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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动态

本报讯 （记 者 佟 强 □ 李
成）打造最优营商环境，为招商引资
保驾护航，让黑龙江省鸡东县成为
外来投资兴业的“热土”。

2 月 20 日，总投资 14.5 亿元的
“百纵新材料 5 万吨苯二酚”等三个
招商引资项目签约落户产业园区，
为鸡东“十四五”规划开局起步，振
兴发展县域经济增添了新的活力。

近两年来，鸡东县坚持以深化改
革转变政府职能为动力，不断拓宽经
济发展路径，在巩固农业基础地位的
同时，确立了“工业经济强县”战略目
标。通过加大推进“放管服”改革力
度，该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搭建“八
大平台”为外来投资企业兴商创业提
供优质服务保障。去年以来，先后有
黑龙江省“百大项目”之一“30万吨生

物燃料乙醇”和“500吨紫苏肽生产加
工”等亿元以上招商引资项目建成投
产。鸡东县委县政府用“安商、厚商、
优商”的实际成效，彰显了鸡东推动招
商引资富民兴县的速度、温度和力度，
使外来投资者身居鸡东这片“热土”
安居乐业。

据悉，牛年之春，鸡东成功签约
落户产业园区的三个招商引资项目
分别是：投资 11.5亿元的 5万吨苯二
酚和中间体及 6 万吨的 PEN、PTT 项
目 ；投 资 1.5 亿 元 的 年 产 1000 吨
CCP、165 吨硫噻唑及副产 563 吨氯
化钠、325 吨甲醇、165 吨氯硫铵项
目 ；投 资 1.5 亿 元 的 年 产 10000 吨
（PAM）、5000 吨油田助剂、400 吨胺
类副产品、O-甲基异脲制备胍衍生
物中间体项目。

本报讯 近日，走进河北省迁安
经济开发区“1+N”智慧钢铁园区，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河北中领钢结构有
限公司的重型钢结构半自动化生产
线一片忙碌景象。据公司总经理玄
书民介绍，目前园区内的钢铁企业
生产的板材和管材，能够满足公司
90%以上的原料需求。

近年来，为发挥园区项目建设
和招商引资的主力作用，迁安市先
后建成迁安经济开发区、北方钢铁
物流产业聚集区、高新技术开发区
和滦河文化产业区等 4 大省级园
区。记者了解到，在迁安经济开发
区内设有“1+N”智慧钢铁园区、高端
装备制造产业园、现代装备及循环

产业园等 6个产业园，紧邻北方钢铁
物流产业聚集区，在半小时到一小
时有效车程半径范围内，聚集了精
品钢铁、装备制造、现代物流三大主
导产业 70%以上的零部件、半成品
生产基地。

经过近年来的调旧育新，目前
迁安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大中小、上
下游、产供销协同发展的产业生态
初步构建，1小时高质量发展产业链
应运而生。迁安市发展和改革局局
长马心刚介绍，迁安运用“政策+服
务”模式，推进“万名干部联企业、包
项目”活动，并设立多只基金，推动
园区和全市产业高质量发展。

（杨 丽）

小家电异军突起是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一个
缩影，以家电为代表的传统制造业，正在进行一场包
含发展理念、生产技术、销售渠道在内的全流程升级。

2020 年，我国家电行业主营业务实现收入 1.48 万
亿元。值得注意的是，空气炸锅等烹饪类小厨电、电
动拖把等清洁类小家电、个人按摩设备等个人护理类
小家电销量大涨，在家电市场中成绩亮眼。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冰箱、彩电、洗衣机为
代表的“三大件”早已走进千家万户，传统大家电的家
庭保有量接近饱和，企业进入存量竞争阶段。在这样
的背景下，小而精的家电新品可谓行业“新赛道”。美
容仪、筋膜枪受到年轻群体追捧；电烤箱、早餐机为

“生手”实现快捷下厨的可能；吸尘器、扫地机器人将
人们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新产品“抢占”家居
生活的各个应用场景，凭借价格优势、使用便捷等卖
点，逐渐成为更多人的生活必备品。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家电行业发展带来
冲击。由于生产供应链条不顺、线下销售渠道受阻、
物流安装服务不畅等原因，2020 年第一季度家电市场
零售额同比下降超三成。在这样的背景下，小家电销
量逆势上扬，为行业复苏注入动力。客观来说，借助

