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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屏幕太小，需要戴老花镜
才看得清楚。有的操作太复杂，刚学
会转头就忘了。”尽管有用手机上网
的意愿，但种种不适让家住湖南郴
州、年逾古稀的刘桂云触网并不轻
松。

刘桂云的故事并不是个案。互联
网给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但很
大一部分老年群体却没有跟上网络发
展的步伐。让刘桂云这样的老人欣慰
的是，有关标准已经出台，部分企业也
推出了适老化产品。电子行业在服务
老年群体中探寻着商机。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26402 万人，
占总人口比重 18.70%。我国老年人
口规模未来还将持续快速增长。如
何让智能终端更有温度，解决“银发
族”使用中的困难？如何把握智能终
端适老化带给行业的机遇？记者就
此采访了有关企业和专家。

手机和电视有了适老化标准

当前，手机、电视是满足老年人
日常通信和娱乐需求最主要的电子
产品。据统计，目前我国使用手机的
老年人约 2.74 亿户，其中使用智能手
机上网的老年人约 1.34 亿户。“这意
味着全国或有近 1.4 亿老人使用功能
机或使用智能机但不上网，在互联网
领域长期处于边缘状态。”中国人民
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讲师李龙
分析说。

长期以来，这两大类电子产品适

老化并没有权威的标准。为此，电信
终端产业协会、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
会日前共同发布了《移动终端适老化
技术要求》《移动终端适老化测试方
法》《智能电视适老化设计技术要求》
三项标准，对智能手机和电视的适老
化设计做出了详细规定。“标准是现
有智能终端产品适老化改造升级、新
兴智能终端产品适老化设计研发的
主要依据，也对智能终端产品市场检
测认证具有参考意义。”李龙说。

手机屏幕的字体多大最适合老年
人？应用图标多大方便寻找？在智能
手机设计方面，《移动终端适老化技术
要求》和《移动终端适老化测试方法》围
绕屏幕显示、音频控制、屏幕触控交互、
语音交互、远程辅助以及应急应用等方
面做出多项技术要求。

遥控器的按键大小、电视机的清
晰语音功能以及电视屏幕的色弱补
偿等都被纳入适老化改造范围。《智
能电视适老化设计技术要求》围绕电
视机的辅助功能、交互方式以及遥控
器制定了详细的生产标准。

更多服务场景和领域待开拓

事实上，在三项标准发布前，国
务院办公厅在 2020年就印发了《关于
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
实施方案的通知》，明确要求扩大适
老化智能终端产品供给。如今，越来
越多的智能终端制造企业加入到这
场适老化改造行动中。

创维彩电研究院产品规划部部

长江润表示，未来创维会考虑以软件
升级的方式让部分创维电视产品具
备适老化相关功能，今后会继续研发
适老化相关功能。

OPPO 推出了适老化产品，旗下
的 智 能 电 视 K9 遥 控 器 页 面 设 计 简
单，仅保留了常用的换台、调声音、开
关机等按键，方便老年人操作。

华为、小米、OPPO 等手机厂商的
产品都支持专为老年人设计的简易
模式，字体、图标等元素被放大，手机
桌面上的功能布局简单明了。

赛迪顾问电子信息产业研究中
心高级分析师袁钰认为，除了电视、
手机终端外，适老化产业还有更多待
拓展的服务场景和领域。一是智能
穿戴产品，利用智能手表、智能手环
等终端实现安全保障、健康监测、预
防提醒等功能。二是智能家居产品，
适宜老年人生理特征的专用智能空
调、操作便捷的智能厨卫产品、符合
老年人习惯的智能音箱等发展前景
广阔。三是智能医疗产品，针对老年
人慢性病的智能血糖仪、智能呼吸
机、智能雾化机等保健医疗产品将迎
来快速发展。

扩大终端产品供给

智能终端适老化是民生工程，也
是市场商机。数据显示，老年人口教
育水平不断提升，初中及以上文化程
度的老年人口在“十四五”时期将超
过一半，老年人口成为越来越有能力
共享数字时代发展成果的人群。业

内认为，适老化智能产品服务的国内
市场潜力巨大。人口老龄化是全球
共同趋势，我国智能终端制造行业率
先发展好适老化产品服务，下一步可
以“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

