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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动态

本报讯（记者 默晓龙 □ 刘
玲莉）“县民政局作为招商护商单位
为我们在极短时间内招聘了 20多
个技术工,保证了公司流水线正常
运转。他们还积极帮我们跟省商务
厅沟通协调，落实省定点企业。”8
月28日，湖北塑洁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叶晶说。该公司是一家
从事未污染医疗耗材回收和利用的
环保科技企业，复工后，县民政局迅
速成立专班，帮助企业解决复工手
续办理、防疫物资和用工短缺等问
题。

在抓好招商护商工作的同时，
湖北红安县围绕“民政为民、民政
爱民”宗旨，针对人口老龄化问题，
谋划落实养老服务项目，总投资

538万元的太平桥镇农村福利院养
护楼新建工程就是其中之一，目
前，主体工程已经完工，正在进行
内外墙装修。福利院院长谢天长
说：“我们现已完成总工程 90%，10
月份竣工验收入驻。该项目完成
后，能基本满足我县失能、半失能

老人的需求，养护楼内配套有电
梯、无障碍厕所和无障碍娱乐设
施，各种功能设施配备齐全，将极
大提升全镇五保供养质量。”

保障民生，改善民生。目前，红
安县已谋划“十四五”项目14个，新
型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项目 10
个，资金合计近6亿元，用于建设基
层社会治理、养老、救助等服务项
目。

本报讯 （记者 孟祥山）“根据第
三方评估报告，2019年底我市营商环
境排名相当于全球 190个经济体中的
第 42 位，比 2016 年底上升了 50 位。”
沈阳市营商局副局长龙佳在日前召
开的沈阳市优化营商环境重点举措
新闻发布会上说。

据介绍，沈阳聚焦国家和第三方
营商环境评价中的短板、弱项，瞄准
国内外先进城市最前沿的经验做法，
最大限度的减少办事环节、材料、时
间、成本，提升便利度。

如：办理建筑许可方面，将社会
投资小型工业类项目、带方案出让项
目、既有建筑改造工程划分为工程许
可和联合验收两个阶段，从立项到施
工许可审批时限控制在 10 个工作日

内，竣工验收前的审批事项全部实行
告知承诺制，工程建设项目总体审批
时间控制在 50个工作日以内。

跨境贸易方面，实施“两步申报”
“两段准入”，海关完成风险排查处置
后，即可将货物快速提离；对鲜活易
腐等特殊商品和企业不同需求，开辟
快速通关“绿色通道”。

企业开办方面，将一个行业准入
涉及的多张许可证整合，实现行业

“一证准营”。
据沈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副局长张万东介绍，沈阳市通过压
缩不定时和综合计算工时制度许可、
经营劳务派遣业务许可审批时间，将
国家规定 20 个工作日缩短为 7 个工
作日。

本报讯 （记者 闫 廷）近日，
国家交通运输部发布通报，决定
命名内蒙古呼和浩特为国家公交
都市建设示范城市。至此，呼和
浩特市跻身沈阳、哈尔滨等 26 个
国家公交都市建设示范城市之
列。

2013年 10月，呼和浩特市“公
交都市”申报方案通过交通部专
家评审。同年 11 月，呼和浩特市
在全国 22个公布的城市中被交通
运输部正式确定为全国第二批公
交都市创建城市。2019年 10月 31
日，呼和浩特市国家公交都市建
设示范工程验收工作完成。2020
年 9月 2日，被交通部正式命名为
国家公交都市建设示范城市。

目前，呼和浩特市共有 224条
公交运营线路，运营车辆 2504辆，

线路长度 3803.3公里，城市主干道
布设的 10 条公交快线已全部开
通。

此外，推出定制公交线路 16
条、开通学生专线 25条、城乡公交
线路 27条，形成了由快速线路、骨
架线路、基本线路、特色专线、城
乡线路构成的多层次公交网络体
系。

数据显示，2013年到 2019年，
呼和浩特市公共交通站点 500 米
覆盖率由 71.6%增长至 100.0%；公
交专用道长度从 17公里+3.8标台/
万人；早晚高峰时段公共汽电车
平均运营时速由 12 公里/小时增
长至 18.4公里/小时。