“宅经济”的东风，小家电的市场需求更加旺盛。加之
以直播带货为主的线上营销模式不断成熟，为小家电
破局创造了条件。仅去年“双11”的第一个小时，一家
电商平台的几百个小家电品牌成交额就同比增长 10
倍以上，线上渠道作为小家电销售“主阵地”，呈现出
火爆场景。

对企业来说，应利用好这些条件，主动应变，做好
产品文章。在发展思路上，不少企业更新观念，紧抓
高品质、智能化的消费趋势，进而创新供给，提高产品
竞争力。以智能小家电为例，触屏小音箱等好用又好
玩的产品为日常生活提供了智慧方案，既适应了消费
升级的趋势，也为创新企业带来甜头，一定程度上打
破了价格竞争、趋同发展的行业困境。生产上的“变”
实现了卖点上的“新”，由此可见，家电企业唯有锐意
创新，才能打开市场新空间、掌握竞争主动权。

市场需求是小家电产品创新的方向所在。面对
个性化、差异化的消费需求，“一招鲜吃遍天”的产品
并不多见，挖掘细分市场日益成为家电行业的基本共
识。一方面，不少企业面向目标群体定制家电。例
如，在彩电销量出现下滑的同时，教育电视等为家长

学生带来更加多样的选择，产品销量大增。另一方面，在“家电下乡”
的推动下，不少企业深耕下沉市场。电蒸箱、足浴盆、取暖桌等小家
电在中小城市、乡镇村落的热销充分说明，市场起步较晚的地方仍然
有很多消费需求亟待释放。

归根结底，小家电异军突起是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一个缩影，
以家电为代表的传统制造业，正在进行一场包含发展理念、生产技
术、销售渠道在内的全流程升级。把扩大内需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结合起来，以高质量供给创造新需求，才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让传统行业不断找到新的增长点、迸发新活力。

（尹双红）

近年来，电子猫眼、智能可视门铃、
带有监控功能的智能门锁等走入了越来
越多的家庭，被誉为“家庭门卫”，甚至在
一些高档小区成为标配。然而，本为安
全、方便，却惹“不安全”之忧，可视门铃
让相邻而居的其他业主倍感不便，引发
不少纠纷。

居民可否私自安装可视门铃？个人
私采公共影像是否侵犯他人隐私权和个
人信息权益？如何有效监管，促进智能
家居行业健康发展？记者进行了调查。

可视门铃打扰了谁？

家住江苏无锡的张某与吴某是对门
邻居。2019年，吴某给家中大门安装了
可视门铃，该门铃具有红外夜视、自动摄
录、存储、上传网络等功能，吴某打开可
视门铃软件，就可以掌握家门口的所有
情况。

然而，邻居张某却因为吴某家新添
置的“高科技”产品而倍感焦虑。

张某认为，吴某家的可视门铃不但
记录了自己出入房屋的时间，还拍摄到
了屋内的情况，严重侵犯了他的个人隐
私。为此，张某将吴某诉至法院。

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吴某安装可视门铃虽是为了保护自
身人身及财产安全，但行为已构成对张

某隐私权的侵犯，遂判决吴某拆除可视
门铃，并删除相关影像资料。

或存监管空白

记者在网购平台搜索发现，“电子猫
眼摄像头”“智能可视门铃”等产品价格
多为数百元，有的还推出“0元电子猫眼
被盗险”，还有售价两三千元的智能门锁
内嵌监控摄像头，更为隐蔽。多款销量
靠前的产品有“监控猫眼，远程看家”“高
清夜视，门口漆黑也清晰”“AI 人脸识
别，随时告知来访者身份”“高清拍摄，云
存储”等介绍，并宣称功能仍在不断升
级。

尽管目前人们对智能可视门铃态度
各异，近年来，可视门铃市场却持续升温，
功能和科技含量不断提升，也更加“平
价”，吸引不少人购买。企查查数据显示，
我国目前可视门铃相关的在业存续企业
超过 2000家。2014年全年注册量突破
100家，此后几年注册量呈增长趋势，2020
年是过去几年中注册量最多的一年，共注
册约320家企业。