“智能终端制造业应有超前布局
思维，一方面要重视为适老化改造升
级、设计研发配置人力、倾斜资源，加
快形成相应的适老化认证体系、推广
目录，扩大影响，开拓市场；另一方面
要大力支持智慧助老相关行动，以更
生动、更灵活的方式在老年人口中普
及智能技术。”李龙表示，当前，适老
化智能产品服务还是一片“蓝海”，随
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未来这
个领域有很大潜力可挖。

“进一步挖掘适老化智能终端的
潜力，要从自身和外延两个维度入
手。”袁钰分析，自身方面，适老化智
能终端将创新交互方式，面部识别、
语音操控、手势控制等技术将快速发
展，各类产品“长辈模式”开发、专用
APP 制作市场潜力巨大。外延方面，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将迎来新发展机会，通过对不同用户
精准画像，拓展新的商业模式。

除了智能终端制造企业扩大适
老化产品供给，相关部门、社会组织、
社区也要行动起来。工业和信息化
部电子信息司司长乔跃山表示，下一
步，工信部电子信息司将建立健全智
能终端产品适老化标准体系，持续做
好智能终端适老化工作。

（崔国强）

□ 张 涛

过去，为了凸显化妆品的绿色、
健康、无害，商家宣传时往往喜欢
使用“纯植物”“纯天然”等字眼。
如今，随着这些词语被有关部门明
令禁止，一些商家转而祭出了“食
品级”“可食用”的旗号，暗示消费
者——产品都可以吃进嘴里，用在
身上更没问题。

实际上，“食品级”化妆品是一
个彻头彻尾的伪概念。根据我国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化妆品是
指以涂擦 、喷洒或者其他类似方

法，施用于皮肤、毛发、指甲、口唇
等人体表面，以清洁、保护、美化、
修饰为目的的日用化学工业产品。
作为一种化工产品，化妆品的使用
方法、作用部位、作用机理，决定了
其不可能具备食用功能，也就不存
在“食品级”一说。

化妆品与食品属于不同行业，
二者使用部位不同，吸收成分不
同，所用原料及产品指标要求、禁
限用要求、所执行的规范、检验标
准均不一样，并不是食品级产品用
在护肤方面就更安全。以柠檬为
例，鲜榨柠檬汁可以直接饮用，但

要是直接敷在脸上不仅不能美白，
还可能导致瘙痒和红肿。化妆品使
用柠檬中的有效成分，必须通过专
门的手段进行提取，对浓度和刺激
度进行调节。

食品就是食品，化妆品就是化
妆品，二者不能混为一谈。从现有
的标准以及规范来说，化妆品不可
以食用，并不存在“可食用”级化妆
品这个概念。今年以来，多地的市
场监管部门已经发布相关消费提
示。不过，“食品级”化妆品的营销
套路并未得到有效遏制。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

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
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
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
者引人误解的宣传。广告法也明确
规定，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
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
者。“食品级”化妆品属于典型的虚
假广告，有关部门不能止于提醒消
费者，必须依法责令商家停止发
布，消除影响，并予以相应处罚。
从长远来看，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相
关规定，将“食品级”“可食用”纳入
化妆品广告禁用语，从而规范营销
秩序，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当山河国色“走”进眼影盘，一瓶汽水里凝结了更多彩的设
计……美，这个人心向往的字眼，激发了更多创造，带火了更多消
费。

美妆、美衣……与美有关的创新创造正走向风口。数据显示，
上半年，全国升级类商品消费较快增长，限额以上单位体育娱乐用
品类、化妆品类的商品零售额两年平均增速超 10%。“颜值”经济走
俏，你会为“好看”买单吗？

将卡通图案、打卡日记印上包装；捂热瓶贴可展示“秘密”话语；
拆盲盒抽取“隐藏款”……把饮料做成玩具和社交，一段时间以来，
汉口二厂的“网红汽水”走俏市场。

通过精巧的设计、有趣的包装、高颜值的造型等抓住消费者的
眼球，“美中有卖点、玩中出消费”逐渐演变为一种趋势。颜值，成为
Z世代消费的“高频词”。

美妆领域，东方景致、亭台楼阁“写入”眼影配色、彩盘设计；家
居领域，ins风、工业风越来越多地“走进”家居搭配；在视力矫正的
同时“美妆化”，隐形眼镜中彩瞳品类持续走红……有报告显示，近 3
年，彩瞳复合年均增长值近 50%。

