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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依山傍水、风景秀美的湖南安化
黑茶特色小镇万隆黑茶文化广场旁，天
下黑茶大剧院已经进入紧锣密鼓的施工
收尾阶段，预计今年 10月将正式投入试
运营阶段。作为安化的文旅新地标之
一，由湖南华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投资、
湖南黑茶印象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黑茶印象”）联合中国山水实景演出创
始人梅帅元的艺术团队联手打造的中国
黑茶文化大型舞台剧《天下茶道》也将揭
开其神秘的面纱，在天下黑茶大剧院隆
重上演。

万里茶道的前世今生

《天下茶道》根据大型剧场的空间特
点，以国际化水准的舞美创意将有限空
间进行了破壁式延伸，通过多媒体天候
模拟系统、复合式机械装置等诸多创新
舞台技术的综合应用，震撼的舞台效果
加上细腻的表现手法，用“奇缘”“离乡”

“险途”“塞外”“异国”“天下”六幕的叙
事，穿过时光的隧道，为观众还原了一条
从安化通往欧洲的万里茶道。

这条万里茶道以一捆捆驮在马背上
的安化黑茶为主题，以一段牵系着儿女
情长的浪漫故事为主线。它们从安化的
资水出发，一路北上，纵贯河南、山西、河
北、内蒙古、莫斯科、圣彼得堡，进而通往
欧洲和中亚各国；将广阔洞庭湖、壮美大
西北、大漠黄沙、驼铃声声、雪域高原、异
域风情一路串联起来，在这条长约1.3万
公里的“万里茶路”旅途中，它们完成了
自己的升华，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湖南安
化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气质和这片土
地上的人们深沉的家国情怀，亦由此成
就了一段千年传诵的传奇佳话。

万里茶道，这条可与“丝绸之路”媲

美的国际贸易通道，途经 200多个城市，
曾为各个城市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
促进作用，也是连接中外贸易、增进中外
友谊、促进文明互鉴的桥梁。可以说，万
里茶道不仅是中蒙俄三国宝贵的历史文
化资源，也是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
2013年，中蒙俄“万里茶路”文化旅游产
业项目推介暨合作洽谈会举办，同时成
立了中蒙俄“万里茶路”文化旅游产业联
盟，就重启“万里茶路”展开了深度研
讨。各国将继续加深合作，深入挖掘万
里茶道所蕴藏的经贸、文化、旅游等丰富
内涵，传承茶道文明。

作为千年黑茶之源的安化，“万里茶
路”亦起源于此。近年来，安化县委、县
政府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黑茶特色
产业的同时，亦将建设”畅通、宜游、秀
美、富裕“新安化作为主要战略目标，着
力挖掘千年留存的黑茶文化资源，以加
快推动茶、旅、文、体、康产业的深度融
合。启动茶文化古迹和文物的普查与保
护修缮工作，将茶文化与旅游业结合，确
定茶旅产业“旅游+”的发展思路，突出茶
旅一体化特色。

《天下茶道》这部国内首创的黑茶主
题茶文化旅游演出大型舞台剧，正是在
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并将永久
落户于湖南安化天下黑茶大剧院。作为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项目，黑茶印
象在该剧院旅游区设置了“印象潇湘™非
遗文化馆”，旨在通过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项目的创新性融合，强化游客的文
化记忆，提升游客的旅游获得感与体验
感，强化文化为旅游赋能的作用。

那么，作为根植安化的一家新型文
旅企业，在“旅游+”的发展思路下，黑茶
印象又将如何打造安化文旅特色、传播

中国黑茶文化呢？

融合创新打造产业大戏

《黑茶印象》创作团队深知，建造一
座剧院，打造一台大剧，有了文化内涵与
地标的支撑，还远远不够。除了做好剧
目的演出及传统常规经营外，更需要有
勇于创新的思维理念。为实现公司生态
化、长远化发展，在政府的积极引导与大
力支持下，黑茶印象全面推行“文旅融
合·多元并进”的经营策略，将旅游产业
与文化、休闲、文创、互联网进行了深度
融合。

“旅游+文化”融合。公司特邀中国
山水实景演出创始人梅帅元，融合国家
文化艺术界顶尖级的创编团队，以“万里
茶路”为创意核心，通过深度挖掘与匠心
创作，打造出国内首创的黑茶文化主题
旅游演出——《天下茶道》。同时，在天
下黑茶大剧院旅游区设置了“印象潇湘™
非遗文化馆”，通过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项目的创新性融合，可以再次强化游
客的文化记忆，提升游客的旅游获得感
与体验感，起到文化为旅游赋能的作用。