对于不少人担心的可能影响邻居隐
私问题，记者发现目前网上售卖的多款可
视门铃基本具备大广角、高清摄像、红外
感知等功能，有的还宣称具有防水功能，
有产品甚至在广告中称最远侦测距离可

达5米。
记者在网购留言区发现，除了吐槽个

别产品的质量问题外，不少买家对可视门
铃持欢迎态度。“这个视频和拍照都很清
楚，同时还带了门铃，又方便又美观。”“老
觉得有可疑的人在门口，现在一有动静就
可以收到视频了。装了以后感觉更加安
全了。”“人不在家，快递、外卖放门口，在
猫眼监控范围内，防丢更安全。”

然而，随着可视门铃具备的功能越
来越多，特别是云存储、AI人脸识别等
功能，更容易导致“邻居”个人隐私被收
集、甚至泄露。业内人士透露，目前这方
面的监管几乎空白，取证难度较大，且相
关法律法规滞后于行业发展，判定标准
不明确，量刑难、定罪难……

记者调查发现，可视门铃的内存卡
可以24小时不间断录制，录制时间根据
存储卡容量、画面清晰度、电池容量不
等，有的长达半个月左右。“云存储”则是
在画面出现变动时才会录制，画面静止
时不会录制。这也就意味着，从本地上
传至云端存储的录制视频中，有可能包
括大量人员活动的画面，甚至人脸信息。

因此，不少网友担心，录制视频的后
台存储是否安全，就算邻居没有主观恶
意，但如果云端录制的信息泄露，一样很
危险。

私采公共影像宜谨慎

邻里间共用的公共区域内，彼此是否
独立享有隐私权？住户在自家门口安装
摄像头之前，有没有告知邻居的义务？业
内人士告诉记者，现行法规或物业管理规
定中并没有针对此事详尽的明文规定。
而根据现有各地法院的典型判例，装摄像
头的人家多不占理，居民们争议的焦点落
在被拍摄的住户是否知情和同意上。

受访的业内人士认为，智能可视门铃
可能会将邻居的日常出入信息完整记录
下来，可跟踪分析，有窥探之嫌。由于主
体复杂和缺乏相应监管，私人采集公共影
像存在更大隐患。人脸等生物信息一旦
遭到泄露会严重侵犯被采集人的个人信
息和隐私，以目前的技术一般只能追踪到
第一泄露人，至于这些资料被中间转移多
少次，很难确定和追责。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
庭综合组组长杨晓表示：“抛开侵权与否
的讨论，单从技术角度来说，类似产品也
存在多种风险，供应商还应当加强信息安
全保护。”杨晓说，一方面需要加强行业监
管，另一方面公司在将产品投入市场前应
做好相关法律风险评估，同时加快引入产
品责任保险机制，切实维护消费者权益。

（文 宗）

安装可视门铃还应考虑邻居隐私权
法律专家建议法律专家建议：：加快引入产品责任保险机制加快引入产品责任保险机制，，切实维护消费者权益切实维护消费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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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亿元招商引资项目落户黑龙江鸡东县

河北迁安打造一小时园区产业链

本报讯（记者 史晓菲）中国皮革
协会日前发布“关于开展2021年中国皮
革行业企业信用等级评价工作的通
知”。“通知”称，本着企业自愿申报，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信用等级评价。

据悉，此次评价范围包括，皮革、毛
皮、皮革和毛皮服装、鞋靴、箱包皮具、
皮革和制鞋机械、皮革五金、鞋用材料
和皮革化工等制造业企业和进出口贸
易企业，专业市场、专业店等商贸流通
企业。同时，信用等级分为三等五级，
从高到低分别为 AAA、AA 、A 、B 和
C，根据情况可扩展至BBB、BB、CCC、CC
等级别，等级有效期为3年。

