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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 月 28 日，贵州省医药
企业与中药材种植企业供需暨“定制
药园”对接会在贵阳举行。对接会上，
贵州省中医药管理局为首批“定制药
园”基地授牌，种植大县与省药材公司
签订框架合作协议，制药企业和种植
企业、种植基地签订合作协议，种植企
业、种植基地与省内医疗机构代表签
订合作协议。

今年1至9月，贵州省健康医药产
业完成产值742亿元，总体发展基本向
好，有望实现全年1000亿元目标任务。

在中药材种植业方面，贵州省中
药材面积 618.55 万亩，产量 58.96 万
吨，产值67.52亿元，实现两位数增长；
医药制造业方面，全省中成药产量
4.82万吨，同比增长8.2%，医药制造业
完成产值 252亿元，完成增加值 90.42
亿元，医药服务业方面，全省实现主营
收入310亿元，同比增长7%，全年有望
突破 400亿元；健康融合业方面，实现
总产值 112亿元，预计全年完成产值
150亿元。

同时，今年来贵州省推动制药企

业通过提供种苗、技术、定价回收、在
贫困地区建立中药材种植基地、提升
省内中药材的采购比例等形式，发力
精准扶贫。

截至目前，贵州省健康医药从业人
员3.15万人，间接带动上下游产业的就
业人员约80万人。积极推动医药企业
提高省内中药材的采购比重，省内采购
比重从不足20%提升到40%，采购量增
加20万吨左右，带动3万人开展药材种
养植业，人均年增收3000元左右。

（王丹姣）

本报讯（记者 董劲松）近日，“2019
川货电商节暨电子商务发展峰会”和

“四川省贫困地区农特产品展销活动”

在成都举行。此次电商节和展销活动
是顺应数字经济发展大趋势，由四川省
举办的首届电商资源与扶贫产品创新
融合的展示展销会议，通过举办“一会、
一论坛、两展、三对接、三网销”活动，旨

在打造成为电商行业规模最大、参与度
最高、最有影响力的“川货”品牌网络盛
会。

据了解，该节会“一会、一论坛”将
突出关注 5G、数字零售、人工智能、电
商扶贫等热点领域，同时举行川货电商
节和扶贫产品展“两大主题展”，展览面
积达1.1万平方米。“三对接”为中国（四

川）贫困地区特色农产品品牌推介洽谈
会、品牌川货（农产品）电商区域合作推
介会、农商互联暨实地产销对接会，“三

对接”致力于多渠道拓宽贫困地区农产
品营销渠道。“三网销”活动则是依托

“一地一品”品质川货互动展示、品牌川
货电商现场互动、品牌川货线上推广等
网销活动，掀起“买川货、卖川货”热潮。

本报讯（记者 郑红梅）11月22日，
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小儿心胸外
科团队，为一名来自湖南的3岁多男孩
锐锐成功实施了海南小儿首例改良

Fontan术。锐锐患有严重的心脏畸形，
因为病情复杂，曾经被长沙、北京等多
家医院拒收。这例手术的成功实施，标
志着海南省小儿心胸外科治疗复杂先
心病水平再上一个台阶，也标志着海南
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小儿心脏外科团
队的诊疗水平跻身于国内该领域前

列。目前，锐锐进入心胸外科监护室，
生命体征稳定。

锐锐存在严重的心脏畸形——单
心室。单心室是一种少见的复杂性先

天性心脏病，即在功能上仅有一个单心
室腔。如不及时手术治疗，大多数患儿
会在1岁内因严重电解质紊乱、心律失
常、心力衰竭而导致死亡。同时，锐锐
还合并有右位心、内脏反位、右位主动
脉弓、房间隔缺损、肺动脉瓣下及肺动
脉瓣狭窄、共同房室瓣返流、双上腔静

脉等一系列畸形。
今年的 11月 19日，锐锐妈妈带着

锐锐慕名找到远在海南妇女儿童医学
中心的陈仁伟医生。11月 22日，陈仁

伟带领海南省儿童医院小儿心脏团队
为锐锐成功实施了改良Fontan术。

一年多来，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
心（海南省儿童医院）小儿心胸外科发
展迅速，陆续实施了多项填补省内空白
的手术，构筑海南先心病患儿看病不出
岛的最后一道防线。

近日，湖北夷陵经济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获国家发改委核准发行不超过10
亿元的绿色债券，这是全国首只获批的
区县级城投类企业长江大保护主题绿
色债券，也是宜昌市继高投30亿绿色债
券、交投10亿绿色债券获批后，第3只
获国家发改委批复的长江大保护绿色
债券。此次绿色债券的获批发行为推
动黄柏河流域生态治理，实现绿色发展
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

