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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 18日，广西壮族自治
区政府新闻办公室在南宁举行广西推
动糖业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记者
在会议上获悉，为积极适应国内外糖
业发展新形势，进一步深化全区糖业

体制机制改革，充分激发市场活力，不
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竞争力，
2019年以来，广西深入实施《关于深化
体制机制改革加快糖业高质量发展的
意见》，扎实推进广西糖业降本增效三

年行动计划，加快推动糖业“二次创
业”，全区糖业发展总体趋稳向好。糖
料蔗种植面积稳定在 1100万亩以上，
食糖产量稳定在600万吨以上。其中，
2020/2021 年榨季全区糖料蔗种植面

积 1115万亩，开榨糖厂 79家，糖料蔗
入榨量 4921万吨，比上榨季增加 342
万吨，增幅7.47%；产糖量628.79万吨，
比上榨季增加 28.79万吨，增幅 4.8%；
农民种蔗收入 253.72亿元，比上榨季
增加18.12亿元，增幅7.69%。

下一步，广西将不断深化体制机
制改革，大力推动糖业降本增效，加快
糖业高质量发展步伐。 （莫琼英）

本报讯 （记者 默晓龙）近日，
中国气象局宣布在湖北宜昌设立三
峡国家气候观象台。这是中国气象
局于 2019年遴选出 24个国家气候观
象台后增设的首个国家气候观象台。

据了解，三峡国家气候观象台
将立足三峡库区及我国东西地形过
渡区、南北气候过渡带特点，进一步
推进三峡地区气候适应、极端气候
监测与气候变化影响评估、气候资
源开发利用和气象服务应用研究；
按照地球系统综合观测站、研究型
业务平台、生态与气候服务平台、国
内外开放合作平台和人才培养平台

“一站四平台”的五大功能定位进行

建设。其中，结合国家重大战略需
求，三峡国家气候观象台将开展长
江三峡库区长期、连续的陆—气和
水—气通量观测，使其成为三峡库
区气候变化、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
保护建设的科技支撑系统；增强陆
地—大气边界层结构和近地层气象
观测能力，建设三峡库区及长江航
道晴空大风、持续性大雾、极端强降
水、强雷电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监
测网；围绕三峡库区气候敏感性、生
态环境脆弱性等评估需求，推进生
态气象环境监测体系、生态功能服
务评估体系及生态安全与地质灾害
监测评估体系的监测能力建设。

本报讯 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通
信管理局最新统计，今年上半年，新
疆完成 5G 投资 10.3 亿元。自 2019
年 以 来 已 累 计 建 成 5G 基 站 10490
个，基本实现乌鲁木齐市重点区域
及各地（州、市）所在地城市中心主
城区 5G网络连片覆盖。

早在 2019 年 10 月 31 日，乌鲁木
齐 市 成 为 全 国 首 批 5G 商 用 城 市 。

为 进 一 步 加 快 5G 基 站 建 设 步 伐 ，
2020年 4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
政府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推进
5G网络建设发展实施方案》，提出以
乌鲁木齐市和各地（州、市）所在地
城市为核心带动全疆 5G 应用，由工
业 、旅 游 业 率 先 建 设 及 应 用 5G 网
络，聚焦工业园区和 3A 以上旅游景
区游客集中区域与 5G 建设应用的

深度融合。
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通信管理

局信息通信发展处有关人员介绍，
2021 年，新疆信息通信业计划投资
17 亿元，加快新疆 5G 网络建设，预
计今年底可实现所有地级市主城区
5G 网络连续覆盖，所有县城、团场
及 4A、5A 级重点景区实现 5G 网络
覆盖。

为保护 5G 基站设施，为 5G 网络
商用创造良好环境。今年 1 月，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 219
号正式发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促
进 5G 网络建设发展规定》，其内容
包括 5G 网络属于公共基础设施，与
水、电、气、暖等公共基础设施同等
受到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阻碍和破坏依法进行的 5G 网络
建设和维护活动，不得危害 5G 网络
安全等。

