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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通州区妇联围绕新业态、新
就业群体领域（以下简称“两新”领域）
扩大妇联组织辐射效应，延伸妇联工作
触角，最大限度地把“两新”领域中的妇
女群众和家庭团结到妇联组织中，实现
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为北京城
市副中心建设发展建功立业。

加强顶层设计调研
创新“两新领域”工作法

为做好新业态、新就业群体的服务
工作，区妇联召开会议专题研究，进行
顶层设计，通过座谈会、实地走访，征求
新业态、新就业企业及群体和家庭的需
求，针对需求，主动对接，整合辖区组织
资源和服务资源，创新“党建引领服
务‘新业态、新就业群体’的‘三三’工作
法”：即以通州区“三大”商圈为重点，拓
展“两新领域”妇联组织建设，壮大妇联
基层组织力量、增强妇联基层组织运行
活力，进一步提升妇联组织的吸引力、
凝聚力和战斗力；同时依托“妇女之

家”、“儿童之家”、“妇女微家”三大基层
妇联平台，拓展延伸“两新领域”妇联工
作，凝聚“两新”领域中的巾帼力量，助
力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

坚持“党建引领”发展
建立“两新领域”服务阵地

为了把握服务“两新”领域的发展
方向，以“党建带妇建”，依托两级党委
领导下的两级党群服务中心，通过资源
链接和资源整合，建立二级“两新领
域”服务阵地。在区级党群服务中心设
立服务”两新”领域的“娘家人”服务站；
在区党群服务中心、中仓街道和梨园镇
党群服务中心试点建立妇联工作站。
根据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和其家庭的需
求，开展包括法律维权、生活咨询、心理
咨询、技能培训等系列服务。

通过在“两新”领域建立妇联组织，
引领“两新”领域女性听党话、跟党走，
让“两新”领域的服务功能与党和政府
的期待、妇女的需求保持更高的一致

性，发挥对“两新”领域女性的价值引领
作用。

以“三大商圈”为重点
拓展“两新领域”组织建设

按照“共建共治共享”原则，重点推
动在新业态企业、新就业群体聚集的万
达广场、新光大中心、商务园“三大商
圈”灵活多样地建立妇联组织，填补商
圈”两新”领域的妇联组织，覆盖盲区。
选树新就业群体中的优秀女性进妇联
执委，吸纳新就业群体中的妇女骨干加
入商圈妇联组织，为新就业群体提供发
展平台。为新业态企业及新就业群体
搭建自我发展、展现风采、服务社会的
平台，发挥他们自身的资源优势服务社
会、服务妇女。

区妇联整合资源在万达楼宇商圈
建立了首家“两新”领域妇联组织，是

“两新”领域区域化妇联组织建设的有
益探索。

以妇联“三大阵地”为平台
延伸“两新领域”妇联工作

依托基层“妇女之家”、“儿童之
家”、150个线上“妇女微家”三大平台，

将“最美家庭”等品牌工作以及女性创
业就业服务、维权帮扶、亲子教育、婚恋
交友等服务项目不断向“两新”领域拓
展，得到了新业态领域企业组织及新就
业群体妇女的广泛欢迎，在引领女性在
新业态领域发展、新就业群体岗位成才
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以三大阵地平
台为载体，发动新就业群体中的优秀妇
女骨干服务社会和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区妇联面向基层开展了十大“巾
帼”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项目。通州
区巧娘协会在漷县镇打造妇女就业创
业平台，实施女性创业者“妇女微家”创
新项目等都有效地覆盖了区域内的“两
新”组织。

随着妇女群众就业、生活、聚集方
式日益多元化，新业态、新就业群体的
妇女群众占比越来越高。依托区委组
织部区党群服务中心和街镇工委党群
服务中心，通过“党建带妇建”，试点建
立妇联工作站和“两新”领域服务阵地，
引领“两新”领域妇女群众听党话、跟党
走，从广度和深度上推动“两新”领域妇
联组织建设和服务工作，引领“两新”领
域中的妇女群众建功立业，实现了妇女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陈 玲）

