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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产业·一家之言一家之言

本报讯（记者 闫 廷）近年来，内
蒙古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始终坚持把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助力脱贫
攻坚、提升基层党组织服务能力的有效
抓手，积极探索村集体经济的有效发展
模式，100%的村级集体经济年收入实
现5万元以上。

据了解，2017年底，清水河县103
个村级集体经济年收入 257.92万元。
2020年，该县103个村集体经济收入均
实现5万元以上，实现100%村“保五”，
达966.69万元。

清水河县着力选优配强村党组织
带头人，通过政策鼓励、乡情感召等措
施，“回引”一批思路活、资源广的外出
务工致富能人组建龙头企业、专业合作

社、种养大户，增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造血”功能。同时，注重把懂农村经
济、熟悉农村工作、富有基层经验、善做
群众工作的成员选派为驻村工作队长
兼驻村第一书记和产业发展指导员。

此外，清水河县充分利用现有资
源，拓展村集体经济增收空间。韭菜庄
乡三岔河村采取“支部+公司+基地+农
户”模式，通过多形式流转土地，引导农
户发展蘑菇、黑木耳、灵芝等特色产业，
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五良太乡菠菜营
村按照筑巢引凤发展路径，成立专业合
作社，实施肉驴养殖项目；宏河镇聚宝庄
村依托设施农业产业园，通过“支部+基
地+农户”模式，引进种植反季樱桃130
亩、葡萄305亩，增加集体经济收入。

本报讯（记者 默晓龙 □ 廖亮
余静）据湖北省掇刀区商务局消息，
2020年，荆门高新区·掇刀区实现外贸
进出口总值59亿元，同比增长3.4%，占
全市进出口的 68.3%，其中，出口 35.5
亿元，同比增长16.6%，成为荆门市唯
一实现进出口正增长的县市区。

2020年，针对全球疫情防控和国
际市场环境恶化给全区外贸进出口带
来的不利影响，该区商务局和相关单位
主动作为，积极应对，保障外贸稳定增
长，全年外贸进出口实现逆势上扬。

抓企业培育，促进外贸出口稳定增
长。区商务局在巩固抓好格林美、亨迪
药业、宏图等企业外贸出口的同时，重
点引导培育亿纬动力、鸿创科技等企业
出口。继续实施“破零攻坚”行动，全年

新增外贸出口备案企业29家。
抓政策落实，促进外贸出口环境优

化。全区认真贯彻落实上级精神，全面
梳理政策，推进中央各项减税降费政策
的落实。全年为26家外贸进出口企业
兑付中央、省、市区外贸发展专项资金
908.11万元。

抓平台建设，促进外贸出口服务
保障。全区积极与荆门市普路通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等国内知名的外贸服
务企业衔接沟通，全力打造集融资、通
关、退税、物流、保险等外贸服务于一
体的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全年共为我
区 32家外贸企业提供出口便利化服
务，并成功推动博韬合纤通过保税物
流中心开展铁海联运出口的新业务模
式。

湖北荆门高新区·掇刀外贸进出口去年59亿元

内蒙古清水河县开拓新渠道增加集体经济收入
103个村收入均实现5万元以上

本报记者 叶德宝 毛华敏 □ 马佳丽

在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
复杂的情况下，很多人选择了“就地
过年”，网上买年货、快递送祝福成为
传统拜年方式的有益补充，也为提振
春节消费、激活内需市场添了一把

“火”。

“真金白银”让留浙人员过好年

节前，浙江的各大快递公司发布
公告表示，春节期间快递不打烊，并
推出各种留岗福利。“春节期间，留岗
员工的工资和派送费都翻倍。”圆通
速递服务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相关
负责人表示。

