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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樊春勤）西安外事
学院版话剧《白鹿原》于 11月 12日、13
日晚，在陕西大剧院歌剧厅进行该剧年
度收官巨献。

据悉，本次版话剧《白鹿原》演出由
陕西湾流文旅主办，浦发银行西安分行
协办。演员阵容由戏剧“梅花奖”得主、
表演艺术家吴京安领衔主演，吴京安、
赵思源联合执导，并邀请空政艺术中
心、天津人艺7名国家一级演员协同西
安外事学院人文艺术学院师生 100多
人共同演绎。

西安外事学院版话剧《白鹿原》自
2016年出品以来，先后在北京、天津、
江苏、四川、江西等全国10多个省市演
出60余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该版《白鹿原》由西安外事学院董事长

黄藤主导创作，主创团队由吴京安、赵
思源、邓立鹏等专业演员组成，承担学
校教学工作。主创团队恪守严谨的学
院风格，在尊重原著小说《白鹿原》的基
础上进行创编，以宏大的史诗叙事风
格，以话剧特有的表现形式，生动地展
现了20世纪初渭河平原50年的历史变
迁和耕读文化、民族文化、革命文化的
淬炼与承传，被列入陕西省重大文化精
品项目。

据了解，此次演出既是“社会艺术
进校园、校园艺术出社会”的文化实践，
同时也是商业娱乐与学院艺术的融合
创新，主办、协办各方用心包装大力推
介，三地演员联袂精彩演绎，经典文学
形象深入人心，豪华演出阵容宏大震
撼。

本报讯（记者 刘胜利 □ 魏公
平）甘肃省气象局联合甘肃省文化和
旅游厅、中国天气网日前举办首批“甘
肃特色气候小镇”授牌活动新闻发布
会，兰州榆中青城镇等 7个乡镇被授

予“甘肃特色气候小镇”称号。
据了解，活动重点从气候角度

对甘肃旅游资源进行重新评价，申
报对象为甘肃省境内气候特征明
显，配套完善，适宜旅游、观光、度假

的区域，包括乡镇行政区域或规模
以上旅游区。最终按照评选流程，
陇南康县阳坝镇、甘南临潭冶力关
镇、临夏永靖太极镇、陇南文县碧口
镇、酒泉金塔沙漠胡杨林景区、兰州

榆中青城镇 6个乡镇入选“甘肃特色
气候小镇”。此次创建活动通过网
络投票选出票数最高的临夏州临夏
市折桥镇也被授予“甘肃特色气候
小镇”称号。

本报讯 新疆加大校园周边等重点
领域食品安全问题治理力度， 截至
10 月底，责令整改食品销售和餐饮服
务单位 2613 家，清理取缔校园周边无
证经营户 13 户，没收违法经营的食品
和食品添加剂逾 1.3吨。

记者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获悉，今年以来，新疆“校园
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共检查学校食
堂 5198家，供餐单位 121家，校园及周
边食品销售单位 7342 家、餐饮服务单

位 5077家。
此外，新疆今年加快推进校园食堂

“明厨亮灶”建设。截至目前，全疆10718
家学校食堂实施“明厨亮灶”的超过80%。

值得一提的是，新疆将推行食品安
全信息公示制度，对许可证、食品安全
责任承诺书、监管部门监督检查情况、
使用食品添加剂目录、从业人员健康证
明、自查报告等信息进行公示，方便公
众监督。

（金 烨）

近年来，河南省太康县应急管理
局始终把创建省级文明单位作为全
局工作的重中之重，以省级文明单位
创建为抓手，积极贯彻“两手抓、两手
都要硬”的方针，紧紧围绕“创文明单
位，树应急管理形象，服务经济发展”
的文明创建主题，采取多项措施，实
现了精神文明建设和应急管理事业
两促进、双丰收。

领导重视，部署到位。在创建省
级文明单位过程中，该局成立了以局
长为组长、班子成员为副组长的创建
工作领导小组，切实构建一把手亲自
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全局上下共同抓
的创建机制，全面形成了“上下联动，
人人参与，齐抓共管”的创建格局。