本报讯 （记 者 王永彬）连 日
来，河南郸城县市场监管局充分发
挥职能作用，对口帮扶企业快办相
关手续、线上线下共振、撬动市场资
源，深入推进“万人助万企”活动，帮
助企业纾困解难，取得了较好效果。

全员入企把脉问诊。该局明确
要求班子成员按时深入企业，将“万
人助万企”政策传递到位，摸清企业
的所思、所盼、所急，为企业发展把
脉问诊，使帮扶措施更具针对性；促
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解决突出问
题；结合党史学习教育，进一步转变
工作作风，增强关心企业、爱护企
业、支持企业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为
做好帮扶工作提供保障；听取和征
集企业涉及市场监管部门职责范围
内的相关问题，形成清单，做到“一
人包联、全局服务”，“一张清单、全
面解决”。

并通过电话、微信等形式，听取
并随时掌握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
中，在市场监管服务领域存在的困
难、问题及建议，根据问题的轻重缓

急辨证施治，有针对性地做好帮扶
工作。

发挥职能撬动市场。该局支持
互联网+拓宽企业销售渠道。通过
实地走访企业，现场解决市场监管
职能范围内的各项问题 11 项。截
至目前，该局负责人已多次深入所
帮扶的企业，鼓励通过 ISO 22000、
HACCP 等认证，引导企业在管理中
注入先进管理理念，鼓励企业建立
并有效运行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实
行高品质管理。

针对帮扶企业急于建立网络销
售渠道的问题，该局充分发挥网络
交易监督管理职能，深入实施网络
帮扶行动计划，积极支持企业推进
网络销售项目建设，手把手帮助指
导帮扶企业注册开设微店，拓宽网
上销售渠道，帮助企业迅速扩大产
品覆盖区域。支持企业推广互联
网、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在企
业生产经营管理中的运用。目前已
帮助帮扶企业建立起完整的网络销
售渠道。

每年夏季，伊犁河谷连绵起伏的薰
衣草花海像紫色的绸缎，吸引着不少游
客前来观光。这大片的薰衣草可不只点
缀了环境，美丽了游人，更是富裕了当
地。小小的薰衣草，到底给伊犁河谷带
来了什么样的变化？传统的作物种植又
是如何发展成了“紫色经济”?

新疆西北角的伊犁河谷是浪漫的。
每年 6月到 8月，薰衣草吐芳争艳，游客
漫步其中，夏风吹过，香气四溢。伊犁河
谷位于天山山脉西部，三面环山，囊括了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伊宁市、特克斯县、
伊宁县、霍城县等地。伊犁河谷四季分
明、日照充足、自然条件优越，农牧业发
展优势显著，因此有着“塞外江南”之称。

伊犁河谷的地理条件非常适宜种植
薰衣草，上世纪 60年代，伊犁从法国引
进了薰衣草原种，经过数十年的精心培
育，薰衣草在伊犁河谷形成规模，伊犁河
谷因此被原农业部命名为“中国薰衣草
之乡”。到 2020年，伊犁河谷的薰衣草
种植面积约7.4万亩，伊犁河谷因此与法
国普罗旺斯、日本北海道、俄罗斯高加索
地区并列世界四大薰衣草产地。

经过近 60年发展，伊犁河谷依靠薰
衣草发展起来的种植业、加工业、旅游业
不断壮大。“紫色产业”发展如何？精深
加工产业链条是否在延伸？如何借助科
技力量让产业发展后劲更足？带着这些
问题，记者深入伊犁河谷开展采访调研。

花海铺就致富路

霍城县位于伊犁河谷西北部，是中
国最大的薰衣草种植基地，薰衣草种植
面积约 5万亩。在薰衣草种植的核心区
——芦草沟镇四宫村，几乎家家户户都
种植着薰衣草。7月中旬起，薰衣草进入
收割季，村民们忙着收花、加工、出售精
油。

