商机。
花香蝶自来，茶香人自品。吉盛

祥公司在光芒山上建盖了古木建筑，
自创了一种吃住玩一条龙的体验式茶
庄园，集旅游观光、养生度假、生态美
食、茶叶加工、茶文化体验等功能为
一体，来西双版纳旅游的客人可以在
这里零距离接触古茶，在茶艺师的指
导下亲自制作茶饼，带走属于自己的
个性茶品。2010 年，茶庄园和茶文化
体验带动了机场和经销点的销售，吉
盛祥公司当年销售额突破上千万元。
当下，茶友徜徉光芒山普洱茶庄园，
美不胜收：绿茵覆盖，山间泉水叮咚，
蜿蜒小道之间，茶树错落有致。

时至今日，总部位于云南昆明的
吉盛祥公司成为集普洱茶、红茶种
植、生产、加工、销售，专业茶具茶器
生产销售，茶艺师培训，茶山旅游度
假，茶文化传播为一体的全产业链综
合型企业，上海股交中心挂牌上市企
业 (股权代码：202240)，全国著名的名
优普洱茶生产企业，云南省普洱茶企
业的领军品牌之一。

如何解决古树茶传统产品单饼价
格过高、产品数量过少的问题，从而
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蝶变？吉盛祥公司
从质量入手、从细节入手，充分重视

质量和细节对品牌的意义，让小饼茶
开创一个全新的局面。

2014 年，中国 APEC 首脑峰会期
间，经过持续几个月遴选，吉盛祥公
司普洱茶成为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
议国宴用茶之一。对此，云南省普洱
茶协会会长张宝山给予高度评价——
吉盛祥公司一直致力于普洱茶产品的
研发和生产，其产品品质不但得到了
消费者的认可，这一次更得到了国家
层面的认可；吉盛祥普洱茶能作为云
南普洱茶的代表供各国领导人品鉴，
是吉盛祥的光荣，也是云南普洱茶界
的光荣。

2017 年 11 月 17 日，“丝路映像国
际文化艺术季暨一带一路电影电视艺
术节”系列活动中，吉盛祥公司普洱
茶成为“一带一路大使论坛”大使茶
礼指定用茶，其精美的包装、沁人心
脾的茶香赢得各国使节的青睐。“一
带一路大使论坛”作为“丝路映像国
际文化艺术季暨一带一路电影电视艺
术节”系列活动之一，备受社会各界
的关注。在这次活动中，当吉盛祥公
司董事长李易霖走上台前展示以中国
红为主题的吉盛祥包装精美的小饼普
洱茶，台下传来了热烈的掌声。

（罗 丽）

农发行宁蒗县支行“三个坚持”开展存款保险宣传活动 云县工业园区举行云县智能科技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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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云南芒市工业园区党工委邀
请芒市委党校骨干讲师、新时代德宏讲
习所讲习员、党史宣讲团成员潘黎老师
到园区讲授主题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
人的政治宣言”的专题宣讲。园区党员
干部、各非公支部书记、党务工作者、党
员发展对象积极参加。

潘黎老师用和蔼有力的语气耐心向
参会党员讲解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重大
意义以及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的核
心要义。如何领会好总书记“七一”重要
讲话精神，关键在于从学懂、弄通、做实
上下功夫；在于切实推动学习往深里走、
往实里走、往心里走；在于总结经验、联
系实际、推动工作结合起来，把学习的成
效不断转化为抓工作落实的动力和实
效。

园区党工委副书记罗良彪强调，各
基层党组织不仅要认真学习总书记讲话
精神，还要密切联系园区特点、各企业文
化亮点，以高效履职为最终目标，广泛宣
传，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指导工作实践，解
决好当前工作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
题，全面落实好“一岗双责”的责任田。

通过宣讲，在座的党员纷纷表示
总书记的讲话凝聚人心、催人奋进，自
己备受鼓舞，虽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
里，但“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站在新的
历史起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需要每一位共产党人接过历史重任，
园区全体党员领导干部、企业员工将“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勇挑重担、砥砺前
行，为芒市经济发展再立新功。

（芒市工业园区）

芒市工业园区开展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宣言”专题宣讲教学

光芒山茶叶托起乡村振兴小康梦

法院公告栏
乔志利、徐锁柱：本院受理原告扎兰屯市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与张云成、张云福、

黄长江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内 0783民初

190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内蒙

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
张春阳、刘志强、乔志利：本院受理原告扎兰

屯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与乔玉君、张

云福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内 0783 民初

190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内蒙

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
魏明山、陈宝国：本院受理原告扎兰屯市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与魏伟、魏青山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1）内0783民初1905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内蒙古自治区呼

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
薛金凤、李武、车桂梅：本院受理原告扎兰屯

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与王强、宋义

成、车长岭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内 0783
民初 190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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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
马云书：本院受理原告扎兰屯市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诉你与王丽、王强、赵利、王国平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1）内0783民初1909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内蒙古自治区呼

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
陈宝国：本院受理原告扎兰屯市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诉你与德龙、李义权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内 0783 民初 1900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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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

市中级人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
张金生、寇连富：本院受理原告扎兰屯市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与唐墨福、姜玉军、

张海军、王永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内

0783 民初 190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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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

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
陈国荣、施秀玲、白福志：本院受理原告扎兰

屯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与唐景友、宫

相军、陈国生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内 0783
民初168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
王瑞国、陈国荣：本院受理原告扎兰屯市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与陈树华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21）内0783民初1688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

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
白云波：本院受理原告扎兰屯市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诉你与张树发、李海云、沙有君、沙长

权、白金龙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内 0783
民初 168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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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
耿丽娟：本院受理原告扎兰屯市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内 0783民

初 168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
杨少文、顾建宝：本院受理原告扎兰屯市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与宋建国、李云柱、

李金成、栾永生、王殿武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内 0783 民初 1677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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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

市中级人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
施良财、张亚凤、赵丽伟、贾欣远、李明霞：本
院受理原告扎兰屯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

们与宋宝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内 0783
民初168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
孟庆余：本院受理原告扎兰屯市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诉你与郭凤利、王殿武、宋建国、李云

柱、赵敏、栾永生、王殿清、毛振国、张炳柱、

刘长伟、黄立柱、邵洪民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内 0783 民初 1676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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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

市中级人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
杨少文：本院受理原告扎兰屯市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诉你与建国、王殿武、郭凤利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21）内0783民初1685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内蒙古自治区呼

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
王金库：本院受理原告扎兰屯市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诉你与李志强、曾庆成、石晓雨、王文

忠、王学武、李忠彦、李忠芹、李德亮、李忠江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内0783民初1681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内蒙古自治

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
李德发、李秀珍、杨凤梅、孙连生、李景春：本
院受理原告扎兰屯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

你们与刘怀清、高明义、李振友、李德全、周

凤武、高明全、李井春、宋春梅、于立国、李景

生、郝士和、杨凤梅、赵纯奎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内 0783 民初 1671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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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

市中级人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
姜利春：本院受理原告扎兰屯市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内 0783
民初 168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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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