全员参与，宣传到位。坚持开展
创建文明单位宣传月、宣传周系列活

动和文明创建征文活动等，通过广泛
深入持久宣传，充分调动了所有干部
职工参与创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细化目标，责任到位。制订了切
实可行的创建工作方案，通过召开专
题动员大会，签订了创建目标责任
书，将创建工作任务分解到各股室，
使人人心中有目标、人人肩上有责
任。

强化督查，落实到位。创建工作
领导小组坚持每月一检查，半年一考
核，年终总评比，并定期对重点股室
和重点工作进行专项督查，确保创建
工作落到实处。

以上措施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
各项工作的开展。太康县应急管理
局先后被评为县级、市级文明单位。

（王志伦 陈鹏）

□ 本报记者 王薛淄

日前，有媒体将市面上流行的10款
儿童牙膏产品进行检测对比，发现其中
6款检出糖精钠，其中某些产品的糖精
钠摄入量比果酱、坚果添加还多，不少消
费者提出疑惑，这样的儿童牙膏能防龋
齿吗？

甜味剂添加属正常现象
相较于其他消费者日常使用的清洁

产品，牙膏作为“入口级”产品，口感是否
舒适显得十分重要。同时，根据使用年
龄的不同，牙膏的味道也有着相应的变
化。如成年牙膏常见的薄荷味、绿茶味，
儿童牙膏则是各种甜甜的水果味道，如
草莓味、香橙味。而如何带来这些舒适
且多样的口感呢？这离不开甜味剂的添
加。其中糖精钠、三氯半乳糖、木糖醇、
山梨糖醇等都是常见的甜味剂。

事实上，“甜甜的口感”并非儿童牙
膏专属，在不少牙膏成分表中，都能看到
这些甜味剂的添加。记者了解到，甜味
剂又分为人工甜味剂和天然甜味剂，其
中，由于糖精钠的甜度可达甘蔗溶液的
300倍，在改善牙膏口感的同时不会导
致龋齿或者引起血糖波动，相较而言，其

添加更为广泛。

天然甜味剂更适合儿童
但由于摄入高含量的糖精钠，被认

为会影响肠胃消化酶的正常分泌，导致
消化不良，食欲不佳情况发生，糖精钠作
为甜味剂广泛使用，仍存在不少争议。

记者了解到，目前牙膏标准中暂无
对糖精钠进行规范。而参考食品添加剂
联合专家委员会规定糖精钠的 ADI 值
（即每日容许摄入量）为每日 0～0.005g/
kg体重。以一个体重为 10Kg的小孩为
例 ，他 的 糖 精 钠 的 ADI 值 则 不 超 过
0.05g。事实上，在被测 10款牙膏中，糖
精钠含量最高的舒克宝贝每克牙膏中糖
精钠含量约为0.0017g，在儿童日常使用
过程中，摄入量远远低于ADI值。

口腔健康科普公益联盟专家高鹰对
此表示，“添加木糖醇的牙膏防龋齿特性
在所有的甜味剂中效果最好。”她解释，
首先，木糖醇是一种天然健康的甜味剂，
属于人体糖类代谢的正常中间体；其次，
木糖醇与其他甜味剂一样，不能被口腔
中产生龋齿的细菌发酵利用，抑制链球
菌生长及酸的产生；最后，木糖醇还能促
进唾液分泌，其中唾液的碱性氨基酸浓
度可能会上升，减缓PH值下降，减少牙

齿的酸蚀，有利于牙齿的健康。

防龋齿重点在氟化物
根据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

调查结果显示，5岁儿童乳牙龋患率高达
70.9％，我国儿童患龋情况呈上升态势。

北大口腔医学院口腔专家荣文笙
在接受消费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无
论是天然甜味剂还是人工甜味剂，它
的作用主要用于改善牙膏口感，让儿
童更易接受并养成刷牙习惯，对于预
防儿童龋齿而言，到目前为止，氟化物