火热的市场源于人们对美的追求。彩瞳品牌Moody 的 CEO 慈
然告诉记者，以彩色隐形眼镜为例，消费者越来越在乎健康舒适且
时尚的供给，渗透率快速上升，行业正处在大的变革期。

美妆、服饰等多个领域企业负责人认为，新生代消费者更加张
扬个性、追逐时尚，这给新国货品牌带来了很好的机会。抓住“颜
值”经济风口，大量人们印象中的传统品牌布局快时尚等领域，新生
力量也在不断崛起。天眼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有超过 54万家经
营范围含“彩妆、护发、护肤、香水”的日化用品相关企业，年注册量
呈增长趋势。

美丽的外表、有趣的灵魂，越来越多的产品由此打动消费者。
看似感性的背后，集结了理性的创新、设计和运营。

这里有蕴藏于新消费的新商业。“颜值”经济往往离不开流量二
字。用产品创新带动流量，用情感共鸣连接用户，是关键点之一。

“励志汽水”传递奋斗姿态，“杨梅吐气茶”鼓励自信……汉口二
厂的饮料有着不少标签。“我们希望每一款汽水都有对应的‘画像’，
有性格、有情绪、能互动。”汉口二厂创始人金亚雯说，“产品自带强互动性和话题
性，不仅会在颜值上赢得青睐，也在社交平台上聚合流量。”

社交平台、直播电商的发展同样为“颜值”经济创造空间。
不久前，抖音发布了国风合伙人扶持计划，将对创作者进行专项扶持和奖

励。截至目前，抖音国风合伙人话题相关视频播放量已超135亿次。
22日，快手举行2021电商服务商生态千人大会，快手电商服务商生态和区域运

营负责人李丛杉说，针对不同行业直播需求提供更专业化、精细化服务的电商服务
商快速崛起。快手将通过平台扶持，进一步激发服务商价值，赋能更多品牌、商家和
达人。

很多“高流量”产品的背后都有智慧的制造。新制造，也是支撑新消费的关键。
智慧养生品牌左点主理人朱江涛告诉记者，企业把“个性化定制”与“规模化

生产”连接起来，通过不断吸引、反馈、改进，在智能养生领域打开年轻人的需求缺
口，建立市场竞争优势。

“新消费群体对品控等要求更高。”慈然说，企业尝试在供应链设“驻场团队”，
并对每一盒彩瞳建立唯一认证码和溯源体系。

“新消费的背后有新一代消费群体观念的变迁。但‘颜值’也好，‘情感’也罢，
都是要打动年轻人，满足他们对产品品质、体验的追求。”朱江涛说，谁能基于用户
的消费痛点出发，更能为用户解决核心问题，谁就有快速增长的机会。

（张辛欣）

“到了饭点点外卖，今天吃川菜，
明天吃水饺，中式快餐成首选。”上海
陆家嘴某企业负责人郭松坡说，有了
外卖，员工吃饭就方便多了，特别是
中式快餐，选择多、味道好、价格合
适，很受欢迎。

以前提起快餐，人们首先想到肯
德基、麦当劳等洋快餐。如今，巨大

的市场需求和不断提升的质量品质
使中式快餐发展驶入快车道。中国
饭店协会的数据显示，到今年一季度
末，我国中式快餐门店数量已是西式
快餐门店数量的 6倍。很多中式快餐
依靠不断提升的餐品质量和丰富的
菜品组合打开了市场，受到越来越多
消费者欢迎。

中国饭店协会日前发布的《2021
快餐产业发展报告》显示，随着快餐
客群饮食习惯、消费观念、用餐场景
及用餐形式的变化，我国快餐业态正
在向品质化、多元化、区域化转变。
今年一季度，中式快餐在快餐市场中
所占份额已超过 85%，而西式快餐不
足 15%。

“高品质是中式快餐赢得市场的
关键。”中国饭店协会会长韩明表示，
特别是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
市，消费选择多，市场竞争激烈，不少
中式快餐店从改良食材和原料入手，
努力提高餐品制作的标准化、规范化
水平。