（金 烨）

本报讯 （记者 闫 廷）上半年，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工业固定资产
投资同比增长 113.7%，位列全区第
二。

今年，呼和浩特市计划实施亿
元以上工业项目 63 项，续建 32 项，
新建 31项，项目总投资 719.1亿元。

从各旗县区增速来看，4 个旗县
区 (开发区)工业固投增速高于全市
平 均 增 速 ，分 别 为 土 左 旗 增 长
9941.2%、玉泉区增长 956.8%、赛罕
区 增 长 195.4% 、清 水 河 县 增 长
178.1%；低于全市平均增长的旗县
区 (开发区)分别是呼和浩特经济技

术 开 发 区 增 长 77.2% 、托 县 增 长
49.7%、武川县下降 4.2%、和林县下
降 29.6%。

从重点项目建设情况来看，伊
利健康谷 3 万吨奶粉项目、45 万吨
液态奶项目建设提速；蒙牛中国乳
业产业园项目正式开工；西贝贾国

龙功夫菜超级中央厨房、大唐药业
健康产业园二期、蒙牛高新乳业七
期多层瓶、欧世蒙牛雅士利和林工
厂产能提升、中士达精包装等项目
加快推进；中环五期项目建成投产；
久泰 100 万吨乙二醇项目一台锅炉
已试运行完毕，预计 11 月前部分工
段进入试生产阶段；金山热电 2×66
万千瓦火电项目等大项目建设进程
均有所加快。 本报讯（记者 孟祥山）由中国美

发美容协会和辽宁省商务厅主办、辽宁
省美发美容行业协会和沈阳市美发美
容行业协会发起并承办的“首届世界华
人美业大会”将于9月23日—24日在沈
阳举行。

以“美业华人 美丽世界”为主题的
本届大会，共设包含首届世界华人美业
大会暨第四届沈阳国际时尚周开幕式、
中国美发行业文化起源地揭牌仪式、首
届世界华人美业发展论坛、第三届中国
美业青年论坛等六项主题活动。2021全
国美容美发技能大赛辽宁选拔赛和2021
辽宁省职工技能大赛活动暨第三届全省
美发美容行业技能大赛也包含其中。

据辽宁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何睿介绍，目前，辽宁省美业从业人员
超过60万人，美业企业14万余家，形成
了年产值超过八百亿元的多元化产业
集群。

据辽宁美发美容行业协会会长程
利国介绍，2010年到 2020年这 10年，
是辽宁省美业发展的黄金十年，据不完
全统计，十年间，全省共有1.5万多人次
的美业青年考取了“美业资格证书”，
700余人走上世界美业舞台，近300人
次荣获省、市、区“五一”劳动奖章、劳动
模范，3000余人在各类世界大会、大
赛上崭露头角，向全国输送了40余万
美业人才。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推动降本增效

广西积极推动糖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气象局设立三峡国家气候观象台

呼和浩特市上半年项目总投资达719.1亿元

首届世界华人美业大会将在沈阳举行

新疆已建成5G基站超万个

地方动态

□ 本报记者 王薛淄

日前，2021年中国缝制机械协会市
场工作委员会主任会议在河南郑州召
开。来自装备行业的一线整机、经销品
牌和贴近一线用户市场的代表们，交流
了国内外最新市场热点。他们表示，面
对内循环、产业转移和产业转型三大机
遇，缝机市场呈现出自动化设备销量翻
番，智能工厂需求提升，销售服务网络
化、专业立体的协同服务等新趋势。

自动化设备销量翻番

中国缝制机械协会副理事长、市场
工作委员会主任杨晓京表示，近年来，
国内大循环动能明显增强，更加需要缝
制机械行业和服装行业能够进一步加
强互动交流，加强产业链协同创新，为
服装行业的转型升级提供更多减少人
工、提高效率、质量稳定、操作简便的先
进装备。