宜昌市发改委积极对接国家宏观
政策，抢抓企业债券直通车机遇，结合
宜昌发展实际需求，全面挖掘企业债券
融资后备资源，积极创新债券品种，建
立债券有效融资储备资源库。围绕长
江大保护、化工产业转型升级、生态环
境治理及新兴产业培育积极谋划企业
债券，从去年提出长江大保护绿色债至
今共申报10只，总规模144亿元；核准4
只，总规模 60亿；发行 2只，总规模 40

亿。其中，2019年年度申报 6只（含项
目收益债）、总规模81亿元；核准3只、
总规模30亿元；发行3只、总规模19亿
元。全市企业债券融资呈“储备一批、
申报一批、核准一批、发行一批”的良好
态势，在精准支持经济发展重点区域和
关键领域、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助推供
给侧结构改革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为宜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资
金支持。 （廖亮 卢莹灿 默晓龙）

□ 本报记者 史晓菲

新材料的兴起对真皮材料是冲
击还是倒逼？如何为真皮的发展探
索新路，专家认为，“应借助技术进步
推动新产品研发，适应消费需求新变
化。”

目前，“真皮面临前所未有的冲

击。”据中国皮革协会秘书长陈占光
介绍，由于代用材料的兴起，真皮受
到冲击，“科技进步，促进超纤、纺织
面料、飞织材料的快速发展；消费理
念变化，追求品质、设计、个性化、穿
着体验以及性价比的消费需求；动物
保护组织的歪曲恶意攻击；经济下
滑，消费者购买意愿下降，制造商要

降低成本，寻找成本更低的材料。”
材料的发展变化带来的是行业产

品结构的变化。比如，飞织材料的发
展就一定程度上在鞋类领域中划开了
涟漪。来自中国皮革协会的数据显
示，过去 10多年，在出口市场中，皮鞋
在鞋类中的占比不断下降，从高峰的
30%以下降为 15%左右，对应金额从
60%以上下降到40%左右，数量及金额
占比均达到历史最低。同时，橡塑鞋、
纺织面料鞋占比快速上升，尤其是纺
织面料鞋数量占比接近翻番，达到
30%。

皮鞋出口在 2014年达到顶峰，随
后开始逐年下降，出口数量已回落到
上世纪末的水平；2010 年以来，皮鞋
出口数量年均增速为-4.8%（整体鞋
类为-0.5%），纺织面料鞋出口数量平
均增速达到 6.4%。同时，体育用品行
业及运动休闲整体继续快速增长，
2018 年领先品牌收入增速达到 20%
以上。从线上搜索指数和资讯指数
看，运动鞋搜索指数为 1230、皮鞋为
969；运动鞋资讯指数 339583、皮鞋为
168995，可见，运动鞋的热度最高。

但行业专家也强调，真皮有着其
他代用材料无可比拟的时尚、天然、
环保特性，所以真皮具有无可替代
性，良好的卫生性能为消费者提供了
更舒适的穿着体验。因此，应借助技
术进步推动新产品研发，适应消费需
求新变化，比如，“赋予真皮更多的特

点和优势，同代用材料差异化竞争；
生产和设计要与时俱进，适应消费者
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

“制革、制鞋、沙发、汽车等产业
链上下游应联合起来，共同开展相关
工作。”陈占光这样说。制革行业除
了联合皮革化工、皮革机械行业，加
大新产品的设计和研发力度，引领皮
革时尚，向高品质方向发展；探索与
其他材料的结合应用。还要联合全
球皮革行业加大对真皮的宣传和保
护，采用多形式、多平台对消费者和
设计师宣传皮革。

就未来皮革行业的发展，陈占光
秘书长认为，首先要正视皮革行业发
展模式的变化。“皮革行业的发展模
式不可能像以前那样高速增长，整个
发展模式在发生变化，我们要的不再
是规模数字的增长，而是如何产业升
级，如何提质增效，也就是从大变强，
这已经是行业的共识。”其次，科技创
新是根本。着力科技创新，从消费端
和供给侧入手，在新技术、新材料和
新产品的研发，绿色制造，品牌质量，
时尚设计，智能制造等方面做好一系
列工作。“创新方式可以采用上下游
产业链协同创新，化工、机械+制革，
鞋材、‘机械+制鞋’等方式。”第三是
周期性发展。“要有信心，做好自身工
作，但要做好困难的准备，结合我国
皮革行业固有的优势，皮革行业仍然
大有可为。”