1月 18日，杭州出台《关于开展春
节期间面向在杭外来务工人员“十
送”关爱行动的通知》，其中包括发放

给“在杭务工、非浙江户籍并在杭缴
纳社保的春节期间在杭务工人员”的
1000 元“在杭大红包”。除了杭州市
的“真金白银”，杭州各县区也出台了
系列政策。上城区开展“情满上城”
关爱外来务工人员“送祝福、送慰问、
送服务、送电影、送健康、送关怀、送
春游”的系列行动；余杭区启动“在杭
外地员工留余杭乡村过大年”活动，
通过政府引导，发放 1000万元政策大
礼包，可用于民宿（农家乐）住宿、民
宿（农家乐）消费或指定网上渠道购
买余杭特色年货等。

“淘宝式拜年”成为新年俗

淘 宝 数 据 显 示 ，今 年 年 货 节 首
日 ，淘 宝“ 年 货 ”的 搜 索 量 激 增
240%。网购年货掀起的热潮，也让浙
江的不少工厂、商家迎来史上最忙的

“年货节”。服饰、美食、饰品等多个
产业带上，不少商家销量走势迅猛。

为了支持“淘宝式拜年”成为新
年俗，浙江各地市“各显神通”。湖州
市与抖音平台合作开展为期 5天的年
货节专场直播带货活动；嘉兴市举办
了“居家嗨购 留‘嘉’过年”主题活
动；台州市举办了“台州·阿拉尔线上
年货节”。

自“2021 全国网上年货节”活动
启动以来，浙江商务系统紧密结合促
消费、数字生活新服务行动等工作，
以“网上浙年货”为主题，在全省各地
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系列
活动，全力保障全省春节期间居民消
费需求，取得阶段性成效。

多部门保障市民拎稳“菜篮子”

杭州勾庄农副产品物流中心的

各大农批市场正平稳有序地运行着，
绝大部分产品的价格波动不大。从
杭州市商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杭州
各县市区肉菜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
稳。

记者从杭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了解到，为做好春节期间的消费及
安全保障，该局要求市场要精准关注
近期粮油价格和进出货动态，掌握第
一手资料并及时报送相关动态情况
资料，鼓励商户加大粮油进货量、备
足库存，确保节日期间的安全供应。

浙江青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青莲食品今年春
节期间，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员工留在
工作地过年。

杭州市商务局节前召集重点保
供企业座谈交流，会上各企业也提出
自己的保供应举措。

“浙”里年味很足“淘宝式拜年”成为新年俗 □ 力 纳

牛年春节前夕，网上出现的“多地解禁燃放烟花爆竹”消息引发热议，
但官方回应上述说法不实，系一些自媒体的误读，各地有关售卖烟花爆竹
的规定与去年相比并无太大变化，燃放仍被严管。

有网友发表评论认为，过去燃放烟花爆竹，也没感觉对环境造成了多
大污染和破坏，不能把什么“罪过”都让烟花爆竹来背负，严控将导致烟花
爆竹产业市场空间越来越窄。

早在2019年，中国烟花爆竹协会秘书长黄海辉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
远吗？》为题，对中国烟花爆竹行业进行了回顾和展望：“近几年，全国许多
城市加入烟花爆竹限放、禁放行列或者扩大禁放范围，烟花爆竹的销量逐
年递减，这无疑对于烟花爆竹产业是个巨大的打击，今年尤其是行业寒
冬！”

随后，2019年全国两会代表委员通过《让烟花爆竹在中国城市重现绽
放》《支持烟花爆竹传统产业健康发展，杜绝“一刀切”禁放政策》等提案和
议案为烟花爆竹产业发出呼声。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诸葛彩华《关于合
理引导和规范烟花爆竹生产经营燃放，促进产业良性发展的提案》已立案。

解铃还须系铃人。“禁放”之前，烟花爆竹消费是什么情景，很多年岁稍
长的人应该都有记忆。除夕夜乃至整个正月期间，家家户户买几挂百余头
甚至几十头的小鞭炮，给小孩子买点“不会炸响”的烟花，朴实无华的花炮，
陪伴人们渡过一个又一个春节。