“和府捞面以 1 斤骨头做出 3 碗
汤作为产品核心主张，配以 18味药材
慢熬 8 小时。”江苏和府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笔者，2013
年，该公司开出第一家门店，目前已
在全国开了 140余家直营门店。在大
连喜家德水饺餐饮公司，为保证餐食
品质，包饺子用的虾仁需要手工挑选

3次，韭菜要经过 9道工序加工，鸡蛋
要经过 245 秒的低温精炒。目前，喜
家德水饺全国连锁店已达 230 家，遍
布 8个省份的 46个城市。

相较于中式快餐，西式快餐具有
品牌化、标准化的优势。为了提高生
产效率、提升管理效能，很多中式快
餐公司重视向西式快餐学习。西贝
莜面村曾因菜品种类过多，严重影响
了发展速度和经营效率。后来，西贝
学习西式快餐的做法，坚决精简品
类，现在店内的菜品加上饮品，总量
不超过 60个。通过精简菜品，一方面
降低了食材采购和管理难度，另一方
面增加了单品的采购率，提升了供应
链效率。

韩明表示，疫情防控期间，消费
者对于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远远超
过以往，餐饮消费行为也会变得更加
谨慎，这对中式快餐企业来说既有机
遇也有挑战，“中式快餐企业要努力
提高管理效率和服务体验，让中式快
餐行稳致远。” （袁 远）

7 月 28 日，第 23 届中国(广州)国际
建筑装饰博览会日前在广交会展馆闭
幕。记者在展览上采访了解到，在劳动
力成本和原材料成本上涨，以及消费升
级、技术升级、政策支持等背景下，参展
的中国定制家居企业纷纷加快了数字
化转型发展步伐。

据中国对外贸易广州展览总公司
总经理刘晓敏介绍，本届中国建博会展
览总面积近 40万平方米，比去年增加近
10 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近 2000 家，比
去年增加 400多家。据不完全统计，参
展企业中仅上市公司就有 36家。

记者走访多家参展企业了解到，此
次展览“火热程度超出预期”，其中定制
家居、智能家居展馆尤其受欢迎。据了
解，参展企业中约 50%为广东企业，多
家定制家居领域的龙头企业参展，这些
企业在智能制造、5G应用、VR等领域融
合发展方面成效明显，正引领家居产业
加快数字化转型。

在索菲亚展馆，近 500 平方米的展
馆展出了多款新品，科技风场馆设计吸
引了大批民众驻足观看。该企业负责
人告诉记者，其工厂的 4.0智能生产线，
具有中后台智能化生产能力，从实时设
计、智能立体仓自动存取原材料，到精
准开料、二维码溯源、高速封边、精准加
孔，再到量体裁衣的一对一成品包装，

通过数字化技术升级实现了效率和产
能的提升。

记者了解到，索菲亚的 4.0 智能车
间采用国际一流柔性生产线，产品制造
全流程智能化，从智能立体原料仓出
发，板材全程不落地，加工准确率接近
100%，板材利用率提高 11%，每年节约
成本近 1000 万元至 1200 万元；打造行
业首个智能分拣系统，根据订单信息智

能码垛分拣准确率近 100%，速度比人
工操作快 5倍。

此次中国建博会上，互联网轻时尚
家居品牌米兰纳以时尚活泼的风格示
人，展出了主打现代风的“Nice”和主打
轻奢风的“Enjoy”两大产品线，并推出

“699有品造家计划”。全国工商联家具
装饰业商会副秘书长李国华指出，以

“95后”为代表的年轻群体非常活跃，是

在基于互联网数字化技术以及场景体
验的环境的成长起来的。以互联网技
术为支撑的家居产业新业态，在消费升
级背景下，在市场开拓方面大有可为。

随着定制家居行业发展，配套的设
计服务软件公司也如雨后春笋般成立，
助推了家居产业生产流程改造升级。
此次中国建博会，三维家带来 3D 云设
计、3D 云制造、数控设备等产品的同
时，还与松下住空间合作共建“家装
BIM系统”。

三维家CEO蔡志森认为，目前家居
企业进行数字化变革制造链路，已经取
得较大进步，但是还不够深。随着工业
软件的迭代，家居产业数字化将需进一
步加深。比如，实木门板营销、设计时，
就与制造实现协同，进一步提高效率和
品质。“工业软件最大的使命是提升生
产节点的效率，可以打开家居行业数字
化大门。”他说。