进入 2019 年的最后一个月，伴随
着气温的快速下降，我国多地进入旅
游淡季。记者梳理发现，12月 1日起，
包括江苏南京、山东、甘肃敦煌、浙江
杭州、安徽黄山、湖南张家界等多个旅
游热门城市开始执行淡季票价或直接
调低门票价格。不过，也有业内专家
指出，伴随门票价格下调，不少传统景
区或缩短入园时间或缩减开放区域，
推出室内项目或其他活动增加客流吸
引力的并不多，因此，如何刺激园区内
的二次消费，弥补淡旺季落差，再次成
为景区们共同面对的考题。

入冬以来，全国各地景区纷纷下调
定价，或启动执行淡季门票价格。进入
12月，地方景区更是进入了门票价格调
整高峰期。举例来说，自 12月起，南京
市秦淮区芥子园文化展馆票价由 20元
下调至15元；山东峄山风景名胜区票价

由原来的 60 元/人次调整为 55 元/人
次。与此同时，2019年12月1日至2020
年 2月 29日，张家界武陵源景区执行普
通门票淡季价格，每人次115元，优惠门
票价格为每人次 58元，门票连续 4日有
效；千岛湖淡季门票为110元。

据不完全统计，相比旺季来说，今
年冬季地方景区的淡季票、优惠票价
降幅较往年普遍较高，平均折扣力度
都在 20%左右，个别景区价格下调甚至
超过了五成。比如：新疆喀纳斯、禾木
和白哈巴的景区联票旺季票价 230元，
而淡季仅为 100元，价格下降达 57%。

值得注意的是，各景区在陆续执行
淡季门票价格、下调冬季票价的同时，
也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开放时间或减
少了开放区域。以西溪湿地国家公园
为例，每年 11月至次年 3月，该公园执
行冬令时刻表，开闭园时间为 8：00-

17：30，闭园时间较夏季提前 1小时；而
平遥古城内各景点 10月 10日至次年 2
月 28日开放时间为 8：00-17：30，较旺
季 8：00-18：30的开放时间同样缩短 1
小时。不过，与此前几轮降价潮不同，
今冬部分景区在推出较大幅度降价措
施的同时，并没有采取太多新手段、新
方式吸引游客，淡旺季之间较大的客
流、收入落差，仍然是它们必须要面对
的现实情况。

有业内人士建议，从根本上提高景
区二次消费收入占比，弥补气候为传
统景区带来的冬季旅游短板，需要因
地制宜围绕当地本土化特色，纵深拓
展相关产品及服务，比如：整合以旅游
目的地为核心，囊括周边景点、酒店、
特色乡村、美食、旅游演艺等在内的资
源，实现旅游目的地资源整合式发展；
不断挖掘景区特色、优势，增强游客体

验感，尤其是开设一些新奇的室内项
目，有序地打开园门引入商家；或者利
用冬季较长的夜晚时间，开设灯光秀
等活动，延长游客停留时间。

但另一方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高级研究
员王兴斌也指出，传统景区不再单纯
地依赖门票收入，从长远来看是大势
所趋，但是具体到每个景区的情况不
同，需要“对症下药”，“比如有的山岳
型景区内部本身就很难再开发酒店等
产品，冬季如果单纯延长游客在景区
内停留的时间，也不利于对游客人身
安全的保障，因此，这就需要变换经营
手段，比如考虑在景区周边增扩休闲
度假区域、增加过夜消费等，或者利用
景区 IP 打造纪念品等，提高延伸性销
售消费收入”。

（京 言）

11月 27日，中国奶业D20（20强）峰会在上海举行。峰会
发布的《2019中国奶业质量报告》显示，今年1月份至10月份，
全国生鲜乳产量同比增长 5.6%，乳制品产量同比增长 8.3%。
奶牛养殖效益回升，达到每头牛年均利润3000元的正常水平，
单产9吨的奶牛利润达4000元。国产乳品消费信心增强，市场
占有率进一步提升。

谋转型：行业20强共拿下近七成市场

目前，我国人均乳品消费量 34.3公斤，比 2000年增长了 3
倍。农业农村部奶及奶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主任王加
启表示，我国奶业转型升级实现了新跨越。2018年，全国奶牛
规模养殖比例达 61.4%，规模牧场全部实现了机械化挤奶；奶
牛平均单产7.4吨，单产9吨以上的高产奶牛超过200万头。主
要乳品企业的加工装备和技术水平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规模
牧场生鲜乳质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多个企业的多款产品获得
国际大奖。