事实上，随着小单快反、提质增效、
快速交货、降低库存等发展，对服装生
产模式也提出新的要求。今年上半年
以来，高品质高性能的自动化缝制设备
需求不断增加。

祥泰公司董事长陈新华表示，上半
年自动缝制设备销量翻倍，贴袋机、模
板机等自动装备已成为常规机种，以前
被认为有难度或者使用不方便的机器
也变成普通机型，市场热销。浙江重机
海诚公司董事长屠叶根也表示，今年模

板机、拉布机销量猛增，拉布机甚至已
完成了全年销量。这说明服装企业装
备自动化意识提高，对送料精确度和成
本控制要求更加精炼。

专业立体的协同服务

随着我国服装消费从温饱型转向
对时尚、文化消费潮流的追求型，服装
制造逐步进入数字化、网络化升级改造
阶段，研发销售端和生产供应端在加速
分裂。而伴随服装网络销售的火爆，缝
制设备的销售亦开始由传统的渠道经
销，逐步向电商化销售方向转型，特别
是配件和耗材的销售，但距离专业电商
平台的出现还有一定差距。

中山华辰公司董事长李锦洪以广
东市场为例，服装市场不断转型，在供
应链、开发、快时尚等方面保持着独特
优势，尤其是一些从事跨境电商的服装
企业快速崛起，通过供应链管理，快速
实现开发、转款、交付，甚至每天推出上
千款新产品上市，有些企业能做到数百
亿元的年产值，海外一件代发，三天交
货，流程速度快得惊人，这也带动上半
年广东缝机市场增长显著。另一方面，
在疫情影响下，传统的线下主流展会等
宣传沟通方式受到了严重影响，线上交
流成了不二选择。郑州重机公司总经
理屠彬认为，从长远发展的视角来看，
设备销售电商化、展会线上化、培训视
频化、经销商转型为服务商是大趋势，
经销服务商自身的数字化建设变得更

加迫切。
李锦洪表示，面对数字化转型，如

何立体、专业的的服务于客户、服务于
市场，要从以客户管理、系统化、数字化
的协同服务开始。

产业智能制造转型升级明显

纺织服装行业智能化转型升级，加
速缝制机械行业智能化技术创新及运
用。事实上，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目
前服装企业选购缝制设备已从比价向
比质量、比效益过渡，大型企业进行智
能生产线数字化改造，国产设备销量爆
增。而中小企业对智能制造的需求意
识也在不断提升，出现了规模小但功能
全面、价格较低的智能工厂新需求。

面对万物互联的数字未来，缝制机
械的发展理念发生了巨大变化，工厂管
理工业软件已开始和缝制设备深度融
合，缝机产业链也随之发生改变，零部
件、设备商、服装企业都在进行数字化
工厂改造。以杰克为例，则正在探索开
发从面辅料仓储到智能裁剪房、缝纫车
间，到分解系统、成品仓储5大模式的智
能制造成套解决方案和个性化定制方
案，努力通过软件开发、硬件数据集成，
以期为下游企业更多赋能，进一步推动
服装产业的智能制造转型升级。

机遇和挑战并存

面对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形势、
需求，杨晓京表示，围绕行业“十四五”

市场发展规划，缝企要秉持开放的心
态，开放合作、开放创新、开放共享，推
动行业发展转型。

一是要积极构建多层次市场发展
体系，逐渐建立起综合性商贸服务、区
域性营销服务和专业售后维修服务三
个层级的行业商贸服务体系；二是要
积极发展市场新业态，将开拓市场的
注意力从“生产+产品”向“产品+服
务”转变；三是要加强市场信息化建
设，构建企业数字化信息服务平台，发
展经营范围广、辐射能力强的综合交
易平台、数据分析平台和远程维护平
台；四是要重塑市场竞争新秩序，营造
良好的贸易环境;五是要加快培育外
贸竞争新优势，推动出口结构向多元
化市场转变，加大新兴市场开拓力度；
六是要形成零件—整机—商贸协同发
展新格局，促进以整机生产企业为核
心的全产业链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设，
为构建行业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环境搭
建起四梁八柱。