不过，随着人们消费能力的提高，烟花爆竹消费也逐渐变了味：你家放
一千头的鞭炮，我家就要放两千头的；你家放10个二踢脚，我家放20个冲
天炮……燃放烟花爆竹的攀比风越来越重。

某消费者对笔者说，多年前，在他们老家的村里，春节一到，村里简直
是“炮火连天”，胆小的都不敢出门。每年都有人被炸伤，甚至被炸死。一
个月内村里都是烟火缭绕，空气里都是浓浓的鞭炮味儿。

当烟花爆竹消费发展到如此地步，被禁自然是难免的了。作为相关产
业，或许也应该从这个角度推出一些强调娱乐性、抛弃伤害隐患的产品。
作为消费者，也不妨找回当年的“初心”，抛弃攀比心理，远离不良产品。惟
其如此，烟花爆竹行业才能走出低谷和寒冬，迎来更加美好的春天，让烟花
爆竹这一传承千百余年的传统文化工艺产品燃放出更加璀璨夺目的光彩。

□ 本报实习记者 暴梦川

近年来，在咖啡、茶饮、烘焙等餐
饮领域已经能够频繁看到乳企的身
影。随着传统液奶产品的增速不断
放缓，专业餐饮市场的快速增长，让
越来越多的乳企重视这条隐形赛道。

乳企“盯上”餐饮

2 月 19 日下午，在北京王府井步
行街的一家茶饮店中，店员们正在忙
碌地制作茶饮。记者发现，有不少消
费都选择了含有奶盖的茶饮。记者
随机采访了几位消费者，他们表示，
相较于传统的牛奶饮品，像奶茶、奶
盖果茶这种的新式饮品更加新颖，味
道和口感更能让人接受。

除了茶饮，在咖啡、烘焙、西餐等
领域，都能看到乳制品的身影，而以
伊利和蒙牛为首的国内乳企也早已
盯上了专业餐饮市场这块“大蛋糕”。

据了解，早在 2018 年，蒙牛携手
欧洲乳企引进专业餐饮品牌，布局高
端专业餐饮市场。2019 年 9 月，蒙牛

每日鲜语推出了一款冷萃咖啡拿铁。
而伊利在 2019 年，通过整合国内

外 优 质 资 源 正 式 进 军 专 业 乳 品 领
域。2019年 7月伊利推出了咖啡饮品
圣瑞思；2019 年 9 月，伊利味可滋推
出了冷萃奶茶，从风味奶正式拓展到
即饮奶茶领域。

2018 年 12 月，新希望推出了“最
初”系列，包括最初鲜奶茶、最初鲜奶
茶（抹茶拿铁）、最初鲜奶咖（冷萃咖
啡拿铁）。2020 年 6 月，三元发布了
一款全乳脂奶茶基底产品，研发了全
乳脂奶茶基底以及奶盖浆等一系列
产品。

隐形市场潜力巨大

众多乳企选择进入餐饮市场，看
中的正是市场的巨大潜力。

研究报告显示，2018 年中国餐饮
市场规模已达 4.2 万亿元，即便在新
冠疫情的影响下依旧保持着快速增
长，预计 2022 年市场规模将突破 6 万
亿元。我国餐饮市场正处于快速发
展时期。

而随着消费者对生活品质追求
的不断提高，餐饮行业正在迎来新一
轮的创新潮，再加上咖啡、茶饮、烘焙
等行业的快速发展，奶酪、稀奶油、黄
油等产品的需求量不断加大，乳制品
正在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

以茶饮和咖啡市场为例。《2020
新式茶饮白皮书》显示，2020 年中国
茶饮市场的总规模为 4420 亿元。我
国咖啡消费量近年来也保持着高速
增长的态势，从 2013 年以来均保持
15%以上的增长，即饮咖啡的市场增
速在 20%以上。欧睿国际数据显示，
2021 年中国的即饮咖啡市场份额将
预计达到 149亿元。