随着奶业转型升级进一步加快，行业集中度也在提升。目
前，奶业20强企业乳制品销售额2350亿元，占全国乳制品销售
总额的69%；自建牧场奶牛存栏172万头，占全国奶牛存栏量的
17%；生鲜乳收购量1833万吨，占全国生鲜乳收购总量的58%。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说，近年来一些企业深耕区域市场，深
受当地消费者信赖，发展势头强劲。一些企业从区域走向全国，
生产和销售不断扩大，行业影响力不断增强。一些企业还从国
内走向国际，在海外布局奶源基地和乳品加工基地。

李德发认为，在奶业稳定发展、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也存
在困难和挑战，主要包括产品供需结构不平衡、产业竞争力不
强、消费培育不足等突出问题。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司
市场稽查专员毕玉安表示，目前乳制品行业存在大而不全、产业
布局不合理、产品供需不够平衡等问题。乳制品企业在管理模
式、自主创新、产品架构等诸多方面与国际大型企业还有一定差
距。

强创新：研发更对路扭转“偏见”

奶业振兴发展的一个瓶颈是比较效益低。农业农村部畜
牧兽医局二级巡视员王俊勋说，从生产层面看，与发达国家相
比，我国奶牛舍饲的生产成本比较高。养殖成本比发达国家高 40%到60%，饲料玉
米价格比国际水平高60%，生鲜乳生产成本居高不下；从消费层面看，我国人均乳制
品消费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发展中国家的二分之一、奶业发达国家的
七分之一；从结构上看，乳制品仍存在“两多两少”问题，即液态奶多、干乳制品少；液
态奶中，常温灭菌乳多、巴氏杀菌乳少。

于康震表示，创新是奶业发展的动力，需要不断增强我国奶业的产品、技术和管
理等综合创新能力，加快提升核心竞争力。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二级巡视
员张军说，奶业企业要稳步开拓乳制品消费市场，发挥国内生鲜乳供应链的优势，创
新发展中高端特色乳制品，促进产品差异化竞争；要继续抓好自有奶源基地建设，有
条件的企业要主动走出国门，通过资本运作提升优质原料供应保障水平；进一步加
大对生物工程、酶制剂食品营养学等前沿学科最新成果的应用，分步骤开展生产线
的智能化改造和升级，提高装备和包装材料的供应保障能力。

促融合：奶农乳企“抱团”步子更稳

“奶业发展的另一个瓶颈是奶荒、奶剩交替发生现象。”多位奶农告诉记者，受进
口奶粉冲击以及乳品加工企业与奶农利益联结机制不健全等因素影响，过去奶业生
产曾多次出现较大波动。国外奶牛养殖和乳品加工大多一体化发展；我国养殖和加
工脱节，奶农处于弱势地位，一些乳企曾在奶少时抢奶、奶多时限收拒收。

10年前，为抵御奶业寒冬，宁夏吴忠市利通区黄沙窝村奶牛养殖户决定“抱团取
暖”，在养殖户吴义明带领下，成立了奶牛养殖合作社。如今，合作社奶牛存栏达
1.33万头，日产鲜奶180多吨，建成标准化奶牛场4个。“从最初的养殖园区统一管理
模式，逐步发展到规模场托养托管模式，再到社员入股分红模式，我们构建了紧密的
利益联结机制，社员收入也越来越高。”吴义明说。

据介绍，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印发文件，重点支持奶农家庭牧场和合作社发展，
引导奶农发展乳制品加工；河南、山东等地支持规模养殖场开办生鲜乳饮品店，部分
养殖场已取得乳制品加工许可证。同时，督促乳企严格执行合同收购，推动乳品企
业与金融机构联合，为奶农提供现金补贴、免息和低息贷款，扩大奶牛饲养规模。据
统计，去年以来，乳品企业收奶量增长了10%左右。

于康震表示，奶业产业链条长、环节多，必须建立稳定的养殖加工利益联结机
制，实现产业链上下游、产加销平衡发展。一方面要促进生产链融合，鼓励乳品企业
通过自建、收购、参股、托管等方式加强奶源基地建设，提高自有奶源比例。鼓励奶
牛养殖与乳制品加工、休闲观光等增值服务结合起来，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另
一方面要促进利益链融合，构建公平合理的生鲜乳收购秩序，推广生鲜乳价格协商
和生鲜乳质量第三方检测制度，善待奶农、让利养殖端。 （华 经）