在芦草沟镇四宫村村民冉玉芝的加
工厂里，不时有村民运来新割的薰衣草，
厂房里 20 余台蒸馏罐忙碌地运转着。

“目前的订单是需要 4吨薰衣草精油，我
们加工厂的日提炼精油量已经达到 1
吨。”冉玉芝说。

冉玉芝是村里最早一批种植薰衣草
的村民，种植面积从最初的几十亩增加
到如今的 300亩。“现在，村民纷纷依靠
薰衣草走上了致富路。”冉玉芝告诉记
者，四宫村薰衣草品质好、出油多，因此
种植面积也逐年扩大。“最好的时候，加
工厂一年能销售精油 30多吨，产值达到
1700多万元。”

十几年前，四宫村还是一片“石头
滩”，因为土质薄，种植的小麦、玉米产量
很低，收成好的时候亩均收入仅为 500
元左右。

“2010年起，四宫村积极调整产业结
构，改变传统农作物种植格局，引导村民
参与薰衣草连片种植。”芦草沟镇四宫村
党支部书记潘林介绍，没想到第二年薰
衣草丰收，加上当时市场行情好，每亩收
益超 4000元。“种植薰衣草不仅为村民
带来了比种植传统农作物高的收益，还
在花开时节吸引来了周边居民前来游
玩。尝到甜头的村民纷纷跟进种植薰衣
草。”

看到发展前景的四宫村，开始加大
投资完善基础设施，设计薰衣草景观区，
打造薰衣草农场。潘林介绍，为了给游
客带来更好的体验，通过村企合作，2016
年，四宫村解忧公主薰衣草园对外开放，
这里成了薰衣草旅游文化节的主场地，
每年接待旅游人数达20万人次。

如今，芦草沟镇四宫村形成了1.2万
亩的单体连片种植基地，种植户亩均纯
收入普遍在2000元以上。

“靠着旅游业，我们一年净收入能达
到10万元。今年到6月份，净收入就有4
万元了，还不错。”四宫村种植户马凌飞
介绍，自家的薰衣草地吸引了不少游客，
游客游玩时还会购买自家工厂加工的干
花、精油等薰衣草产品。

一条集薰衣草种植、加工、销售、农
业观光、旅游为一体的产业链在四宫村
逐渐成型。不过，薰衣草产业发展依然
面临着一些问题。潘林说，今年精油收
购价在每公斤330元到350元浮动，亩均
收入几乎和种植玉米持平。“精油、干花
收购有很多不确定性，销售渠道问题亟
待解决。”

求变才能生存，种植户们也纷纷琢
磨着办法。马凌飞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薰
衣草加工上，“今年新花收了 20多吨，预
计收 50 吨，然后通过加工销售出去”。
冉玉芝则在去年注册了公司，计划扩大
加工厂的同时，延长薰衣草产业链，推出
精深加工产品。“明年还打算种植一些其
他香料作物。”冉玉芝说。

龙头企业纷纷加入

薰衣草除了用于制作干花、提炼薰
衣草精油之外，在园林观赏、医疗保健、
美容等领域拥有着广阔市场，吸引了不
少龙头企业。

位于霍城县清水河镇的国家 4A级
景区——解忧公主薰衣草园内，停车区
旅游大巴依次排列，游客摩肩接踵。景
区所属企业新疆天然芳香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戴玉芳说，“从 6月份
起进入旅游旺季，每天入园人数达 4000
人次，最多的时候一天能达到上万人
次”。

解忧公主薰衣草园由薰衣草文化博
物馆、薰衣草种植及加工 3 部分组成。
在薰衣草博物馆里了解薰衣草历史，在
香草品种园和七彩花田里感受田园风
光，在香草文化长廊参观生产加工过程，
在薰衣草小街购买薰衣草产品。戴玉芳
说：“我们与法国专家合作，共生产精油、
纯露、香草花茶等 8 大系列 300 多个单
品，提升了薰衣草的附加值。”