呼和浩特市公共汽电车进场
率为 100%，线路网长度 748公里，
线路网密度 3.4公里/平方公里。

新消费快速复苏，正在为经济增长
带来新动力。

9月10日，据国家邮政局邮政业安
全监管信息系统实时监测数据显示，我
国年内第 500亿件快件诞生。今年以
来，我国邮政快递业呈现出“低开高走”
的态势。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国快
递业务量 1月份低位运行，2月份快速
恢复、转为正增长。进入第二季度，随
着复工复产复市持续推进，快递业务增
速明显加快，重回 30%以上。特别是 5
月份全国快递业务量增速超四成，创
2018年2月份以来新高。当前，邮政快
递业已基本摆脱疫情影响，日均近2亿
件，日均服务用户 4亿多人次，预计今
年快递业务量将突破750亿件。

邮政快递业能实现业务量增速从
负到正再到重回高位区间的转变，不仅
得益于行业的快速复工复产，还得益于
我国新消费市场加快线上线下融合发
展。媒体注意到，其实新消费早已成政
策层面的聚焦点。3月份，国家发展改
革委、中宣部、财政部、商务部等二十三
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
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
见》，提出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助力形成
强大国内市场的六大方面19项政策举
措；同时，明确鼓励线上线下融合等新
消费模式发展。

“快递业务量又是商贸流通的最直
接反映，表面上看它只是简单的物品传
送，但却是消费经济中最具动力的环节
之一，能折射出互联网发展下社会分工
的进一步细化与要素配置形式的升级，
而快递业务量的庞大，恰恰反映出旺盛
的消费需求。”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
员付一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这
个角度来看，新消费市场在政策合力推
动下已有了明显复苏，且还在持续向好。

德邦基金股票研究部高级经理揭
诗琪告诉记者，一方面，快递业务量的
增长体现出居民生产生活逐渐恢复正
常且消费习惯已发生转变。另一方面，
国家统计局8月1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以来，生鲜电商、门店到家等在线
零售业态迅速壮大，网络购物保持快速
增长。前7个月，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为25.0%，
比上年同期提高5.6个百分点。电商与
快递业务快速发展侧面反映了网络销
售、直播电商等新动能、新业态的复苏
与增长。

谈及加速新消费市场复苏还需哪
些方面助力，揭诗琪建议：第一，完善新
型消费的引导政策。第二，要加快新型
消费基础设施建设。第三，就企业而
言，围绕产品创新能力构筑新型消费
生态优势是关键。 （昌校宇）

聚焦短板、弱项

沈阳市营商环境改革再升级
呼和浩特市被命名为国家公交都市建设示范城市

湖北红安县民政局积极服务项目保发展

9月10日诞生年内第500亿件

日均近2亿件 快递折射需求旺盛

□ 本报记者 李豪悦

越来越多的男性开始为“脸面”消
费。在知乎，一个关于“男生怎么护肤”
的提问下，最高赞的回答，点赞数超过3
万，并有将近10万人关注这一问题。当
男性消费者也将目光投向如何护肤时，
自然推动着男性护肤品的发展。今年9
月，国产男士化妆品品牌“蓝系”完成天
使轮融资。

越来越多的现象表示，购买化妆品
“妆”点脸面，将不再只是女性消费者的
“特权”。

《中国美妆个护消费趋势报告》数据
显示，86.3%的 90后男性美妆用户们会
自己研究男性护肤。与此同时，数据显
示将近 80%的 90后、95后男性，早在大
学及以前就养成了护肤习惯，而95后男
性已经成为线上男士护肤市场的第一大
消费主力。

95后消费者包先生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早晚有规律的使用洗面奶、爽
肤水和乳液，已经是一种习惯。“如果能
找到肤感好，不闷痘的防晒霜，我应该也
会每天出门前涂防晒。好多人觉得男生
注重保养是‘娘’，但这显然是对男性的
一种偏见。我身边许多朋友，都不介意
在自己脸上花钱保养。”

无独有偶，从事法务工作且常年
熬夜的甲先生向记者表示，因为工作

原因和北京气候的问题，他会定期敷
面膜，护肤品也不局限在水乳霜。“熬
夜无论是对男生还是女生，皮肤都会
有影响。既然女生会担心皮肤出现问
题，为什么男生不可以呢？我觉得皮
肤出现问题还不护理，并且把‘糙’
和‘男人味’对等才是奇怪的观点。工
作中和别人相处，保持外貌体面是基
本尊重，‘脸面’是否得体，当然也是外
观的一部分。”