杨晓京表示，机遇和挑战并存，当
前全球疫情走势及经济形势依然复杂
严峻，国内需求恢复仍受到一定制约，
市场日益细分，服务领域愈加广阔，竞
争模式更加丰富，需求更加多层次、多
元化，供应链反应越来越敏捷，对品质
的要求更加严格，如何占领先机、赢得
优势，把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
在自己手中，努力推进行业高质量发
展，中国缝机人要共勉共享共进。

本报讯（实习记者 贾淘文）近日，《绍兴黄酒保护和发展
条例》由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会议批准通过，将于今年 10月 1日
起正式施行。该条例共六章三十二条，划定了绍兴黄酒的适
用范围，首次对政府保障、行业职责、知识产权保护、制作原
料规范、融合创新发展以及酒体质量、企业生产经营等方面作
出规范。

记者了解到，该条例制定工作从 2020 年开始正式推进，
历时一年半落地实施。绍兴作为黄酒的主要产地，此次以地
方立法的形式对黄酒进行保护和规范，首次强调了绍兴黄酒
的行业职责，在促进绍兴黄酒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做出明确
规定，对黄酒文化传承和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黄酒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酒种，黄酒酿造始于仪狄，兴于
绍兴。然而，近年来，白酒表现强劲，市场占有率极高，而曾
被誉为“国酿”的黄酒却逐渐式微。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2020 年白酒产量 740.73 万千升，销售收入达 5836.39 亿元，黄
酒产量 134.68 万千升，销售收入仅有 17.04 亿元，仅占白酒的
0.29%。黄酒产业发展较为缓慢，与其明显的地域性消费特征
与消费人群的局限性有着直接关系。无消费，不发展。任何
一个产业的兴盛，都离不开强大的消费市场支撑。

对此，中国酒业协会理事长宋书玉在“2020 中国黄酒 T7
峰会”上明确地指出了黄酒产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产
业与市场变化、消费需求等脱节；二是产业格局没有提升，产
业认知不够；三是传承与创新不足，同质化现象严重。这些观
点清晰地指明了黄酒产业发展的障碍所在。

绍兴作为“中国黄酒之都”、黄酒核心产区，占全国黄酒四
成的产量，产业集中，拥有古越龙山、会稽山、塔牌三家黄酒
龙头企业，在对发展壮大黄酒产业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条
例从绍兴黄酒的长远发展布局，以打造千亿级黄酒产业集群
目标，深入挖掘黄酒文化，建立健全绍兴黄酒历史文化保护名
录，加强黄酒酿制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活化利用；加大对绍兴黄酒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知识产权、鉴湖水质等保护力度，不断提高产品品质，加强
品牌建设，增强绍兴黄酒品牌辨识度，使黄酒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打响绍兴黄
酒的品牌影响力。条例多方位地对绍兴黄酒产业保护和发展进行了规定，本次
绍兴立法的实施必定会为绍兴市黄酒企业的发展创造一个全新的行业环境。

近年来，绍兴市着力推进绍兴黄酒小镇建设项目，建设黄酒智能生产基地，
改造黄酒博物馆、举办“黄酒节”和“黄酒周”活动，打造黄酒文化旅游，用绍兴
旅游优势为黄酒产业进行加成，强化绍兴市的“黄酒”印象。2020 年绍兴黄酒
首次组团在泸州参加了“第十六届中国国际酒业博览会”。对内，有效增强了黄
酒企业凝聚力，抱团出击打品牌；对外，极大提高了黄酒品质和声誉，齐心拓展
新市场，让绍兴黄酒赢得更多消费人群的喜爱。

