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竞赛场上，0.01秒或者0.01米的优势，就能决定冠军的归属。身处金字塔尖的运动员，若想取得傲人的成绩，自身的努力固然非

常重要，科技创新力量的支持也不容忽视。在科技加持下，运动员不仅能提高其备战训练水平，更能在赛场上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从比赛装备到科学训练、技能优化，再到气象、医疗等全方位保障……如今，一项项“黑科技”正在或即将运用于我国冬季运动项

目的训练、比赛中，助力运动员在冰雪赛场上更快、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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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奥运会上，81 公斤级举重冠
军吕小军脚下暗藏高科技的金色战
靴，受到广泛关注。

事实上，运动装备是影响运动员
成绩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在冬奥会中
体现更为明显。近年来，在竞技场上，
运动装备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

“竞速类比赛中，0.01 秒就可以决
定一块金牌的归属，这 0.01 秒的差距
也许就来自服装和装备。”北京服装学
院主攻功能服装研究的刘莉教授说。
同时，她也是国家冬季运动服装装备
研发中心的主任，“科技冬奥”重点专
项“冬季运动与训练比赛高性能服装
研发关键技术”项目的负责人。

该项目由北京服装学院团队牵
头，6所高校、4个企业联合攻关，实现
竞速类项目服装、防护材料及装备、耐
低温保障材料和技巧类项目服装四类
产品创新。

8 月 19 日，记者联系到刘莉时，她
和团队成员正在中国速滑队训练基
地，准备给运动员试穿“战袍”样衣。

据介绍，速度滑冰等竞速类比赛
追求“快”，所以服装要考虑风的阻
力。“我们通过科学化的服装结构和面
料设计，实现跨尺度协同减阻，有效降
低阻力，帮助运动员提升赛场表现。”
刘莉告诉记者，“快”正是他们解决的
关键技术问题之一。

参考中国运动员体型特征、训练
及比赛环境等，该项目组通过流体动
力学仿真技术构建三维空气动力模
型，在全球范围内筛选并自主研发减

阻面料，设计减阻结构，进行风洞综合
验证，为运动员进行定制研发。他们
根据不同项目的运动姿态、速度特点，
制备高性能减阻面料，并在全球范围
内搜集和测试 150 多种面料的基础性
能，应用于服装减阻设计中。

通过实验，项目团队发现：并不是
越光滑的表面风阻越小。“恰恰是一种
有肌理的凹坑结构面料，产生的阻力
是小的。”刘莉告诉记者，在身体不同
部位，凹坑结构的形状、大小、深度都
是不同的。同时，根据滑行姿态设计
的“站不起来”的板型，不仅帮助运动
员保持姿势，也有效降低了阻力系数。

从项目阶段性研发成果来看，与
现役冬季项目比赛服相比，他们自主
研发的多款比赛服具有更好的空气动
力性能。经风洞测试验证，最佳姿态
速滑服比海外采购的减阻超 11%；新
款短道速滑服最大减阻率超过 10%；
根据高山滑雪项目各小项速度差异较
大的特点，细化有关比赛服设计，其最
大减阻率超过 9%。

在追求“快”的同时，“护”“暖”
“美”也是科研人员攻关的核心技术问
题。

冬季运动项目危险性极高，运动
员损伤风险较大，比如冲撞、刺割等损
伤。因此，无论是在训练还是比赛过
程中，都需要为选手提供很好的保护。

最新研发的训练和比赛装备中暗
藏了不少高科技。如高山滑雪训练防
护服中，采用了新型柱状阵列式抗冲
击结构和新型吸能缓震材料，可以有

效防护高山滑雪运动员穿越旗门时造
成的抽打伤害。短道速滑比赛服则整
体使用高弹防切割面料，全面保护运
动员的身体，同时考虑肌肉压缩、服装
减阻等功能。在保持弹性的基础上，
防切割性能提高了 20%—30%。

“暖”也是冬季项目服装的普遍需
求。要让所有冬季项目的训练和比赛
服装都能暖和，科研人员想出了“两条
路”：一是提升纤维保暖率；二是使用
主 动 加 热 技 术 ，把 电 能 量 转 化 成 热
量。被称为“堡垒”的综合保暖系统应
运而生，集防风、防水、透气、耐磨多功
能高效保暖于一体。