根据《中国皮革行业企业信用等

级评价管理办法》（试行）和《中国皮革
行业企业信用等级评分细则》，企业信
用等级评分采用得分制，满分为 100
分。分别对基础信用能力、管理能力、
竞争能力、财务实力和社会信用记录
五 部 分 逐 项 进 行 评 审 ，评 价 分 值 。
AAA级，总分应为 80分（含）至 100分；
AA级，总分应 70分（含）至 80分；A级，
总分应为 60分（含）至 70分；B级，总分
应为 40 分（含）至 60 分；C 级为 10 分
（含）至 40 分。但企业有下列行为之
一，则不能被评为 AAA、AA 和 A 信用
等级：（一）所申报数据经核查存在主
观上弄虚作假行为；（二）上三年内曾
被工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年检

为 B 类；（三）上三年内曾有环保违法
记录；（四）上三年内曾被海关查处。

为保证评价的公平公正和公开透
明，“通知”还明确了评价程序。根据
要求，首先企业进行申报，此后，中国
皮革协会进行初审对企业资质、申报
材料的完整性等进行审核并提出意
见，必要时可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核
实等。评价引入第三方评审，在中国
皮革协会对申拟材料进行整理后，把
申报材料提交交签约的第三方信用评
价机构，笫三方信用评价机构依据行
业信用评价体系和评价模型，桉评分
细则逐项评价打分，出具企业信用等
级评价初评结果。中国皮革协会将拟

公布的企业信用等级在中国皮革网、
中国皮革协会微信微博等进行网络公
示。

公示结束后，对符合标准条件的
全业，需经中国皮革协会理事长办公
会批准通过。另外，在信用等级有效
期内，企业每年年底向中国皮革协会
报送当年信用信息，中国皮革协会组
织专家进行年度复评，井向参评企业
出具年度复评报告。

中国皮革协会表示，协会将进一
步加快推动行业企业信用体系建设，
继续规范开展行业企业行用等级评价
工作，培育企业信用品牌，并定期发
布。

推动行业企业信用体系建设 培育信用品牌

2021年中国皮革行业企业信用等级评价工作启动

法院公告栏
付晓龙、常占龙：本院受理原告田彬诉你二
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原告诉讼请求：判令二被告给
付原告货款 93556 元，并自起诉时起按照
LPR 标准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
息，直至货款还清日止；诉讼费用由二被告
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的 15日内，并定于 2021年 5月 24日上午
9 时在任丘市人民法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特此公告。

河北省任丘市人民法院
魏少威：原告河北安信联行物业股份有限
公司诉你为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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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
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河北东星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刘玉梅：原告
石家庄内陆港有限公司诉你们为租赁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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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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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40 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廖志强（510902196803199359）：本院受
理杜小兰诉你与苟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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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21 年 6 月 1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本院柏垭
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
董奇陇、侯湘悦：本院已受理（2021）川 1381
民初 180、181 号原告四川皓翔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两案。因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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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三
十日内。两案分别定于 2021 年 6 月 3 日 9
时 10分和 10时 0分在阆中市人民法院第五
审判庭开庭审理。届时未到，本院将依法
缺席审判。

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
李彬：本院受理的（2021）川 1381 民初 1136
号原告严雪芹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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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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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1年6月3日上
午9时在本院思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
未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
上海蒽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张巍、王悦、
谷金平：本院受理原告王洪波诉你们及韩
啸股东出资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苏 0812 民初
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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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开军：本院受理朱兰方诉你离婚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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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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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安市美联家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杨协
成食品（江苏）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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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二十五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
王广惠：本院受理原告金良伟诉你股权转
让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 0812 民初 5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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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志刚、张红、淮安市豪泰商贸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淮安市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0）苏0812民初66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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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安市威特酒吧有限公司、岳国：本院受理
许金海诉你们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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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下午 2 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
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
庞浩：本院受理的（2021）川 1304 民初 400
号案件，原告刘华与被告庞浩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诉讼请求如下：一、判令被告支付
原告（来源招待所）房费 2200；二、本案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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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6 月 10 日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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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震：本院受理的（2021）川 1304 民初 652
号案件，原告南充海牛科技有限公司与被
告范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如
下：一、判令解除原被告签订的《预约出租客
运车辆租赁合同》；二、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
车辆租金20600元及滞纳金20050元；三、判
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管理费4500元（截至2021
年1月9日）；四、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合同违
约金5000元；五、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车辆，如
不能返还则向原告赔偿损失58000元；六、判
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车辆使用费（从2021年1
月9日起至被告返还车辆之日止，或向原告赔
偿58000元支付完毕之日止，按每日100元计
算）；七、本案诉讼费用及保全费由被告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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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7日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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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秋霞：本院受理原告陈豪诉杨秋霞离婚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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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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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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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洪吉：本院受理原告罗再兵诉陈洪吉劳
务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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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8日下午 15时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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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建辉：本院受理原告宋妍诉被告应建辉、
被告漯河市艾维尔纺织品有限公司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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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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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 312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路芳（曾用名路光香）：本院受理的（2021）
川 1921民初 735号原告闫刚与被告黎琳、黎
光全、路芳“婚约财产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
判 令 三 被 告 返 还 原 告 各 项 费 用 开 支
177166.39元；2.判令本案一切诉讼活动费用
由三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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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特此公告。

