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1.20
CONSUMPTION DAILY

设 计A4
责编:陆 俊

丰台市场监管局之窗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积极做好消费扶贫产

品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为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丰台区市场

监管局依托部门职责，紧抓消费扶贫产品
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一是严把准入关口，
规范经营行为。加大对扶贫产品经营单
位的指导，督促其落实《食品安全法》、《食
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完善索证索
票、进销货台帐登记等溯源管理制度；二
是细化监管要点，强化监管服务。区局科
所两级联动，对扶贫产品经营单位集中开
展索证索票、进货查验、信息公示等食品
安全主体责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
处理消费扶贫产品相关消费争议，树立消
费者对扶贫产品的消费信心；三是强化监
督抽验，加大风险排查。将消费扶贫产品
纳入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范围，有计划地
开展消费扶贫产品的监督抽检；四是建立
信息共享，加强业务交流。及时梳理监督
检查、监督抽检、风险监测、投诉举报等工
作中发现的涉及消费扶贫产品的食品安
全问题，巩固扶贫攻坚成果。 （刘聪）

法院公告栏
栗俊平：我院受理原告栗继顺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0)冀0423民初95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城关法庭领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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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临漳县人民法院
杨存友：扎鲁特旗众鑫混凝土搅拌有限公
司诉杨明权、第三人杨存友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经结案，被告杨明友不服判决，在法
定期间内提出上诉，经我院审查其符合上
诉条件，可以上诉，但上诉期间，本院无法
联系你本人，现向你公告送达（2020）内
0526 民初 1915 号民事上诉状一份，请你在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上诉
状，逾期即视为送达。

内蒙古自治区扎鲁特旗人民法院
叶峰：本院受理原告黄光辉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0）豫 1502 民初 2554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五星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院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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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建伟、张海霞：本院受理原告广平县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
冀 0432民初 35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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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广平县人民法院
邯郸市祥龙粮油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原
告邯郸市聚合运输有限公司诉你公司债权
转让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
送达（2020）冀 0432 民初 1300 号民事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遇节假日顺延）
上午九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广平县人民法院
胡滔：本院受理李开勇与胡滔建筑设备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已于2020年11月11日作
出(2020)川1321民初6422号民事判决，判决
如下：被告胡滔在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原
告李开勇支付租赁费 22000元及资金利息。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
宋华清:本院受理四川南部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因你外出无明确通讯地址，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川1321民
初3388号民事判決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
内来本院南隆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上诉期为送达后十五日内，逾期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
陈建军（511028195311220319）：本院受
理的（2020）川 1028民初1843号原告魏万友
诉被告陈建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被告陈建军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魏万友借款 100000
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
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00元、公
告费 500元，合计 2800元，由被告陈建军负
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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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四川省内江市中级
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四川省隆昌市人民法院
涂汉民：本院受理的（2020）川 1923 民初
2943号原告平昌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被
告涂汉民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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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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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四川省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法院
韩坤：本院受理原告张娟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0）豫 1422民初 2841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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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
王书彬：本院受理原告解红涛诉你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0）豫 1422 民初 3071 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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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
左跃选：本院受理原告李先强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0）豫 1422 民初 2328 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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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
王孝辉：本院受理原告程晓燕诉你离婚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0）豫 1422民初 2686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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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
张钰泊：本院受理原告于永生诉张硕、张观
洋、张钰泊、张奥迪健康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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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通许县人民法院
张观洋：本院受理原告于永生诉张硕、张观
洋、张钰泊、张奥迪健康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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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通许县人民法院
贵州万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诉被告安龙县教育
局、第三人普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 2020年 10月 23日
作出(2020)黔 2328民初 181号民事判决书，
安龙县教育局不服，提起上诉，因你下落不
明，无法与你取得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 (2020)黔 2328 民初 181 号民事上诉状。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上诉
状，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
朱长安、黎芳芝：本院受理努日买买提·买
买提阿布拉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豫 1628民初 269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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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副本，上诉于
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河南省鹿邑县人民法院
朱长安、黎芳芝：本院受理玉努斯·买吐送
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20）豫 1628 民初 2682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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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副本，上诉于河
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河南省鹿邑县人民法院
刘玲芹、李玉民：本院受理原告王彪、曲改
会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现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20）冀 0430民初 588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被告将案涉房产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
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第二审
判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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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邱县人民法院
卢志永、张建森：本院受理原告通许县创业
贷款担保中心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风险告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10 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练城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通许县人民法院
杨建峰：本院受理原告刘红卫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0）豫1421民初18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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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民权县人民法院