综合保暖系统包含主动电加热护
脸、马甲、外套、手套、袜子、坐垫等装

备，通过智能主动加热技术，保障穿着
人员在零下 30℃环境下可持续作业 8
小时以上。

不仅如此，运动服装的科研人员
还研发出一系列高科技装备，助运动
员一臂之力。如通过双滑轮腹内压快
速增压技术和石墨烯传导热快速加热
技术，可快速增强腰椎稳定性、促进核
心稳定肌功能恢复的特制腰带；通过
双面立体点胶和结构化设计的专用运
动袜，增强技巧类项目运动稳定性；为
运动员量身打造的膝关节运动护具
等。

可以想见，在即将到来的北京冬
奥会上，中国军团的运动装备将是“黑
科技”满满。

调整呼吸，飞速下滑，加速、起跳，在落差 100
多米山地自由飞翔，然后平稳落地……对于跳台
滑雪运动员来讲，这一系列动作已然刻印于心。

滑行速度、起跳的时机与方向、手臂摆动的
角度、自身的状态等，都是影响其成绩的重要因
素。这就要求运动员具备精准的身体姿态控制
能力。

由于各个动作的瞬时性，在传统训练过程
中，为了让运动员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动作都达
到“最优”，教练员的做法通常是用视频记录，然
后回放分析。然而，受观测距离、角度等方面影
响，这一做法也有一定局限性。“运动员在画面中
很小，很难发现诸如手臂摆动角度、膝踝距离差
等方面的细微差别，而这些恰恰对于成绩影响很
大。”据有关研究人员介绍。

如今，在科技加持下，这一问题有了解决方
案。

刘宇是上海体育学院科学研究院院长，也是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冬奥”重点专项“冬季项
目运动员技能优化关键技术研究”项目负责人。
他带领项目团队开发适合雪上运动员运动效率
和运动能力提升的神经—生物力学增强技术与
干预模式，利用人工智能辅助系统捕捉运动员三
维动作，实时采集起跳角度、速度、姿态控制、距
离等数据，为提升运动员训练效果和参赛竞技表
现能力提供科技保障服务。

“有了最新突破！”8 月 18 日，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刘宇十分激动。他告诉记者，他的团队即
将奔赴河北涞源国家跳台滑雪训练科研基地交
付新的研究成果。

记者了解到，此前，该项目团队通过在跳台
滑雪出发台架设多台高速摄像机，对助滑、起跳
动作进行三维动作捕捉和技术分析，然后基于人
工智能图像识别技术实时反馈出起跳台时的三
维动作信息，包括起跳开始蹬伸距离、起跳时下
肢三个关节的角度、身体姿态、飞行初期的攻角、
雪板的仰角等关键生物力学指标，帮助教练员和
运动员掌握分析每一个时刻的技术动作细节。

如今，这一辅助系统有了“升级版”。根据使
用方建议，项目团队将在滑道侧面的多个关键点
位 ，如 距 离 出 发 台 20 米 、40 米 、60 米 、80 米 、
100米、落地区等架设实时高速视频摄制系统，并
基于单目相机的人工智能算法，实现对运动员上
述关键位置的三维动作捕捉分析，同时通过自动
控制的机器摇臂实现对运动员全过程及关键点
位动作的记录，并快速生成有关数据。有关视频
和生物力学数据可实时反馈给教练员和运动员，
便于后续战术动作分析等工作的进行。

与此同时，项目团队还利用可穿戴传感器技
术，对运动员全程速度、加速度及其雪板进行空
间位置精确跟踪、测定，优化其动作控制。

这是过去用传统的录像方法很难快速获取的信
息。“跳台滑雪选手的助滑速度、起跳角度、身体三维
姿态等，过去只能依靠教练的经验感觉和简单视频

分析，现在能提供精准量化的快速反馈、技术诊断，提出改进方案。”刘宇说，这等于
给了教练员“第三只眼睛”。而使用方也表示，这位数字“教练”提供的数据对于诊
断运动员各环节动作的短板、加快提高成绩很有帮助。

不仅是跳台滑雪，“冬季项目运动员技能优化关键技术研究”项目的关
键技术成果目前已在多支冬季项目国家队进行转化与应用研究，为运动员
科学训练、竞技表现能力的提升寻求关键突破。