四川省通江县人民法院
柳杨成：本院受理的(2021)川 1921民初 848
号原告沈秀红与被告柳杨成“离婚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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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期限届满，三日后在通江县人民法院
沙溪法庭开庭。特此公告。

四川省通江县人民法院
么豪种养一体化项目一期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有关规定，现就么豪
种养一体化项目一期环境影响评价的初步
结论进行公示，进一步征求公众意见。一、
规划概况及主要影响：项目概况及主要环
境影响等相关内容详见附件《么豪种养一
体化项目一期环境影响报告书》。二、公众
索取信息的方式和期限：（1）公众查阅环境
影响报告书及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报
告 书 ：https://pan.baidu.com/s/1LrV22D_
1vsknGv3opdmaqw 提 取 码:5sc5；调 查 表 ：
https://pan.baidu.com/s/1VSfJiKV0u0-
NiLrkKzbBSA 提取码：xduc。（2）公众索取
补充信息的方式：公众可以在相关信息公
开后，通过电子邮件、信函方式向环评单位
及建设单位咨询。（3）公众索取信息的期
限：本公示发布后十个工作日内。三、建设
单位及环评单位名称、联系方式：建设单位
名称：云南么豪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联系
人：侯总 18313768882，E-mail：ynxiye001@
163.com。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名称：北京中
环尚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人：李工
15087052161， E- mail： 110035516@qq.
com。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公众可在
本公示发布后 10个工作日内通过向公示指
定单位发送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
发表对项目环评工作的意见看法，同时请
提供详细的联系方式以便我们与您联系。
本次征求意见公示时间从 2021 年 3 月 2 日
至3月15日。

高考恢复了！
1977年 10月 21日的《人民日报》，

被人们争相传阅。这个好消息犹如一记
春雷，让成千上万的人激动不已。他们
在田间地头、在工厂车间、在牧场矿山重
拾书本，看到了知识改变命运的希望。

“今年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有了重
大改革。”“实行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
市初选，学校录取，省、市、自治区批准的
办法……”这一决定，重启了停滞 11年
之久的高考。当年，全国 570万考生参
加高考，录取新生 27.3万。我国迎来了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

改革先声
“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

1977年的中国，人才青黄不接，国
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没有人
才，怎么实现现代化？邓小平同志与中
央两位领导同志谈话时指出：“要经过严
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
和大学。”

1977年 8月初，科学和教育工作座
谈会召开。一大早，时任武汉大学化学
系副教授的查全性就来到会场，他在一
张纸上打着草稿，也许是太激动，铅笔尖
断了好几次。“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
量的第一关。它的作用，就像工厂原材
料的检验一样……”查全性的话，引起了
与会者共鸣。

座谈会上，邓小平问道：今年是不是
来不及改了？

大家表示：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招
考时间推迟一点。

邓小平当即表示：今年就要下决心
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

8月8日，邓小平在会上讲了关于科
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这篇讲话，
使教育战线成为当时全国各条战线拨乱
反正的先声。