□ 本报记者 陆 俊 文/摄
曾经的家居设计风格，追求“北

欧风”、“美式乡村风”、“欧式宫廷风”
等等，但是现在，家装领域的这些“洋
式”风格不那么受欢迎了。随着年轻
消费群体的兴起，他们开始回归中国
传统文化，更接受“中国风”、“新中
式”，在这里，中式风格≠“土”。而以
年轻人为目标消费群体的定制家居
企业，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变化趋势，
推出了中式风格的定制家居设计，并
在年轻人当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日前，一场“让年轻人爱上中国风
——国潮文化大课”在北京举办，在定
制家居领域掀起了一股以故宫文化元
素为点睛之笔的“中国风”。

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在国潮
文化大课上进行了一场生动而幽默的
演讲，吸引了参会者的极大兴趣。单霁
翔的演讲主题是《“住”在故宫，故宫文
化“活”起来》。他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故
宫文物保护和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

工作，演讲中，他用在故宫文化保护、环
境保护等过程中发生的许多用动人故
事和很多平常难以见到的珍贵历史图
片，以别具一格的方式生动地介绍、展
示出故宫独特的文化价值，让年轻人深
刻领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对中国
文化产生更多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同
时，单霁翔也表达出他们“把壮美的紫

禁城完整地交给下一个 600年”的热忱
和使命。

单霁翔认为：“好的文物保护，不能
锁在库房中落满灰尘，而是应该回到人
们的生活当中。让文物‘活’起来，让文
物有尊严，这样的文物、文化才能成为
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

据介绍，经过多年的努力，目前故

宫博物院已经有了大批年轻粉丝，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喜欢古老的故宫，开
始喜欢传统文化。

“故宫元素”进入家居设计当中

而故宫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
价值，也被定制家居企业所重视，并
把“故宫元素”运用到了家居设计当
中。知名定制家居品牌——尚品宅
配总经理李嘉聪认为，当前市场上一
些所谓的“中式风格”家居，只是对中
国文化元素的堆砌，繁复厚重，既没
创意也不时尚，而且价格高昂，这些
因素使得很多中式家居难以赢得年
轻人的心。

为此，尚品宅配以“新审美、新用材、
新设计、新智造、新配套”的全新理念，借
助以故宫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元素，重新
定义中式传统文化美学，推出了“锦绣东
方”新中式系列家居空间设计。

据“锦绣东方”主创设计师李冉介
绍，他们的设计灵感来源于中国传统
文化的荟萃之地——故宫，借鉴了故
宫的建筑、文物、器物中的文化元素，
用现代设计手法诠释东方之美，把故

宫元素和宫廷文化创新融入到家中，
打造出简洁、清爽、时尚的新中式风
格，这样的家居设计，正是当前深受年
轻人喜爱的。

家居企业迎接“国潮”

在这股“中国风”的大趋势下，其
他家居企业也在迎接风口，抓住机
遇，把中国文化自信的理念及元素应
用到产品设计上。哲品北京公司总
经理韩淑华介绍，他们设计“哲品”的
初心，就是希望以当代的设计诠释传
统的中国文化，让以中国为代表的东
方文化和生活美学走向世界，创造

“新派茶生活”。目前哲品以“简易、
妙思、当下”的理念，逐渐完成从几件
产品到“新派茶生活”品牌的华丽蜕
变。

“生活在左”首席品牌官曲晶认为，
通过年轻的设计让“非遗”活化，以中式
文化和高品质赢得消费者的心，才能真
正触摸他们的内心需求。要让中国传
统文化更加有温度，走进千家万户，活
跃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才能真正
地复兴中国传统文化。

如何深度挖掘设计
与全屋定制企业之间的
潜力，促使设计师和定
制家居企业实现更好的
市场“融合”，从而进一
步 深 化“1 + 1>2”的 关
系？日前举办的“设计
无界·对话定制”邦克高
端设计师品鉴论坛，呈
现了一场设计师与家居
品牌之间的高峰对话，
探究未来定制家居市场
的风云变幻。

设计是定制家居的
灵魂。事实上，这是由
定制家居的产品特性决
定的。当前，越来越多
定制品牌将设计视为企
业发展的核心之一，从
外观和功能创新，到空
间的充分利用、内部收
纳系统的科学性，消费
者都需要设计师来给他
们做设计，因此，未来定
制家居与设计之间的互
动将愈发紧密、愈发频
繁。

在大家居融合背景
下，定制家居强化设计
实力，已经是行业的共
识。大家居企业需要定
位好自己向消费者输出
怎样的审美引导，并加
速构建品牌的审美创造
能力以及审美输出能力。《2019定制家居
用户调查报告》数据显示，中国一半以上
消费者愿意尝试全屋定制。特别是消费
升级的加持下，消费者对个性化的生活方
式的需求日趋强烈。