防龋是效果最明确的。它包括消费者
日常在家使用含氟牙膏或者含氟漱口
水，以及由口腔专业人士进行的涂氟
服务。

在2018年，由中华口腔医学会、中国
牙病防治基金会、中国疾控中心联合发布
的“健康口腔行动宣言”中也提到，使用含
氟牙膏刷牙可以降低牙齿脱矿和促进牙
齿再矿化、抑制口腔微生物生长，是安全、
有效的防龋措施。三岁以上的儿童每次
用量为黄豆粒（豌豆粒）大小，成人每次用
量为 1 克左右的膏体即可。

□ 黎 娜/文
连日来的一组统计数据，略

微推敲，颇有意思。
先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自 2017 年第四季度起，服装和
布的销售量同比均有不同程度
下跌。其中，服装销售量 2018
年是540.6亿件，相较2017年的
719.1亿件下降了24.8%。

从数量上看，消费者买的衣
服的确少了。中国商业联合会
和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发布
的中国市场商品销售统计结果
也显示，2018年，全国重点大型
零售企业服装零售量累计下降
4.2%。

然而，在数量下降的同时，
服装消费支出不降反增。同样
来自国家统计局数据的显示，
2018 年，全国居民人均衣着消
费 支 出 为 1289 元 ，同 比 增 长
4.1%，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 1.2
个百分点。

近日，伴随着突如其来的寒

潮，一组关于羽绒服的数据显
示：快时尚品牌的羽绒服今年售
价有所提升，68 款快时尚品牌
羽绒服当中，千元以上产品占比
为30.9%，在所有价格带中占比
最高。与此同时，千元以下的羽
绒服遇冷，占比较小。

对比以上数据，不难看出，
消费者买的衣服的确少了，但

“档次”也提升了。以羽绒服为
例，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不断上
升、消费者消费观念的转变，羽
绒服正从生活必需品的角色向
时尚单品方向转变，而购买需求
从功能性需求向时尚性需求转
变。

在一度风靡的“断舍离”消
费潮流的推动下，或许，消费者
衣橱正在“做减法”，而服装的档
次，却在做加法。

消费者并非不爱买衣服，而
是变得更挑剔、更讲究。相关企
业或许应该从这个角度考虑如
何在下一步的产品开发中更好
地迎合消费者的品味。

11月13日，在共享厨房团体标准启
动会上，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秘
书长姚歆介绍称，共享厨房标准的制定
将围绕建立共享厨房企业主体的资质、
软硬件设施以及其他一些行业共性问题
展开，共享厨房制定标准的主要目的则
是希望在保障共享厨房的食品安全及消
防安全的基础上，推动共享厨房健康、可
持续发展。首个共享厨房团体标准有望
于明年3月正式公布。

姚歆表示，外卖业态快速发展，同时
选址贵、人员成本提升，成本压力大，让
很多餐饮商家转型外卖。但过去外卖行
业粗放式发展，带来了大众对外卖的负
面认知，也促生了共享厨房这种新业
态。共享厨房能够帮助创业者低成本进

入外卖行业，不仅提供设备和场地，也提
供了赋能服务，同时也能为消费者提供
更多元的选择，更健康的外卖。但对于
新业态来说，国家的立法速度相对滞缓，
团体标准能够快速响应市场和创新的需
求，当国家的监管还没有明确的时候，团
体标准就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事实上，共享厨房这一业态目前仍
处于发展早期阶段，活跃在这一领域的
企业数量较少，规模也相对较小，但却已
经开始显露出发展潜力。在即将开业的
熊猫星厨国美店看到，熊猫星厨的入驻
商户相比之前有了明显的变化，不再只
是曾经的外卖单体小店，而是有许多德
克士、真功夫这样的连锁大牌，同时也出
现了四有青年、海盗虾饭这样的创新品

牌。这一变化也反映出目前餐饮品牌发
力外卖业务的转变，它们也不再是将外
卖作为堂食的补充，而是希望能够更精
细化的运营外卖业务，开设共享厨房档
口店能够有效降低餐饮企业的开店成
本，提升外卖业务的运营效率。