像包先生、甲先生这样的消费者并
非孤例，数据显示越来越多男性在化妆
品上的消费，不仅仅是购买洗面奶、爽肤
水和乳液这类“入门级”的护肤。

欧睿咨询数据显示，2016—2019
年，中国内地男性护肤品及化妆品市场
的 零 售 额 平 均 年 增 长 速 度 将 达 到
13.5%，远高于全球的5.8%，其中男士美
妆最热销品类依次为BB霜、眉笔和美妆
套装。与此同时，青山资本在《2020中
国快消品早期投资机会报告》中指出，中
国男士洗护的市场规模约 150亿元，男
士彩妆市场的发展也不容小觑，近两年
的年增速均高于50%。

消费人群的增长，市场规模不断扩
大的前景变得清晰可见，这也逐渐吸引
针对男性消费者的化妆品牌的出现。据
多家媒体报道，成立于 2019年 7月的国
产男士化妆品品牌“蓝系”，于今年9月，
获得 1500万元的天使轮融资。记者了

解发现，这家年轻的国产品牌，针对男性
消费者开发了男士护肤和男士彩妆两大
产品线。

有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对于历史
悠久的女性护肤品市场，因为品类丰富，
成分多样，大部分女性护肤品，其受众并
非仅仅局限在女性消费人群。“虽然资生
堂、欧莱雅等大品牌都有男士产品线，但
是他们以女性模特、女明星代言的王牌
产品，使用人群除了女性消费者，还有大
量男性。然而针对男士推出的护肤品或

彩妆，极少会有女性消费者购买使用。
这就意味着，如果市面上推出一款针对
男性用户的化妆品品牌，会间接将女性
用户‘拒之千里’。可即便如此，越来越
多男性专用化妆品品牌的出现，本身就
意味着男性消费者群体正变得庞大起
来。“

而《去性别化消费·中国两性消费趋
势报告》显示，目前中国男士护肤品市场
已达到百亿元规模，未来男性有望成为
化妆品消费人口的重要贡献群体。

男性彩妆市场年增速高于50%

男士也爱“妆”点脸面

本报讯 9月14日，银保监会有关负
责人在银保监会新闻通气会上表示，截
至 8月末，全国在运营的网贷机构只剩
15家，较 2019年初下降 99%，借贷余额
较2019年初下降84%。

该负责人表示，虽然网贷风险专项
整治取得决定性进展，但后续工作时间

紧、任务重、难度更大，剩余机构的“三
降”问题进展缓慢，网贷机构退而不清问
题依然突出。下一步要彻底开展风险整
治工作，如期完成整治收官工作，将处置

存量风险作为核心工作来抓，提高资金
的清偿率和返还效率；地方要加快落实
机构转型试点工作，加快转型进度；加大
恶意逃废债的打击力度，目前已有 200

余家网贷机构接入央行征信系统和百行
征信；研究建立互联网金融监测长效机
制，坚决落实金融业务要持牌经营的要
求。

智能电视行业的竞争一直没有停止。今年一季度
疫情期间，彩电作为大型家电遭受巨大影响，市场规模
丢失近三成。随着二季度市场回暖，彩电零售规模同比
增长，但今年上半年，彩电业依然呈现下滑趋势。面对
硬件市场低迷，无论传统彩电企业还是互联网电视企
业，逐步将目光放到系统生态打造，透过多屏联动的生
态系统，抢占市场，进一步获得利润。

奥维云网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彩电市场受疫情影
响，市场规模丢失近三成。二季度国内彩电市场零售量
规模实现同比增长。但整体来看，今年上半年国内彩电
市场零售量 2089万台，同比下降 9.1%，零售额 516亿元，
同比下降 22.2%。

多家电视巨头披露的上半年财报，证明了市场下行
对它们产生了业绩压力。彩电业人士表示，电视这一硬
件在近年呈现萎缩，因此无论是传统彩电企业，还是互
联网电视厂商、智能屏厂商，都努力开辟新的业务，甚至
传统电视以外的屏幕，并达到多屏互动。日前刚发布秋
季新品的酷开，除了全新的 75英寸大屏幕外，更推出了
多款电脑一体机。

早前举行的康佳线上发布中，不仅有智慧电视新
品，更包含了智能净水器、智能风扇、洗碗机等家电品
类。

从单纯做硬件，到打造软件生态，近年已成为国内
众多智能厂商的共识，不仅是智能手机厂商，家电企业
亦朝着这方面发展。卖硬件只是开端，背后的软件生态
以及内容、应用付费才是最终目的。

作为互联网电视“领军”的小米，透过智能电视与智
能手机、智能家电等软件系统互联，获得了众多年轻家
庭用户青睐。去年进入智慧屏市场的华为，其智慧屏是
首款搭载自研系统鸿蒙的终端。