奶酪、稀奶油、黄油和液奶这四
大类的乳业专业餐饮市场的消费增
长更加不容小视。数据显示，近年来
我国动物淡奶油产量增长迅速，2019
年中国淡奶油产量为 10.3 万吨、同比
增长 13.2%，市场规模为 65.9 亿元、同
比增长 17.5%。

《2020 中 国 烘 焙 乳 品 消 费 白 皮
书》显示，在过去 5年内我国整体黄油

市场呈现双位数增长。而我国奶酪
市场在过去十年间的增速都保持在
15%—20%之间，预计 2020 年有望超
32万吨。

目标是寻找新突破口

独立乳业分析师宋亮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曾表示，专业餐饮这一隐形
市场正在变成兵家必争之地，国内液
奶增速滞涨，各乳企也在积极寻找突
破口，虽然专业餐饮市场规模还不是
很大，但增长较快，且属于高毛利品
类，对支撑乳企利润增长有大的帮
助。

业内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在液态奶和乳粉业务增长减缓的
情况下，乳企布局餐饮行业，一方面
符合当下乳制品消费多元化的需求，
另一方面也满足丰富自身产品线的
计划。“通过布局新的产品领域，能够
抓住年轻消费群体的需求，还能拓展
自身的业务领域、探寻新的利润增长
点。乳企提前布局占据市场也可以
说是比较具有前瞻性的。”

记者近日从中国家用电器协会获
悉：2020年，中国家电行业稳步恢复，全
行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48万亿元，同
比仅下降1.06%，全年累计出口额837亿
美元，增长18%，出口额规模保持历史同
期最佳水平，且增速为近10年来最高。

看营收，在一季度行业运行形势严
峻情况下，自去年4月以来持续好转，基
本弥补了第一季度的损失。分行业来
看，以冰箱、冷柜为代表的制冷行业恢复
速度较快，数据显示，大家电中，除了空
调外，冰箱、冷柜、洗衣机等产品年内产
量均已转正。小家电中，吸尘器、电热烘
烤、微波炉等产品产量也实现大幅增长。

家电行业经济效益的好转得益于出
口市场强力拉动和线上渠道持续开拓。
从出口情况看，2020年，中国家电业出
口自 6月份开始强劲反弹。其中，大小
家电均延续三季度以来的向好增势，且
增幅持续扩大，零部件出口与去年持

平。分区域看，中国家电业对亚、欧、北
美三大主要经济区出口增速均创年内最
高，且规模也均创历史新高。从零售市
场看，奥维云网数据显示，目前家电零售
市场已全面过渡为线上市场主导、线下
市场辅助的格局。即使是空调、电热水
器这类需上门安装的大家电，其线上渠
道比重也已占到50%以上。

“尽管受到疫情冲击，但随着疫情防
控向好态势和各项促消费政策落地生
效，厂家商家积极调整措施，家电行业产
销陆续恢复正常，市场需求逐步恢复，出
口走出了漂亮的V型反转。”中国家用电
器协会有关负责人说，据预测，今年上半
年，得益于消费升级红利释放及高品质
新技术的产品供应，家电行业整体的内
销市场将呈现较明显的恢复性增长。从
外需看，中国产业链优势仍将进一步凸
显，出口或将恢复常态性增长。

（海 闻）

乳企“盯上”专业餐饮市场
茶饮、咖啡、烘焙领域成争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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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突破800亿美元 规模保持历史同期水平

大小家电去年出口延续向好增势

地方动态

从疫情暴发至今已有超过一年
的时间，人们已经习惯戴上口罩。在
口罩的掩护下，就算是最精致的丽人
们，也减少了使用口红的频率。

记者从口红的生产商、线下专柜
等多方了解到，在过去的一年，口红
的销量有所下滑。

“口红的销量下滑得比较厉害，
下滑了差不多有一半，但是彩妆整体
还是上升的，像眼妆的单品就很好
卖，上升了好多。”广州某化妆品公司
的业务经理谢棋（化名）说。

口红销量下滑近半
眼部彩妆产品反而卖得很好

“大家都戴口罩了，口红涂得不
是很多。”谢棋称，他们公司在过去一
年的口红销量下滑得比较厉害，下滑
了约有 50%。

不过，谢棋所在的公司不仅生产
口红，还生产眼影、眼线笔和眉笔等
彩妆产品。他认为，嘴唇被藏在了口
罩之下，消费者的关注点就从唇部转
移到了眼睛等仍然露在外的部位。