本届中国建博会期间，全国工商联
家具装饰业商会智能制造专业委员会
正式发起成立。在成立仪式上，全国工
商联家具装饰业商会副秘书长明占喜
表示，数字化、智能化、信息技术、新材
料、新应用、新模式等的广泛应用，将赋
能家居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企业降本
增效，增强企业竞争力。

（中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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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快餐市场所占份额已超过85%

中式快餐发展进入快车道

5G技术加持

定制家居产业加快数字化转型

法院公告栏
王庆海：本院受理原告香河孔雀城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诉你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 1024 民初
20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廊坊市中级人民
法院。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宿艳艳：本院受理原告香河县胜强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诉你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 1024民初 9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廊坊市中级人民法
院。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宋建伟：本院受理原告香河县胜强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诉你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 1024 民初
10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廊坊市中级人民
法院。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黄坤：本院受理(2021)黔 0628民初 693号田
小慧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
决主文为“被告黄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偿还原告田小慧借款本金 3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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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宗寿海：本院受理原告朱翠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本院判令：1、判令你立即
归还原告借款 372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
你承担。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
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
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十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法院
左占山：本院受理原告刘利芹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1）冀 0826 民初 992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窄岭人民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其副本，上诉于河北省承德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杨景和：本院受理原告贾桂春、王善群诉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冀0826民初1106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
本院窄岭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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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其副本，上诉
于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姜凤云：本院受理原告河北丰宁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
法院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成员告知书及开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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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3日上午 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窄岭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审判。

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朱大帅：本院受理原告胡小龙起诉你买卖合
同关系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豫1422民初2740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
第六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
李俊岭：本院受理原告刘志诉你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起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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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舒城县人民法院杭埠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安徽省舒城县人民法院
李俊岭：本院受理原告王静波诉你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起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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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次
日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舒城县人民法院
杭埠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安徽省舒城县人民法院
朱忠山：原告裴丹丹诉你为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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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华、邯郸市聚佳门窗有限公司：原告沈功
保诉你们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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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津瑞：本院受理原告杨永忠诉你、胡玉才、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富顺支公
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权利义务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
第 3日上午 08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安龙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
白津瑞：本院受理原告陆美才诉你、胡玉才、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富顺支公
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权利义务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
第 3日上午 08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安龙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
唐淑琼：原告廖昌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川 0502 民初 1046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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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法院
孙秀中：本院受理原告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周口中心支公司诉你与鹿邑县万里
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新成公交分公司保险人
代为求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
在鹿邑县人民法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河南省鹿邑县人民法院
李鹏：本院受理原告沈钢诉你房屋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0）鄂 1202 民初 2388 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后 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咸
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法院
王莉：本院受理的（2020）川 1921 民初 1246
号原告苟荣诉被告王莉“婚姻无效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案的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即发生法律效
力。 四川省通江县人民法院
汤洪全：本院受理的(2021)川2021民初1693
号原告卢洪梅与被告汤洪全离婚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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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如下：驳
回原告卢洪梅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60
元，由原告卢洪梅负担(已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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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
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
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
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
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
沈志国：本院受理潘粉林诉你委托合同纠纷
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及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期
限界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在
本院高新区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缺席审判。特此公告。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徐佩根：本院受理周宏燕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及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
于期限界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15时
00分在本院高新区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特此公告。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郭宗民、崔梅焕、郭敬常：本院受理原告濮阳
县城关农村贷款互助合作社诉你们与崔善
要、吴景霞、郭宗伟、张彦瑞金（2021）豫0928
民初 4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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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在本院十三号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濮阳县人民法院
四川省射洪市陈古镇泉水村 1组居民何群
英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51092219690304670X）：本院受理（2021）
川 0981 民初 2106 号唐大武与你离婚纠纷，
因你下落不明，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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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内。本案于 2021 年 10 月 19
日 9时 30分在太乙法庭开庭审理。届时未
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特此公告。

四川省射洪市人民法院
贵州安龙正大餐饮后勤管理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陈美红诉被告你买买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黔 2328 民初 3772 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在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及限期交纳案件受理费通知，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限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至黔西南州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