共享厨房虽然存在市场潜力，但在
目前的发展过程中也已经遇到了一些问
题和瓶颈，主要包括选址难以及服务流
程、商户监管等，这些问题也限制着共享
厨房的发展。此前想要转型做共享厨房
的金百万就因管理难、服务不到位等问
题遭到和合谷、仔皇煲等品牌的弃用，而
熊猫星厨此前也因选址问题引发过争
议，除此之外，共享厨房商户的食安问题
也一直被很多餐饮业内人士认为是共享

厨房发展的难点。
熊猫星厨联合创始人肖徽表示，从

消费者角度考虑，共享厨房是全新的业
态，每个企业有不同的标准，国家还没有
相关制度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水平
的良莠不齐其实对行业有一定危害性，
推动标准的制定就是希望能够帮助餐饮
商户甄别合作方，降低食安风险，促进行
业优胜劣汰，营造更健康的发展环境，让
共享厨房行业能够可持续的发展下去。

在一位不愿具名的餐饮业内人士
看来，行业标准的制定确实对推动行业
发展有助益，共享厨房团体标准发布后
如果能够真正落地，将有效降低共享厨
房的食安、消防风险，促进共享厨房企
业结合餐饮商户需求提供服务，并且能
够吸引更多的餐饮企业尝试开设共享
厨房门店，但实现这些目标的前提是标
准能够有效落地实施，这是所有行业标
准起作用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难点所
在。

（国 商）

低温鲜奶的赛道，正在变得越来越
拥挤。

随着传统产品市场饱和，乳企正在
把目光转向高毛利的低温鲜奶业务。近
日，北方区域乳企君乐宝宣布进军鲜奶
市场，至此包括恒天然、蒙牛乳业等国外
内主要乳企陆续都推出了鲜奶业务，而
随着大量后来者的涌入，也让市场竞争
加剧，这对于依仗低温鲜奶业务的区域
乳企而言，则面临着新挑战。

在被蒙牛出售独立发展之后，11月
16日，君乐宝迅速上线了首款鲜奶产品，
并公布了全国布局的计划，作为河北最
大的乳企，此前君乐宝乳业在低温酸奶
和奶粉业务上投入较大，但一直未推出
过鲜奶产品。

对此，君乐宝集团总裁魏立华解释
称，此举是看重低温鲜奶产品的市场前
景。国内低温鲜奶的市场占有率不到
25%，而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低温鲜奶产
品的占有率高达90%。之前常温牛奶在
市场占主导，是由于受限于保存和运输
不便，而随着目前消费升级和基础条件
的成熟，营养更丰富的低温鲜奶产品正

在迎来机会。
而君乐宝也成为今年国内低温鲜奶

市场的又一个新入者，2019年4月，国际
乳业巨头恒天然也宣布在华推出首款低
温鲜奶产品。而在 2018年以来，低温鲜
奶的赛道拥挤度就开始不断增长，尤其
是乳业双雄中的蒙牛乳业，在 2018年借
助现代牧业的产业布局正式进军低温鲜
奶市场，目前已完成 16个省市的布局，
其广东清远和天津的工厂已经在 2019
年上半年开始投产；而国内如光明乳业、
完达山等传统乳企也都在扩大低温鲜奶
业务的覆盖范围。

此前低温鲜奶市场多只以一家区域
乳企为主，少有激烈竞争。以北京市场
为例，此前三元股份的低温鲜奶在北京
市场一统天下，但记者走访发现，目前蒙
牛、光明、完达山、明治等品牌的低温鲜
奶产品都在上架销售，甚至忙着在北京
市场发展订奶户。

在业内看来，各乳企纷纷加码低温
鲜奶品类，则是看重低温鲜奶品类的高
增速和高毛利。

在凯度消费者指数北方区总经理赵
晖看来，随着国内乳制品市场竞争的激
烈，传统的品类的增长正在变得困难。
在乳品行业中，液态奶销售额依然保持
增长，但户均需求的增长已基本停滞，市
场销售额的增长更多地依赖家庭自然增
长及均价的提升。相比之下，低温鲜奶
的市场渗透率在过去一年中上升了3%，
意味着更多消费者愿意消费低温鲜奶。