“在‘科技冬奥’重点专项中，科学训练与比赛关键技术是一个重要领
域。”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二级巡视员王小龙告诉记者，围绕运动员科学
选材、运动员技能优化、体能训练和训练监控、科学化训练基地建设等方面，
已部署 19个项目，目的就是要研发科学化训练方法和装备、建立智慧化比赛
训练场地、提高训练效率和质量、提升运动员比赛水平。

目前，一批研究成果已转化应用：高水平运动员动作优化分析系统提升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等项目高难度动作表现，动作成功率提升约 15%；国内
首套人体高速弹射装置，已经成为速度滑冰国家队开展弯道技术专项训练
的重要辅助手段，解决了冬季项目训练受环境时间限制的难点。

与夏季奥运会项目多在体育场馆内
举行不同，冬奥会项目多在室外山地举
行。除了运动装备、运动员自身水平外，
温度、湿度、风力、风向及雪质等自然条
件的差异，将会直接影响赛程安排以及
运动员的比赛成绩、比赛安全。

据有关专家介绍，北京2022年冬奥
会是近 20年来唯一一次在大陆性冬季
风主导气候条件下举办的冬奥会。大
风、低温、低能见度、降雪等将是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面临的主要天气风险，复杂
相态降水、沙尘天气等也可能出现，加之

项目不同、场地不同，对气象条件的要求
也不同，气象保障可谓是面临挑战重重。

“科技冬奥”重点专项管理机构、中
国 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副主任柯兵告
诉记者，围绕气象条件预测保障，“科技
冬奥”重点专项作了相应部署。我国自
主研发的高精度天气预报“睿图—睿思”
系统由此诞生，首次实现了复杂地形下

“百米级、分钟级”预报。
“也就是说，能够实现复杂地形下

100米分辨率、逐 10分钟快速更新的冬
奥关键气象要素预报。”据有关气象专家

介绍，气象部门在北京城区、延庆和河北
崇礼铺设冬奥气象综合监测网络，布设
了 441套各类探测设施，大幅提升了复
杂地形和下垫面条件下温度、湿度、风场
等要素预报的准确率，有助于为提前24
小时的精细气象决策提供支持。

这套高精度天气预报系统在今年 2
月、4月的“相约北京”测试活动期间接
受了检验。根据气象服务团队提供的天
气预报，14项赛事的官方训练或比赛进
行了赛程调整。

不仅如此，张家口赛区还用上了激
光测风雷达。据介绍，雪上赛道地理环
境复杂、风场复杂多变，运动员在高速下
滑的过程中，极易受到赛道突变的纵风
及横风影响。因此，对赛道纵风及横风
的实时监测与危险预警，可为赛事管理
人员、运动员及教练员提供辅助决策依
据，对冬奥会滑雪比赛的顺利进行、运动
员的正常发挥等具有重要意义。

与此同时，在世界顶级运动员激烈
比拼背后，还有“科技+医疗”的全程保
驾护航。

冬奥运动项目大多难度大、危险性
高，比如高山滑雪滑降比赛，运动员从高
山上往下滑，时速要在10秒内从静止增
加到 130公里，钢架雪车的最高时速能
达到 135公里。在这种情况下比赛，运
动员稍有不慎就可能发生意外。国际奥
委会一项数据显示，冬奥雪上项目运动
员的受伤概率基本上在10%—14%。

一旦发生意外，如何让运动员可以在第
一时间得到快速有效的救治甚至返场，
是冬奥会服务保障中的重要一环。

“从云顶滑雪场到崇礼院区，直升机
转运只需4分钟；从雪车雪橇赛场到延庆
创伤中心，智能救护车由原来的30分钟
缩短至 15分钟，直升机转运也只需 4分
钟……这些从赛场到保障医院的急救转
运能力是对赛事医疗救护水平的切实需
求。”“科技冬奥”重点专项“冬奥会运动
创伤防治和临床诊疗安全保障技术体系
的建立与应用研究”项目负责人、北京大
学第三医院教授崔国庆表示，特别是转
院流程的简化与优化，使崇礼院区及延
庆院区与北医三院做到创伤中心联动、
信息共享，运动员绿色通道得以建立。

该项目还设置“冬季运动损伤数据
库、AI影像辅助诊断技术及远程会诊中
心的建设与应用”课题，就是希望实现标
准数据的收集、分析与整合，建立完善的
智能影像辅助诊断技术，实现诊疗全流
程智能化辅助判断。