企业在带动当地旅游业发展的同
时，也为薰衣草产品开辟了一条销售新
路。目前，企业还采取订单式种植的方
式和农户合作，统一品种,统一技术，统
一收购，统一了当地薰衣草种植的标准，
提升了品质。戴玉芳介绍，“精油价格连
年下降，这也让企业思考如何‘提档升
级’。今年我们开始尝试香草学院，让游
客DIY制作薰衣草香包、精油皂和植物
标本等。同时，我们也在积极疏通下游，
对接更多领域的企业展开合作”。

新疆天然芳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实
现了薰衣草与旅游的成功结合，伊犁紫
苏丽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则立足产品，

不断推动薰衣草的精深加工和多元化经
营。

在位于伊宁市的紫苏丽人薰衣草
创意产业园内，不仅可以制作香草手工
皂，体验薰衣草的香薰、按摩，还可以参
观薰衣草产品的加工过程，入住薰衣草
主题酒店等。伊犁紫苏丽人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罗伟康介绍，公司拥有
朵萃、紫诗等新疆著名商标，生态有机
种植基地 5500 亩，有以研发和精细加
工为主的芳香产业园。“今年，我们还开
设了直播平台，培养自己的主播进行带
货，探索销售新模式，适应新市场。”罗
伟康说。

“紫色经济”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企
业加入其中。数据显示，伊犁河谷地区
有各类薰衣草加工企业 20 余家，其中
国 家 级 农 业 产 业 化 重 点 龙 头 企 业 2
家。薰衣草相关产品注册商标约 240
余个，薰衣草加工企业开发的产品达
690余种，年销售额约 1.5亿元。

科技研发引领产业发展

在伊犁紫苏丽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的生产车间内，罗伟康向记者介绍：

“我们的薰衣草精油萃取方式不同于传
统的水蒸馏萃取，而是运用超临界CO2
流体萃取薰衣草精油技术，避免高温和
水蒸气对芳香成分的破坏。这个技术
能在获得优质、高纯度薰衣草精油的同
时，对花膏、花蜡和花渣实现多方位开
发利用。”

超临界 CO2 流体萃取薰衣草精油
技术只是紫苏丽人获得的 30余项国家
专利中的一项。作为薰衣草产业的龙
头企业，紫苏丽人在薰衣草的品种选
育、栽培、精深加工和高效提取技术上
取得了不少突破。

罗伟康说，企业成立了研发攻关小
组，提高投入到薰衣草新产品研发的经
费，力求多项新产品投入市场。“我们内
育人才，培养专业研究人员 15名，同时
借力引才，先后与南疆野生植物综合利
用研究院、中国农业大学、华南理工大
学等科研院所和高校建立长期产学研

合作关系，助力企业创新升级和发展。”
集种植、精深加工和休闲农业观光

于一体的新疆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伊犁
冠通公司同样注重研发。该公司启动薰
衣草组培工作，已完成 600瓶共计 6000
株优质种苗组培和优质种质资源保存。
伊犁冠通生物集团常务副总经理杨根福
说：“我们成立了研究院，正在研发薰衣
草系列衍生高端产品，涉及化妆、美容、
护肤等领域，同时提升纯露提取新工艺、
新技术，延伸薰衣草产业链。”

今年 6月，新疆天然芳香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与新疆师范大学签订校企合作
协议，对解忧公主文创类产品的视觉设
计、形象传播、产品包装及销售传播等方
面实施联合开发，一起攻关薰衣草品种
的选育、萃取工艺研发、油脂的精炼与纯
化，进一步合作优化“芳香产业链”。

新疆天然芳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任珂说：“我们希望借助更多科研院
所和高校的智慧辅助，使霍城的薰衣草
产业从视觉传播到深化文化内涵等方面
都取得长足进步。”

田园综合体开拓新空间

薰衣草产业在伊犁河谷正散发出
独特魅力，同时，产业融合的辐射和拉
动作用也加速了新业态的产生。

风格各异的田园风民宿，口味不一
的农家特色餐厅，涂满创意墙绘的乡间
小路，近在咫尺的大片薰衣草田……这
就是位于芦草沟镇四宫村的新晋网红
地——晃晃村。2019 年，四宫村依托
薰衣草这一特色资源，鼓励和扶持当地
村民发展乡村旅游。通过集餐饮、住
宿、娱乐观光为一体的民宿接待点，村
民实现了多渠道增加收入。