另有数据显示，低温鲜奶的年均增
速为 18.5%，而常温产品的增速近几年
都一直维持在个位数。

与此同时，随着传统产品的反复价
格竞争，利润正变得越来越稀薄，而低温
鲜奶主打健康和高端，也带来了更多的
利润。以 2019年年初上市的新乳业数
据来看，其低温产品毛利率为 42.87%，

远高于常温产品的 24.67%；以吨价看，
低温鲜奶的吨价为 10798.5 元/吨，而常
温牛奶的吨价则只有6866.5元/吨。

而冷链物流的发展也为低温鲜奶的
扩张提供了基础。

独立乳业分析师宋亮告诉记者，低
温鲜奶需要围绕城市来展开，需要高品
质的分布式奶源和冷链物流配送储运体
系配合，覆盖半径往往不超过 300公里，
因此低温鲜奶也是区域乳企的专利，各
乳企划片而治。但近年来，为发展低温
酸奶，各乳企加快了冷链物流建设，由于
两者渠道一致，也为发展低温鲜奶提供
了条件。

同时，新技术的应用也让低温鲜奶
运输和销售半径的局限不断被打破，比
如此次君乐宝推出的低温鲜奶采用新的
INF杀菌技术，产品的保质期从7—11天
延长至19天。

值得注意的是，低温鲜奶也是区域

乳企对抗全国乳企入
侵 和 赖 以 生 存 的 基
础，有华东某区域乳
企负责人告诉记者，
低温鲜奶产品的利润
占到公司利润的五成
以上。但随着越来越
多新品牌的加入，区
域乳企将面临新的竞
争压力。

今年部分区域乳
企已有感受，比如区
域乳企天润乳业前三季度收入 12.2 亿
元，同比增长 10.2%，净利润为 1.2亿元，
同比增长 12.8%。但国金证券研报显
示，天润乳业三季度的增速明显放缓，主
要原因即低温业务竞争加剧，导致低温
业务收入增速有所放缓，影响到整体收
入增长不达预期。

在宋亮看来，目前低温鲜奶市场竞

争才刚刚开始，各乳企的低温鲜奶业务
体量都还不大，也没有强势的全国性品
牌出现，区域乳企本身还有其地缘和渠
道优势，短期内大家难言胜负。但长期
来看，低温鲜奶并不具备条线下沉到低
线城市市场，因此决定了各品牌更多在
1—2线城市市场反复绞杀，区域乳企将
面临更大的压力和困难。 （一财）

河南太康县应急管理局创建省级文明单位

甘肃评出首批适宜旅游度假的7个“特色气候小镇”

10款产品6款检出糖精钠

甜甜的儿童牙甜甜的儿童牙膏能防龋齿吗膏能防龋齿吗？？

加大校园周边环境治理力度

新疆责令整改食品销售和餐饮服务单位2000多家
西安外事学院版话剧《白鹿原》于陕西收官

消费者不爱买衣服了？
其实是更挑剔了

谋求高毛利 乳企激战低温鲜奶市场

首个共享厨房团体标准制订启动
有望于明年3月公布

法院公告栏
袁志彬：本院受理的（2019）川 1903 民初
1544号原告朱竑薏与被告袁志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方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川 1903 民初
154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袁志彬
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朱竑薏偿还
借款 50000 元，并从 2016 年 12 月 24 日起按
年利率 24%给付利息至偿还清之日止。案
件受理费 525元，由被告袁志彬负担。自公
告之日起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副本，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四川省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人民法院
马莉莉、张海嵩：本院受理原告林勇强诉被
告马莉莉、张海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鲁0686民初2159号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九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栖霞法院第七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
判决。