目前，项目已实现人工智能影像识
别算法在膝关节大病种的识别率达85%
以上，初步搭建包含协和医院、北医三
院、吉大一院等11家医院在内的医联体
网络，共建远程会诊中心。

这些“黑科技”“生”于冬奥，却不止
于冬奥。未来，这些都将变成宝贵的“奥
运遗产”，应用到更多场景，惠及更多
人。 （中国纪检监察报）

科技创新为冬奥健儿赋能助力

“战袍”追求“快”兼顾“护”“暖”“美”
自主研发的最佳姿态速滑服比海外采购的比赛服减阻超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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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栏
王岩磊：本院受理原告杨金伟与你买卖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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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义务告知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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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 2021 年 11 月 28
日在本院胜芳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
缺席判决。

河北省霸州市人民法院
刘亚楠：本院受理原告荣幸与你离婚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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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义务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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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2021年11月28日在本院胜
芳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霸州市人民法院
薛强：本院受理原告杨金伟与你买卖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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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义务告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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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 2021 年 11 月 28 日在
本院胜芳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
判决。 河北省霸州市人民法院
齐旺：本院受理原告杨金伟与你买卖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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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义务告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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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 2021 年 11 月 28 日在
本院胜芳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
判决。 河北省霸州市人民法院
郑俊玲：本院受理原告刘有生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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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2021年8月24日
上午 9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临漳县人民法院
吴元英：本院在审理原告赵长栋诉你房屋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辽0381民初2995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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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海城市人民法院
高兴学：本院受理原告李长建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豫 0222 民初 2298 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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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开
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通许县人民法院
洪远明：本院受理的原告张基朝与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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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邢台沛鸿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卢朋卫诉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司法
公开告知书、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邢台市任泽区人民法院
刘丽娟、陕西云锦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
新城支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期限、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
30（遇节假日顺延）在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
院金融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由国伟：本院受理原告赵曰玲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1）豫0221民初2406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
院于镇法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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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
法院。

河南省杞县人民法院
VU THIS AND DAN（武氏英丹）：本院受理
原告陈健健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 0423 民
初 23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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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泸州市友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泸州瑞翔桩基工程有限公司诉你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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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 30日内。
定于 2021 年 11 月 29 日下午 15 时在本院第
16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
裁判。特此公告。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法院
许开宏、张兴会：原告泸州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通滩支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川 0502 民初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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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卫宪、崔艳红：本院受理原告朱柯颖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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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33 民初 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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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馆陶县人民法院
平泽瑞（又名平书文）：本院受理原告李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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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33 民初
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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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馆陶县人民法院
饶荣学：本院受理原告龙术凤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黔 0521民初 79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
效力。 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范丽平：本院受理原告邓昌举诉你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黔0521民初3115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
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曾永：本院受理原告苏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黔 0521民初 78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
效力。 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卢晓英：本院受理原告张议心诉你同居关系
子女抚养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黔 0521 民初 792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陈马崽：本院受理原告航铁集团(贵州)有限
公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调解建议书、
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合议庭成
员通知书、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裁定书及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惠水县人民法院
罗晓：本院受理原告余芳芳诉被告罗晓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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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
讼风险提示书、举证通知书、转普裁定书、合
议庭成员组成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
时(如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惠水县人民法院
欧心元：本院受理原告江承君诉被告欧心元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举证通知书、转普裁定
书、合议庭成员组成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
日上午9时(如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惠水县人民法院
李太涛：本院受理原告吴德俊诉被告李太涛
(2021)黔 2731 民初 1888 号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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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如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惠水县人民法院
贵州蓝图尚品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原告贵阳
远宏春兰家政服务有限公司诉贵州蓝图尚
品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
案本院受理，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本院(2021)黔 0115 民初 7593 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被告贵州蓝图尚品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
原告贵阳远宏春兰家政服务有限公司退还
装修款 25,46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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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案案件受理费 436元，由被告贵州蓝图尚品
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承担。限你自本公告自
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
遗 失 声 明▲甘谷县金坪劳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本

丢失，注册号：620523200005920，声明作废。▲甘谷县东芳化肥经营部营业执照正本丢
失，注册号：620523300002638，声明作废。▲马萱出生证丢失，性别：女，出生日期：
2014 年 9 月 2 日，母亲：马晓萍，父亲：马尚
贵，出生证号：O640061027，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