“智能电视下半场竞争的核心是 IoT（物联网），即智
能互联生态。软硬结合，实现 1+1＞2的效果。”彩电行业
资深人士告诉记者。

于消费者而言，智能电视+IoT，看重的始终是好用体验。机构数据显示，截
至 2019年，智能电视市场上能够联动其他家庭设备的比例仅 29%，支持语音助
手的比例仅为 45%。目前，智能电视的发展处于连接交互智能化阶段，在家庭
设备连接和交互方式拓展上仍有较大发展空间。IDC中国研究经理潘雪菲表
示，智能电视要寻求“破局”，需要在传统拉力上进行结构化调整，提升运营效
率。

（广 报）

截至8月末全国仍运营的网贷机构仅剩15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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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了解决村级工业园“散乱
污”问题，广东佛山龙江镇率先启动了村
级工业园改造，打造了超20平方公里现
代产业集聚区，为龙江整个产业的发展提
供了一个非常巨大的载体。龙江镇镇长
孙春刚表示，“村改”，破是过程，立是结
果，龙江“村改”释放了大量的土地资源。
龙江在为传统家具产业提供拓展空间做
大做强的同时，培育壮大芯片、新材料、生
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发展，通过产业聚集再
造一个甚至若干个产业龙江，为佛山的万
亿产业集群，做出贡献。

龙江镇位于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西
部，地理位置优越。20世纪90年代中期，
龙江抓住机遇，成为广东省家具和塑料建
材专业镇，以一镇之地占据全国家具市场
近半份额。目前，已经举办了39届的国
际龙家具展览会，是与广州家展、深圳家
展、东莞家展并列的广东四大家展品牌之
一，在海内外极具影响力。

龙江镇有3千家制造企业，1万多家

家具辅料经营单位，超15万家具从业人
员，“顺德家具 龙江智造”已经成为一张
响亮地标名片。中国家具协会理事长徐
祥楠带队走访龙江时，对龙江家具产业给
与寄语：“龙江是‘中国家具设计与制造重
镇’，这份荣誉独一无二。在龙江镇政府
对家具产业全力支持下，龙江家具要抓住
契机，要以‘中国家具，龙江智造’的自信，
让全世界消费者都知道龙江家具。”

佛山市委副书记、顺德区委书记郭
文海表示，科技创新发展是顺德的高质量
发展关键所在。龙江的两龙文化是一种
包容的文化，在龙山社区金紫公园，华光
大帝庙、观音殿、孔圣庙等佛、道、儒等多
种文化交织在一起，龙江人对外来先进事
物的吸收，有非常的好科技创新群众根
基。当年家具产业的兴起，就是由于龙江
人对沙发的好奇心抓住产业发展良机。
打造比拟一线城市的宜居环境留住人才，
这是龙江文华社区的工作重心。据社区
书记龙加燊介绍，创新型的“六员联动”治

理方式，为常驻人口过7万，超8成是新市
民的社区建立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
理格局，并入选“全国城乡社区疫情防控
优秀案例”初审。“留住人才，优服务”这是
龙江的承诺。

村改不只为产业发展提供了机遇，
也带动了城镇的环境改变。龙江镇仙塘
村村委书记赖珠兴介绍，“仙塘万洋众创
城作为顺德区第一个村改示范项目，在产
业转型升级的同时，通过项目配套资金，
仙塘的河涌、环境、教育、基础设施、道路
等方面都得到了改善，提升了整个村居的
生活环境与质量，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仙
塘。”在龙江苏溪社区，整洁的环境，街头

巷尾，利用边角地打造的“贴心公园”，在
炎热的夏天为提供了一片清凉休闲之
所。人居生活环境改善，让群众更能理解
村改的政策，在龙江村改支持率均在98%
以上，这让投资企业落地龙江更有信心。

种好梧桐树，引来金凤凰。2020年7
月项目投资超百亿“海天高端智能装备生
态产业基地”落户龙江。龙江镇党委书记
何春云表示，龙江作为腾飞中的湾区明
珠，有着非常好的产业和群众基础，有村
改先手政策优势扶持，同时也有着优美
的岭南风光，舒适的宜居环境，欢迎的海
内外嘉宾到龙江来，腾飞中龙江未来更
加美好！ （赖群英）