业内人士指出，随着人们消费观念的改变和对黄酒营养功能的进一步认
识，在消费升级及全民健康意识不断提升的背景下，黄酒产业未来具有较大发
展空间。同时，黄酒行业的升级趋势将更加明显，通过企业技术改造和产品升
级，黄酒行业已逐渐摆脱单纯依靠“以量取胜”的低毛利发展模式，逐渐拓展为
追求高品质、高价格细分市场的高毛利发展模式。

本报讯（实习记者 暴梦川）记者
从中国文教体育用品协会获悉，《2021
年上半年文体用品制造业经济运行简
报》日前发布。报告显示，截至今年 6
月，我国文体用品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
达到2622家，上半年全行业主要经济数
据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从整体上来看数据显示，今年1—6
月，全国文体用品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
累计完成营业收入 1747.56亿元，同比
增长31.30%，增速较上月下降2.47个百
分点，比同期轻工全行业营收增速高
8.73个百分点。其中体育用品累计完
成 营 业 收 入 771.0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2.81%；文教办公用品完成 743.11 亿

元，同比增长 19.69%；游艺器材及娱乐
用 品 完 成 233.3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7.12%。

营收方面，在文教办公用品制造 7
个细分行业中，本册印制、制笔行业营
业收入增速较低，其他行业均实现两位
数增长，特别是工美颜料、墨水墨汁行
业增速较快，同比分别增长 36.44%、
44.95%。体育用品制造 5个细分行业
的营收均实现两位数增长，但增速均较
上月回落，其中健身器材同比增长
61.91%，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增
速 最 低 的 球 类 制 造 同 比 增 长 也 达
22.92%。

利润方面，今年 1—6月，全国文体

用品制造业规上企业累计完成利润总
额84.67亿元，同比增长24.08%，增速较
上月回落1.10个百分点，比轻工业平均
利润增速高 0.52个百分点。其中体育
用品完成43.20亿元，同比增长39.17%；
文教办公用品完成 29.48亿元，同比增
长 9.28%；游艺器材娱乐用品制造完成
11.98亿元，同比增长17.32%，增幅较上
月提高了16.05个百分点。

利润率方面，今年1—6月，文体用品
制造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4.84%，比同期
轻工业平均利润率低1.35个百分点，同
比去年降低0.46个百分点。文体用品制
造业其中体育用品为5.60%，文教办公用
品为 3.97%，游艺器材及娱乐用品为

5.13%，与去年同期相比均略有下降。
出口方面，今年 1—6月，全国文体

用品行业累计完成出口额 259.61亿美
元，同比增长38.57%。其中文教办公用
品累计出口额131.66亿美元，同比增长
22.99%；体育用品累计出口额119.63亿
美元，同比增长 60.42%；游艺娱乐用品
累计出口额 8.32 亿美元，同比增长
45.2%。

不过，记者也注意到，与其他月份
相比，6月份文体行业增速有所放缓。
对此，中国文教体育用品协会表示，6月
份经济指标增速继续放缓的主要原因，
是由于去年二季度行业逐渐复工复产
导致指标基数抬升影响。

自动化设备销量翻番 智能制造需求提升 销售服务网络化

缝制机械产业链加速智能化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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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文体用品制造业主要经济数据保持较快增长
规上企业营收同比增长超三成

法院公告栏
罗洁：本院受理原告齐方诉被告罗洁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黔0113民初43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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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
李丽玲：本院受理王一浩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送达（2021）苏 0903 民初
2335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须知。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高新区法庭领取，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盐
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瀚源能源（大连）有限公司、江苏海德石化集
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盐城国投石化有限公
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送
达（2021）苏0903民初1338号民事判决书及
上诉须知。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高
新区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李伟：本院受理原告张伟康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并定于 2021年 11月 3日 9时在本院第三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鹿邑县人民法院
何泞宏：本院受理杨正龙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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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川1321
民初 31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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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远富：本院受理张小军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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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川1321
民初 10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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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桂林：本院受理邓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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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川 1321
民初 43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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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禹飞：本院受理原告吴桓祥诉被告黄禹飞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桂 0422 民初 2463 号民
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当事人须
知、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
料。一、原告请求法院判决被告立即偿还原
告借款本金 20000 元及利息 9900 元；二、本
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及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本院定于 2021年 11月 8日上午 10时，
在本院太平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将依法判决。特此公告。