为了给设计师和定制家居企业提供
一个更加广泛和深入的沟通交流平台，11
月18日，邦克新品发布会暨珠三角高端设
计师品鉴论坛在佛山顺德举行，来自广
州、佛山、深圳、东莞等珠三角地区的顶尖
设计师和家装建材商将共聚一堂，探讨相
互合作的可能，实现赋能共赢的目的。

邦克高端设计师品鉴论坛大会以“设
计无界·对话定制”为主题，不仅提供合作
的契机，更深入探讨时下的全屋整装趋
势，以及如何引导并满足客户的本质需
求，重新构建未来的生活方式。

能否充分挖掘并发挥“1+1>2”的价
值，关键是平台所缔造的凝聚力。作为本
次论坛活动的主办方、不锈钢全屋定制产
业的领军者，邦克将通过自身影响力，使
品牌、产品、运营等能力与渠道优势串联
起来，与广大优秀设计师一起，共同创造
更好的价值。

论坛当天，邦克带领广大设计师及参
会者实地考察工厂项目。作为一家集研
发、生产、营销、服务于一体的全屋定制专
业制造商，邦克在建材市场耕耘23年，具
有深厚的实力底蕴为本次论坛站台。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在不锈钢领域，
设计师“带货”甚至占到了总销量的10%-
20%，随着非标定制化趋势的不断加剧，
未来该比例还将进一步提升;同时，设计师
在选择“带货”时，尤其看重品牌硬实力，
基于对业主负责的原则，设计师在推荐品
牌时候往往十分谨慎，他们不会贸然推
荐，这使得“设计师带货”更倾向“成名”品
牌。

因此，在品牌塑造层面，邦克可谓不谴
余力。从1997年成立至今，邦克始终坚持
功能人性化的创新设计，重视产品原创设
计与前沿技术研发，同时通过引进欧美先
进的工业4.0制造工艺，目前已跻身国内全
钢产品一体化服务供应商的前三甲。

随着邦克高端设计师品鉴论坛峰会
的召开，邦克携手设计师发挥“1+1>2”价
值的战略目标，已经不言自明。业内专家
分析指出，联手设计师只是邦克未来战略
布局的其中一环。

让年轻人爱上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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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纳架带轮子。厨房橱柜空间不够，需要收纳架做补充，千万不要用不好挪
动的收纳架，地面会形成卫生死角。比如像宜家的小推车，颜值高，收纳量大，清
扫地面的时候，不用很费力就能移动到一边。厨房的夹缝空间，一样要用带轮子
的，这样收纳杂物、饮料零食的时候，抽出来就能拿到。

房子住久了还想保持整洁干净真的不容易，除了一些清洁技巧和工具，有些
是从装修设计就要考虑到的。

柜子通顶通底。家里要干净，最起码柜顶和柜底不要落灰，但是按照正常的
清洁频率其实很难做到。因此在装修的时候，正常的衣柜一定要通顶通底。这样
就避免了落灰的可能性，同时柜内的容量也比以往更大，除了衣柜，像厨房的吊
柜、家里储物柜也一样要通顶设计。

客餐厅用细高腿家具。想要一进家门，第一眼就感到清爽利落，客餐厅一
定用细高腿的家具，一是能提高人的视线，让整屋显得不笨重，更清爽。二是细
高腿让地面灰尘一目了然，不管是从清洁便捷度还是心理方面，都会让人第一
时间清扫，家里自然能每天都保持干干净净。

阳台砌个小地台。阳台如果摆
放洗衣机，建议砌个小地台。这样下
雨的时候，雨水就不会流入洗衣机底
部，也就能避免灰尘、污渍等堆积在
洗衣机下。还有一个好处是，这样更
方便洗衣机排水，减少出现下水溢出
的情况。

清洁工具收纳墙。清洁工具，如
果直接随便堆放，也是比较乱的，把
卫生间门后空间利用起来，壁挂在墙
面上，就能瞬间整洁起来。壁挂起来
的另一个好处是，方便沥水干燥，拿
取也便捷，家里看着也更干净整洁。

浴室柜底部悬空。想要卫生间清洁省力，浴室柜底部一定要做悬空，并且
要至少悬空30厘米左右。这样扫把、拖把都能放进去做清洁，平时还可以放个
脸盆，电子秤之类的。一旦浴室柜底部悬空很小，并且还带腿，就会形成了一个
大的卫生死角，无法清洁也不能做收纳。

高脚床。卧室要干净整洁，选择高脚床比较合适，这里还是考虑到一个清
洁的问题，不管是自己清洁，还是用扫地机器人，高脚床一定是比落地床更方便
打扫。

灶台墙面装防油污板。大多数
人家灶台前都是瓷砖墙面，但是瓷砖
之间有缝隙，有些油污溅去后，很难
清洁。在灶台前墙面安装防油污板
以后，一下就省很多力气。每天做完
饭，油污拿抹布一擦就掉，整面墙都
非常清爽干净，厨房也显得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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