“只是口红这个单品下滑了，但
是像去年的眼妆产品就卖得很好，像
眼线笔、眉笔、眼影，这些都卖得很
好。”谢棋称，目前彩妆的整体销量还
是呈现上升趋势的。

谭涛（化名）的运气不如谢棋好，
他是广州另一化妆品公司的销售经
理，主要负责的业务是口红等唇部化
妆品，销量在过去一年受到了较大的
影响。

“2019 年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要
加班，加班加点地去生产，但去年的
话加班就比较少，因为（不加班的）产
量完全够。”谭涛说。

谭涛粗略估算称，他所在的公司
去年的口红销量下降了约 40%，“一
方面是受国内的影响，另一方面，去
年上半年有的货没法出口，到下半年
恢复了，但是国外的市场也不太好。”

一般来说，销售经理的工资是按
照订单的单量来计算提成，谭涛称，
他去年的工资下降了约一半，近乎腰
斩。

口红销量下滑后
有品牌将之撤下展位

2 月 21 日，记者走访了成都市春
熙路商圈的各大化妆品专柜，探访口
红等彩妆产品的销售情况。

一家国际品牌化妆品店面的工
作人员表示，在过去一年，口红的销
量或多或少有受到人们戴口罩的影
响，但是有其他产品撑着，总的来说，
店面的经营没有受到影响。

另有某国产品牌专柜的工作人
员介绍，他们以前的展柜有摆放口
红，但是现在已经撤了，摆放出来的
都是其他彩妆产品和护肤产品，口红
基本上是作为赠品。“（口红）暂时没
有 说 要 下 市 ，但 是 不 卖
了，可能是因为里面的成
分要升级，也有可能是因
为大家都戴口罩，去年的
销量不太好，因为大家都
戴口罩，可能消费者觉得
可涂可不涂吧。”该工作
人员称。

除此以外，在某个店
内齐集多个品牌的彩妆
店，其工作人员也表示，
口红的销量可能有所下

滑，但是化妆的人该买的还是会买，
眼部彩妆产品卖得很好。

在2021年里
口红的销量会回升吗？

在过去的一年，口罩几乎以一己
之力改写了美妆产业的局面。那么，
在 2021 年里，口红还有翻身的机会
吗？

某化妆品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刘
女士表示，他们工厂所生产的口红，
能够做到不沾杯、不沾口罩，“今年找
我们工厂做这种口红的挺多的，去年
也生产了很多，戴口罩也没什么影
响。”

“口红在今年年初的销量有所上
升，但是也没有像往年一样那么高。”
谢棋称。

谭涛也表示，他认为今年的口红
产业应该会比去年好。“我们网站今
年的咨询量比较多，比去年好。”不
过，涉及到具体的口红销量，他感觉
有变好一些，但可能还要再等一个月
才能知道确切的数字。