在外务工的四宫村村民王海鹏得
知村里开始打造晃晃村后，决定回乡发
展民宿。2019 年，他将自家 60 平方米
的老房子扩建成 500 余平方米的特色
民宿。王海鹏说：“村里聘请了专业公
司对民宿统一规划和设计，我家的民宿
可以同时接待 30余名游客。”

四宫村村民穆中军带头开起了农

家乐。“在自家院子建餐厅，我只花了六
七万元，2019 年 6 月农家乐就开张了。
去年薰衣草花季挣了 2万多元，今年预
计挣 4 万元不是问题。”穆中军说，如
今，村里的农家乐已达 8 家，游客来了
不仅可以看薰衣草，还能吃到自家种养
的绿色蔬菜和土鸡。

薰衣草主题旅游不断升温的同时，
晃晃村也吸引了不少创客前来。湖南
人田群芝的第二家民宿今年 6 月对外
营业。田群芝说：“这个民宿是田园风，
旅游旺季时 14间客房几乎都满了。”两
年前第一次来看薰衣草就被深深吸引
了，于是她选择在这里开民宿。2019
年 6 月，田群芝的第一家民宿开业，不
到一个月便接待游客 100多人次。

如今的四宫村，既有薰衣草田，又
在发展民宿，目前已经营业的民宿有
18 家，今年开工建设的还有 20 余家。
芦草沟镇党委书记李增杰介绍，未来还
将完善村里的基础设施，延伸薰衣草产
业链，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

在伊宁县喀什镇，冠通生物集团规
划面积 4.2 万亩、计划投资超 8 亿元的
天山花海景区今年 6 月正式开业。景
区万亩薰衣草花海观赏区、生态作物种
植区、综合服务区、特色餐饮街已打造
完毕，极限挑战区、萌宠养殖区、房车营
地等还在建设和完善中。

杨根福说，天山花海景区以“大农
业”为基础，构建以薰衣草为核心的旅
游吸引物，以精深加工为亮点的“农
业+体验＋休闲＋度假”中高端多元化
产品。

而在霍城县大西沟乡麻子沟村，依
托薰衣草建设起来的田园综合体项目
正在打造当中。在薰衣草产业加持和
良好的生态环境中，伊犁桃缘文旅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进行整村规划，打造田园
综合体项目，实施小商品市场、马队、花
海、民宿改造、娱乐中心等项目。“目
前，公司已完成对村庄道路、游客服务
中心等基础设施的建设，7家民宿也都
打造完毕正式迎客。”伊犁桃缘文旅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运营部负责人冯海森
介绍。 （经济日报）