广西壮族自治区藤县人民法院
何艳林：本院受理的（2021）川 1603 民初
1176号原告白时云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变更
审判人员通知书、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法律
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2021年11月
26 日上午 9：00 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人民法院
彭信友：本院受理的(2021)川2021民初3572
号廖善文与被告彭信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原告请求：一、调解或判决被告立即偿还原
告借款 50000元，并自借款之日起按照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 4 倍计算利
息至还清欠款为止；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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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本案于2021
年11月19日上午9时30分在安岳县人民法
院龙台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
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特此公告。

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
唐成辉：本院受理原告金光虎、朱启忠、朱启
斌、廖祥国、武绍吉诉被告唐成辉劳务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
黔 0113 民初 320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
为被告唐成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
支付原告朱启忠、金光虎、武绍吉、廖祥国、
朱启斌劳务费 22000 元。案件受理费减半
收取 175元，由被告唐成辉负担。本判决为
终审判决。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视为送
达。

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
马文政：本院受理原告贵州义龙皓宇信息有
限公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长期在
外，无法与你取得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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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权利义务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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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3日
上午8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
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
张雁：本院受理原告包华祥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长期在外，无法与你取得联
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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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权利义务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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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5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届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
公翔河、李佰丰、王胜奇、张建场、李永来：本
院受理原告阿荣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三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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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日内来本院三岔河法庭领取民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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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或呼伦贝尔
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呼伦贝尔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徐朝辉、徐朝阳、路维星：本院受理原告阿荣
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三岔河信用社与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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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5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内来本
院三岔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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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或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
本，上诉于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赵立军、王彦玲、王彦波、高志英：本院受理
原告河北任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赵立军、王彦玲、王彦波、高志英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冀0505民初49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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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北省邢台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邢台市任泽区人民法院
胡思婷：本院受理郑海梅诉你非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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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十九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
邢浩：本院受理陈进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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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 9时 30分（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三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则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
林瑞：本院受理原告王家凤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苏 0812 民初 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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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东、颜洁、贾海春：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淮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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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苏0812民初21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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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浩：本院受理原告郭乐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苏0812民初40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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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兰珍：本院受理原告吴恒兵与你离婚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黔 2622 民初 627 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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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
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则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贵州省黄平县人民法院
更正：2021年8月11日贵州省黄平县人民法
院在消费日报刊登的送达（2021）黔 2622民
初 249号民事判决书公告中，“龙中九”应为

“刘中九”，特此更正。
宁夏德皓牧业有限公司奶牛养殖改建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一）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
途 径 ：网 络 途 径 ：https://pan.baidu.com/s/
1crdEd7BBtxb7OH_Vzm8rgA（ 提 取 码 ：
pi7j）。查阅方式和途径：通过邮寄或现场查
阅 纸 质 报 告 。 建 设 单 位 联 系 电 话 ：
18809639777。地址：吴忠市利通区孙家
滩。环评单位联系电话：15769679494。邮
箱：1536021552@qq.com。地址：宁夏银川
市金凤区金榜铭园写字楼 13 楼。（二）征求
意见的公众范围：受项目直接、间接影响及
关注该项目的单位和个人。（三）公众意见表
的网络链接：链接：https://pan.baidu.com/s/
10TZ- P0qPduRR69ytqUTDPA（提 取 码 ：
n56t）。（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通
过邮寄、电子邮件等形式向建设单位或环评
单位反映意见和建议。（五）公众提出意见的
起止时间：自本公示起10个工作日内。

宁夏德皓牧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