可是，此前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
会议已决定继续维持“自愿报名、群众推

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
怎么办？8月13日，根据邓小平指示，教
育部再次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
议。这个会，足足开了44天。

“由于这时正在召开的党的十一大
未能完全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
论，招生工作会议受到影响，招生方案迟
迟定不下来。”山东省教育厅原副厅长马
庆水回忆道。

9月 19日，邓小平和教育部主要负
责同志谈话，希望教育部门的同志大胆
解放思想，争取主动。在邓小平的推动
下，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到 9月
25日终于有了结果。

10月 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
招生工作文件。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
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
的意见》和《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
意见》两个文件，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
考。

改变命运
“幽暗的隧道里出现了一道亮光”

“高考恢复了！”深秋正午，黑龙江集
贤县生产建设兵团的大喇叭响起广播。
知青尤劲东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北大荒
的草垛上，他不知多少次哼唱着交响乐
旋律，现在，改变命运的机会就要来了！

整整11年，找不到出路的年轻人涌
向了社会。“当时的高考对我们那一代青
年人来说，犹如幽暗的隧道里出现了一
道亮光。”复旦大学教授褚孝泉说。

喜讯传来时，湘西山沟的工厂里，21
岁的赵政国正伴着震耳欲聋的车床轰鸣
声做工；江苏宜兴林场，插队知青徐沛然
忙着搅拌农药；福建龙岩江山公社铜砵
大队，知青刘海峰刚刚结束手头的活
计……“那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大家
奔走相告，广大知识青年压抑已久的学
习热情和奋斗意识被点燃了。”1977级
考生、浙江大学教授刘海峰回忆。

一时间，全国各地的新华书店人潮

涌动，很多考生全家出动，连夜排队抢购
复习材料。曾于 60年代前期出版的一
套“数理化自学丛书”，创下了发行 7395
万册的纪录。

广大考生努力填补知识空白，积极
复习备考。隆冬时节的松花江畔，在田
间劳作了一天的陈宝泉挑灯夜战，“我们
那时用柴油灯，看一晚上书，第二天鼻孔
都是黑的。”

1977年 11月 28日至 12月 25日，全
国570万考生走进了高考考场。这场来
之不易的考试，让无数人的命运发生了
重大转折。

1977年高考后，赵政国进入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如今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物
理学部院士。还有艺术家尤劲东、深圳
市艺术教育委员会原秘书长徐沛然、中
国教育报退休记者陈宝泉……

“我们家四代务农，从来没有出过
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更没有人上过大
学，我把四代人的梦想实现了。”1977
级考生、国家档案局原局长杨冬权笑
着说。

人才强国
“多出人才、出好人才”正在成为现实

一张黑白照片，记录了那个生机盎
然的春天。这是1978年春，北京大学新
生入学时拍摄的，“迎新站”横幅格外醒
目，9名新生或推小车，或提行李，脸上
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到了大学图书馆，古今中外什么书
都有，真想一下子把所有书都看完。”被

南京大学录取的杨冬权，每天都琢磨着
怎样在图书馆抢到一个位置。如饥似渴
的学习精神，在当时各地的大学蔚然成
风，这些“超龄”大学生们，争分夺秒想把
失去的时光追回来。

这些新生中，有矢志报国的地球物
理学家黄大年，有高分子化学、物理化学
专家李永舫，也有经济学家钱颖一……
高考制度的恢复，吹响了“知识改变命
运”的时代号角，为创造中国奇迹、为我
国实现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历
史性转变，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
强。“多出人才、出好人才”的目标正在成
为现实。今天，从“神舟”系列飞船、探月
工程、杂交水稻到高性能计算机、高温超
导研究，从三峡工程、南水北调、西电东
送、西气东输到中国路、中国桥、中国港、
中国高铁等亮丽的“中国名片”……我国
国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上，处处活跃着
高素质人才的身影。

教育部数据显示，恢复高考40多年
来，我国普通本专科招生数累计 1.4亿，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 1977年的 2.6%增
长到 2020年的 54.4%，我国已建成世界
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培养了逾
亿名高素质专门人才。

如今，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历史交汇点上，我们有信心期待，高
考制度将继续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
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

（人民日报）

恢复高考，知识改变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