北京通州区妇联创新“党建引领
‘三三’工作法”服务“两新”领域

河南郸城市场监管局：
“万人助万企”撬动大市场

种草种出“紫色经济”
——新疆伊犁河谷薰衣草产业发展调查

法院公告栏
蒋情情：本院受理的（2021）川 2021 民初
4095号原告四川安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九龙支行与被告蒋情情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借
款 20000元及资金利息；2.由被告承担本案
的诉讼费及实现债权的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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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义务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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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10时在本院第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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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
唐仁勇：本院受理的（2021）川 2021 民初
4096号原告四川安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九龙支行与被告唐仁勇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借
款6000元及资金利息；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
诉讼费及实现债权的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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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义务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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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11时在本院第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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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
曾林洪：本院受理的（2021）川 2021 民初
4099号原告四川安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九龙支行与被告曾林洪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借
款 16000元及资金利息；2.由被告承担本案
的诉讼费及实现债权的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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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义务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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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3日 9时在本院第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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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
张定军：本院受理原告涂阳波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黔0626民初94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庭
413办公室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贵州省德江县人民法院
陈飞：本院受理原告李晶与你抚养费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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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本院定于
2021年11月30日上午九时在本院保宁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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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亚奇：本院受理叶县龙祥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豫 0402民初
592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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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
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林豆豆：本院受理郑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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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0402民初1079号民事判决书。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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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撤乐木胡：本院受理原告阿木古冷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内 0526 民初 1045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撤乐木胡于本判
决生效后立即偿还原告阿木古冷借款本金
20000元、利息 1963.33元(2018年 12月 31日
至 2020 年 8 月 19 日：20000 元×5‰×19 个
月+20000元×5‰÷30天×19天)，计21963.33
元；并自2020年8月20日起以20000元为基
数按月利率 3.2‰计算支付利息至还清为
止；二、驳回原告阿木古冷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现依法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00元，由被告撤乐
木胡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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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扎鲁特旗人民法院
熊正权：本院受理原告王婷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0281
民初169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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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黄
石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闵春林：本院受理原告胡永心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
0281民初 259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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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上诉于湖
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柯向金：本院受理原告徐海松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 0281
民初286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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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黄
石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付波：本院受理原告黄菊芬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 0281 民
初300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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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黄石
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高福全、安玉梅、代伟光、德红梅、张庆春、张
凤学、张庆华、吴丽云、代连杰、卜春花：本院
受理原告阿荣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音河信
用社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内 0721 民初
3588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21 年 11 月 10 日 10 时
30 分在本院向阳峪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周林、石福、于殿军：本院受理原告阿荣旗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音河信用社与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21）内 0721 民初 3587 号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21年11月10日9时30分在本院向阳峪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
理和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代明亮、代明玉：本院受理原告阿荣旗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音河信用社与你们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21）内 0721 民初 3602 号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21
年 11月 10日 14时 30分在本院向阳峪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和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刘秀、李富、孙兆福、金龙、金海：本院受理原
告阿荣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音河信用社与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21）内0721民初3589号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并定于 2021年 11月 10日 11时 30分在本院
向阳峪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理和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赵永君、赵永利、王铁军：本院受理原告阿荣
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音河信用社与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21）内0721民初3605号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21年 11月 10日 16时 30分在本院向阳峪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审理和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庞飞、林录海、赵永利、彭起、彭波、薛占海、
陈国民：本院受理原告阿荣旗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音河信用社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内
0721民初 3603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 2021年 11月 10
日15时30分在本院向阳峪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陈梦（513429198307054163）：本院受理原
告苟和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中，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2021）川
1381民初 257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准
许原告苟和平撤回起诉。案件受理费 130
元，公告费 600元，合计 730元，被由原告苟
和平承担。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

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
寇 含 芳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512930196409177984）：本院于 2020 年 4
月 27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吴开芹申请宣告寇
含芳失踪一案，该案现已审理终结。现将
（2021）川1381民特26号判决书向你公告送
达，判决内容如下：一、宣告寇含芳为失踪
人；二、指定申请人吴开芹为失踪人寇含芳
的财产代管人。

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
遗 失 声 明▲本人宋志广不慎将中国电建集团绵阳长

兴有限公司开具的绵阳海赋长兴二期 16
栋 - 1 楼 82 号 车 位 款 收 据 一 张 ，（编 号
0035523，金额 5000 元。开票时间 2020 年 2
月28日），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吴忠市小西牛养殖有限公司奶牛标准化

养殖场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征求意见稿公示

一、征求意见稿的网络链接及查阅途径：链
接 ： https://pan.baidu.com/s/
1B5al1SjGmvCRjeWNvvkPRg 提 取 码:
q9sm。 建 设 单 位 邮 箱 ：250859759@qq.
com。电话：18997388991。地址：吴忠市利
通区扁担沟镇。环评单位：驰久（宁夏）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电话：15709601835。邮箱：
592154714@qq.com。地址：银川市金凤区
丰农巷金榜大厦1305。二、征求意见的公众
范围：受项目直接影响或间接影响的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
接 ： 链 接:https://pan.baidu.com/s/
1XEE_NRMQvevm-ETcNZnSyQ 提取码:
kfyw。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邮
寄、电子邮件等方式和途径将公众意见表反
馈给建设单位。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
间：2021.8.23~2021.9.3（10个工作日）。

吴忠市小西牛养殖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