贵州健康医药产业年产值有望达到1000亿元

海南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成功实施省内首例小儿改良Fontan手术

2019川货电商节暨电子商务发展峰会举办

如何应对新材料兴起对真皮市场的冲击如何应对新材料兴起对真皮市场的冲击？？专专家建议家建议::要与代用材料差异化竞争要与代用材料差异化竞争

加大真皮类新产品研发力度加大真皮类新产品研发力度

湖北宜昌发行长江大保护主题绿色债券

12月起全国景区纷纷下调门票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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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栏
淮安华胜邦运输有限公司、胡建芳：本院受
理原告创金天地投资有限公司诉你们及淮
安市铁龙物流有限公司、周铁龙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9）苏 0812 民初 2968 号民事裁定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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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裁定，
可在公告期满后 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
院。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
刘洋：本院受理原告姚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苏0812民初48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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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
吕从雨、吕恒、张一红：本院受理原告支磊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苏 0812 民初
40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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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淮安
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
王智：本院受理原告清河区美高美娱乐会所
诉你联营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苏 0812民初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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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淮安市中
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
许文峰：本院受理清浦区岑峰毛巾厂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举证须知、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下午 2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九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
张爱连、雷永红、雷蜀黔：本院受理原告王明
文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苏 0812
民初64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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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
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
左云龙：本院受理原告蒋玉春诉你劳务合同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9）苏 0812 民初 5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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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
左云龙：本院受理原告张权诉你劳务合同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9）苏 0812 民初 5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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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
四川省射洪市大榆镇星光村 4组 242号周
小荣：本院受理何正满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川
0922民初 22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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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院大榆法庭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四川省射洪市人民法院
四川省射洪市大榆镇星光村 4组 242号周
小荣：本院受理刘小利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川
0922民初 22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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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院大榆法庭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四川省射洪市人民法院
四川省射洪市大榆镇星光村 4组 242号周
小荣：本院受理杨明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川 0922
民初22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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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院大榆法庭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四川省射洪市人民法院
四川省射洪市大榆镇星光村 4组 242号周
小荣：本院受理李桂芳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川
0922民初 22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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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院大榆法庭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四川省射洪市人民法院
四川省射洪市大榆镇星光村 4组 242号周
小荣：本院受理李春秀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川
0922民初 22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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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院大榆法庭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四川省射洪市人民法院
四川省射洪市大榆镇星光村 4组 242号周
小荣：本院受理张继忠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川
0922民初 22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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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院大榆法庭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四川省射洪市人民法院
四川省射洪市大榆镇星光村4组242号周小
荣：本院受理凡占甫、张小蓉与你劳务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川
0922民初 22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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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院大榆法庭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四川省射洪市人民法院
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半环巷 7号 4单元 93
号张毅：本院受理四川奥尔铂电梯有限公司
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9）川0922民初21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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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榆法庭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
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
力。特此公告。

四川省射洪市人民法院
李建伟：本院受理原告安徽省凤阳县金桥运
输有限责任公司诉你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皖 1126民初 4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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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即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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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滁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安徽省凤阳县人民法院
韩俊臣：本院受理原告安徽省凤阳县金桥运
输有限责任公司诉你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皖 1126民初 4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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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即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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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滁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安徽省凤阳县人民法院
孙玉利：本院受理原告戴兵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皖 1126民初
42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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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即视为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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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滁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凤阳县人民法院
万红军：本院受理原告戴兵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皖 1126民初
35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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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即视为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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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滁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凤阳县人民法院
李建伟：本院受理原告戴兵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皖 1126民初
42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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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即视为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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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滁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凤阳县人民法院
闵建国：本院受理原告戴兵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皖 1126民初
42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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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即视为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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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滁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凤阳县人民法院
鞍山东凯航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崔
洪锋诉你劳动争议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辽0303民初1330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特
此公告。

辽宁省鞍山市铁西区人民法院
赵飞：本院受理原告梅玉宏诉你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辽 0303民初 1165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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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鞍山市
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辽宁省鞍山市铁西区人民法院
胡连龙：本院受理原告鞍山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9）辽0303民初1303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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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
法院。特此公告。

辽宁省鞍山市铁西区人民法院
张宝元：本院受理原告鞍山市昊程运输有限
公司诉你挂靠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地址不
明，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义务通
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与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1日上午9：00分（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辽宁省鞍山市铁西区人民法院
张子遥（法定代理人:张红伟）：本院受理原
告马志恒诉你健康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0222民初 3357号民事判决书副本。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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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河南省通许县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