山东省栖霞市人民法院
牟言辉：本院受理原告牟岑葳诉牟言辉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本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9）鲁 0686 民初 834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
杨础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烟台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山东省栖霞市人民法院
王剑：本院受理原告初伟诉王剑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本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9）鲁 0686 民初 1902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杨础
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烟台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栖霞市人民法院
吴鹤朋、饶先群：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湖县支行诉你与吴
华东、李宗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
弥陀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安徽省太湖县人民法院
吴礼生：本院受理原告张明学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
内和 30日内。并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下午
15时30分在本院弥陀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太湖县人民法院
王红军：本院受理的原告李孟军诉你（2019）
豫 0727民初 970号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727民
初 9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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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封丘县人民法院
王礼玲：原告王金花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本院已受理。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诉
状、开庭传票、举证通知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与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孙斌：本院受理张闵诉你、张磊民间借贷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9）冀0821民初3768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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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特此
公告。

河北省承德县人民法院
陆斌： 原告郑翠玲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皖 1721民
初 219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原告
郑翠玲的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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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交纳上诉
费，上诉于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东至县人民法院
刘应坤：本院审理原告孟武松与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
豫1425民初48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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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
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商丘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河南省虞城县人民法院
颜秉坡、刘文、杨永涛：本院受理原告刘春建
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鲁 1726 民初
19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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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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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鄄城县人民法院
颜秉坡、刘文、杨永涛：本院受理原告桂丽茹
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鲁 1726 民初
19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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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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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鄄城县人民法院
颜秉坡、刘文、杨永涛：本院受理原告闫先芝
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鲁 1726 民初
19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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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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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鄄城县人民法院
张富东：本院受理原告王小青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928
民初6097号民事判决书。限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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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
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将发
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濮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9年 11月 8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徐
康佳、徐硕硕、徐雨乐申请宣告黎彦争失踪
一案。申请人徐康佳、徐硕硕、徐雨乐称，黎
彦争与徐建祖于 1999 年 10 月 10 日同居生
活，生育三子女，徐康佳、徐硕硕、徐雨乐，申
请人的父亲徐建祖于 2011年 10月 8日因车
祸死亡，被申请人黎彦争于 2016年 10月 13
日离家出走，经多方联系至今杳无音讯。下
落不明人黎彦争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
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
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黎彦争将被
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黎彦争生存
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知
悉的下落不明人黎彦争情况，向本院报告。
特此公告。

河南省鹿邑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9年 11月 7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孙
腾申请宣告张启云失踪一案。申请人孙腾
称，张启云与孙军于 2006 年 9 月 16 日同居
生活，于 2008年 8月 5日生育一女，孙腾，申
请人的父亲孙军于 2009 年 6 月 3 日因夫妻
矛盾喝农药死亡，被申请人张启云于 2010
年 4 月离家出走，经多方联系至今杳无音
讯。下落不明人张启云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三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
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张启云
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张启云
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
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张启云情况，向本院报
告。特此公告。

河南省鹿邑县人民法院
林兵、信阳予南投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王晓丽诉你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去向不祥，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明港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
信阳予南投资有限公司、林兵：本院受理原
告侯松亭诉你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因你去向不祥，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豫1503民初4193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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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特此公告。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
潘兹鼎：本院受理的原告程明鑫诉你追索劳
动报酬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
明，现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1502 民初
624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向原告程明鑫
支付工资款 54000 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特此公告。

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
金强、贺玲：本院受理的原告许翔诉你们追
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
下落不明，现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1502
民初 620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们向原告
许翔支付工资款 50000 元。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
夏婷:本院受理原告杜兴泰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皖 0827 民初 2239 号民事判决书 。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民二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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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望江县人民法院
范永红：本院受理原告苏梅荣诉被告范永红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9）豫1702民初8770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
胡庙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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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
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
陈建全、郑玉春：本院受理的（2018）川 1303
民初 3043 号原告胡国鹏与被告蒲素蓉、陈
建全、郑玉春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不
得执行被告陈建全、被告郑玉春名下位于南
充市高坪区松林路 58号东方国际 40号楼 2
单元 17层 3号的房屋；二、驳回原告胡国鹏
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2018）川 1303民初
2145号民事裁定书于本判决生效时自动失
效。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
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