村改破题村改破题：：佛山龙江镇打造超佛山龙江镇打造超2020平方公里现代产业聚集区平方公里现代产业聚集区

法院公告栏
包明朝：本院受理原告向伟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0）豫 1302民初 8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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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送达后 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南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特此公告。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
杨磊：本院受理原告王伟平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0）豫1302民初9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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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决书送达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
刘英勇、郭东升、南阳市金泰源商务咨询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春玲诉刘英勇、郭
东升、南阳市金泰源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和 16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假日
顺延）在本院茶庵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
马劲松：本院受理原告张丹诉你与王笋
（2020）豫 1302 民初 2970 号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相关法
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三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将依法缺
席审理。特此公告。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
王杰、杨彩波：本院受理原告吕志明诉王
杰、杨彩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和
16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茶庵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
重庆市开州区临江镇三星村7组88号陈兴
兵、陈致敬、许崇清：本院受理原告王洪与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0）渝
0154 民初 2472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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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重庆市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特此公告。

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
重庆市开州区临江镇万安村 5组 160号陈
元发：本院受理原告罗小兵与你离婚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0）渝 0154 民初 2689 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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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重庆
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
重庆市开州区南雅镇大冲村2组60号谭祖
恩、重庆市开州区南雅镇大冲村 2组 60号
附1号谭德刚：本院受理原告谭青海与你们
及第三人谭青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20）渝 0154 民初 2663 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视为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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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重庆市第
二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
徐超：本院受理原告刘云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0）豫 1503 民初 1585 号判决书。限
你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内来本院甘
岸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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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信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
李易（身份证号：511022198312304616）：
本院受理原告牛开俊、王甫诉你及成都梵
度匠心商贸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两案，
案号分别为（2020）川 1381 民初 1122 号、
1114 号，本院判你及成都梵度匠心劳务有
限公司共同向两案原告支付所拖欠工资，
现因成都梵度匠心劳务有限公司不服该判
决，通过本院向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上诉。因你地址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

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
王朝木（户籍地四川省阆中市东兴镇龙洞
村 12 组 5 号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为
511381197503226237）：本院受理原告张
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
（2020）川 1381 民初 2955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保宁法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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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
周建华：本院受理原告刘才元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
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0
年 12 月 3 日 9 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法院
周建华：本院受理原告刘才元诉你追索劳
动报酬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定于
2020年12月3日10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
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法院
张召康：本院受理原告安徽宿松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张召康信用卡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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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本公告自发出之日
起 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及提出答辩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并于 2020
年 12月 1日 9时 00分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安徽省宿松县人民法院
邹天成：本院受理的冷云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豫 1502 民初 2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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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
林开盛：本院受理孟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案号为（2020）黔 0502 民初 9535 号，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及相关庭前
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下午 14
时 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清水铺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平原县鲁龙面粉厂：本院受理的原告馆陶
县振国塑料包装有限公司诉你厂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厂公
告送达本院（2020）冀 0433民初 9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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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北省邯郸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馆陶县人民法院
王永军、张金荣：本院受理的原告刘伟涛诉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冀 0433 民初
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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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北
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馆陶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丁仕伟申请宣告丁佩彬失踪一
案，经查：丁佩彬，男，1971 年 4 月 30 日出
生，身份证号码：342125197104309358。住
安徽省蒙城县漆园办事处十里井村丁庄。
于 2002 年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已满 2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任情本人或知
其下落的有关人员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
为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个月。公告期间届
满，本院将依法裁判。特此公告。联系电
话：0558-7612073。

安徽省蒙城县人民法院
赵中尧：本院受理的（2020）川 1304 民初
2806 号案件，原告刘春艳诉被告赵中尧追
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如下：一、判
令被告偿还原告代被告偿还案外人梁富勇借
款30000元及利息；二、判令本案实现债权的
费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开庭传票等诉讼
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
于2020年12月18日9：30时在本院火花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本院将依法缺席
审理判决。特此公告。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人民法院
袁洪伟（51292119660825259X）：本院受
理的（2020）川 1304 民初 2066 号原告何超
诉被告袁洪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请
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 40000元。因你方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本案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
上午 9：00 在本院火花法庭开庭审理，届时
未到，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特此公告。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人民法院
王会明：本院受理的（2020）川 1304 民初
3384 号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充市嘉陵区支行与你及南充市碧桂园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请求：1、被告王会明向原告偿还借款本
金 259,109.20元及利息。罚息，并赔偿损原
告损失；2、判令被告南充市碧桂园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3、依法确认
案涉预抵押有效，并确认在对抵押物进行处
置后，原告享有有限受偿的权利；4、判令被告
向原告结清拖欠的本金、利息、罚息后解除双
方之间的《个人购房借款及担保合同》；5、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廉
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于2020
年12月31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审
理判决。特此公告。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