（成 商）

戴口罩的一年：

口红销量下滑近半 眼妆产品比往年火爆

法院公告栏
武延忠：本院受理原告崔同飞诉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等法律手续。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次日起十五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馆陶县人民法院
申德华：本院受理原告宋保玲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等法律手续。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次日起十五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馆陶县人民法院
胡珍敏：本院依法受理穆尔军诉你同居关
系子女抚养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
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 14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瓢井人民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陈蓉（511321198712091285）：本院受理
王长青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
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自发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 10 日和 15 日。并定于举证届满第三
日上午九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盘
龙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
赵清伟：本院受理尹小艳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
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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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川 1321 民初 5980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公
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盘龙法庭领取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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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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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
赵雄（512922196802055174）：本院受理
孟国龙与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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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川1321民初4901号民事判决
书。自发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盘龙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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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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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
卢子平：本院受理原告肖云方诉被告杨丽、
卢子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0）黔 2731民初 5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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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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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代表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南布
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惠水县人民法院
禹平、黄双燕、唐洁玭、王燕康、林丹、王小
华、蒲秀明、胡洪波：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充市嘉陵区
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0）川 1304 民初 1554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禹平、黄双燕向原
告偿还借款本金 14211.75元及利息；二、被
告唐洁玭、王燕康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
14277.73 元及利息；三、被告林丹、王小华
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 21284.69 元及利息；
四、各被告相互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
任。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南充
市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人民法院
袁浩:本院受理的（2020）川1304民初3182号
原告四川科沃发电设备有限公司诉被告袁浩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案
的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解除四川科沃
发电设备有限公司与袁浩于2019年1月8日
签订的《租机协议》，袁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返还租赁物玉柴配兰电250KW备
用发电机组1套给四川科沃发电设备有限公
司；二、袁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四
川科沃发电设备有限公司支付设备租金，以
每月7500元的标准自2019年1月8日起至设
备退还之日止，已付压金10000元予以扣减；
三、袁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四川
科沃发电设备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以未付
租金为基数，按年利率15.4%的标准，从2020
年8月18日起至设备退还之日止；四、驳回四
川科沃发电设备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50元，公告
费600元，由被告袁浩负担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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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人民法院
申合社：本院受理原告濮阳市中房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诉你（2021）豫 0928民初 502号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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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日内，并于公告期届满后第 3日 9
时在本院四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濮阳县人民法院
窦宪可、李思杰、王振南：本院受理原告河
南濮阳开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
留支行诉你们（2021）豫 0928 民初 1134 号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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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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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内，并于公告期届满后第 3 日 10 时
在本院四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濮阳县人民法院
孙来见、程海霞、于道双、任绪才、于再钦、
潘阳阳：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濮阳开州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留支行诉你们（2021）
豫0928民初1112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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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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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于公告期届满后第3
日130分时在本院四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濮阳县人民法院
鲁永博、刘先锋、吴东辉、李国超：本院受理
原告河南濮阳开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文留支行诉你们（2021）豫 0928 民初
1106 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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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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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于公告期届满后第 3
日上午 11时在本院四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濮阳县人民法院
施建立、朱九换、赵江伟、鲁楚芳：本院受理
原告河南濮阳开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文留支行诉你们（2021）豫 0928 民初
1127 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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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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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于公告期届满后第 3
日上午 9时 30分在本院四号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濮阳县人民法院
杨凯、孟彦巧、郭玲蕊：本院受理原告河南
濮阳开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留
支行诉你们（2021）豫 0928 民初 1135 号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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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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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内，并于公告期届满后第 3 日上午
10 时 30 分在本院四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濮阳县人民法院
尹付建、李套花：本院受理原告濮阳县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徐镇信用社诉你们（2021）豫
0928 民初 1129 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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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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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于公告期届满后第3
日上午11时30分在本院四号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濮阳县人民法院
罗华：本院受理原告颜朝发诉罗华装饰装
修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传
票等相关法律文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15日，举证
期为送达之日起30日，本案定于2021年5月
27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镇子人民法庭公开
审理，如不按时到庭，依法缺席审判。

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
张海龙：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台安县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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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的 15 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 点（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佛人民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辽宁省台安县人民法院
李一鸣：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台安县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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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的 15 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 点（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佛人民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辽宁省台安县人民法院
汪 伟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40822198507171623）：本院受理原告李
冬平与被告李明明、被告汪伟合伙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限届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安徽省怀宁县人民法院
向腾龙、王化娥：本院受理原告姜复兴诉你
们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满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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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新华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则依法缺席裁判。特此公告。

河北省任丘市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