“旅游+休闲”融合。安化境内自然资源
丰富，同时现存有很多千年遗存下来的
茶文化资源，如茶马古道古茶市、茶亭、
茶碑、风雨廊桥——永锡桥等茶文化遗
迹，近年来在政府的保护下得到了完好
的保留和重新修缮；另外，安化县先后兴
建了茶马古道、中国黑茶博物馆、梅山生
态文化园、黄沙坪古茶市、陶澍文化广
场、盛世茶都黑茶大市场和茶乡花海等
茶旅一体化的重点项目。作为茶文化传
承的载体，它们为安化增添了深厚浓郁
的茶文化氛围。

因此，结合本土现有资源，一方面，

黑茶印象将《天下茶道》与茶马古道、茶
乡花海、中国黑茶博物馆、雪峰湖景区等
安化县域旅游景点线路融会贯通，力争
将天下黑茶大剧院打造成为安化、湘中
及湖南文旅产业的新地标、新窗口。另
一方面，依托万隆黑茶文化广场（容量
3万人场地）＋天下黑茶大剧院的地标
特性，黑茶印象以“引导知名项目长期
落户，自主策划文体休闲活动有序实
施，健全发展机制”为原则，致力于将体
育和休闲真正落于实处，将通过持续
性、有计划地开展体育赛事、民俗体育
节庆项目、全民健身、智力竞技等活动，
利用地区特色、场地优势及专业运营团
队，将天下黑茶大剧院打造成体育休闲
旅游热点，并带动体育休闲产业的规模
化发展。

以需求促创新，以创新谋发展

在新时代背景及市场环境下，随着
旅游消费需求不断升级，大众对于出游
的品质和体验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文化+旅游”的旅游新业态得以催生
并迅速崛起，黑茶印象的“融合创新”布
局正是抓住了这种新业态对于“沉浸
式”“体验式”“互联网+”的特点。

近年来，安化县坚持政府搭台、企
业唱戏、“公共品牌+企业品牌”联动宣
推的模式，政企联动让安化黑茶品牌享
誉中外。如今，安化县将继续坚持以

“茶为基础，旅为融合，文为内涵，康为
延伸”的茶旅文康融合发展新模式，打
造“24 小时茶乡慢生活文旅”品牌概
念。

“万里茶路”文化旅游线路的开发
是安化新发展新模式下文旅品牌格局
的战略升级，对于整合优质资源、调动

多方力量、打造著名品牌、弘扬优秀文
化，促进中蒙俄三国沿线城市对外开
放、友好合作、文化交流和经济发展具
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共塑“24小时茶乡慢生活”旅游品牌

要塑造旅行途中慢生活状态，即享
“梅山福地·山水小城·美丽安化·世界
茶乡”，即享“沉香古韵·美丽茶乡·纵
情山水·生态安化”，即享“畅游世界茶
乡安化·享山水田园慢生活”。接下来，
公司将集众多行业的通力协作，将安化
旅游打造成为极具特色与品牌效应的

“24小时茶乡慢生活”精品旅游区。
一方面，公司将加强目前已成型的

安化万隆广场、天下黑茶大剧院、工业游
览厂区等旅游景区的综合管理，逐步丰
润其综合功能与品牌发散效应。另一方
面，公司将增加对乡村游、体验游，如茶

园、茶市、茶厂、温泉民俗、果园等合作景
区的硬件建设投入，提升茶道品鉴、夜生
活茶馆酒吧的文化底蕴，使其成为茶乡
慢生活的打卡点、网红点。同时，公司后
续将推动与更多的餐饮、民俗风情、特产
特卖等联盟商户的深度合作，共同消化
游客流量并形成口碑效应流传。

天下黑茶大剧院作为传播中国黑
茶文化的集中地，黑茶印象将借助其核
心优势，创新策划并引进一系列品牌营
销活动和文体项目，以黑茶产业为核心
要素，以文化赋能为助推动力，加大旅
游行程产品的开发，增强游客的体验感
与获得感，以体育赛事或文体活动为引
爆点，以康养产业增强幸福感与体验
感，紧扣核心、五位一体，助推安化文旅
市场的强势成长，助推安化打造“茶、
旅、文、体、康”全面发展的新局面。

（毛 蓉）

《天下茶道》演绎“万里茶路千古传奇”

8月 15日至 20日，湖南华莱董事长
陈社强率领公司高层一行深入云南省调
研滇茶产业发展情况，并与龙润集团董
事长焦家良博士一行共谋中国黑茶产业
发展新蓝图。

调研伊始，陈社强董事长一行首先
前往理想科技集团的老园区、仓储物流
中心及龙润百家姓茶&昌宁号茶铺双品

牌形象店等地开展调研。在理想华莱科
技展厅，董事长陈社强一行对公司现状、
发展规模、发展目标、发展理念、发展规划
进行了深入了解；在仓储物流中心，以标
准化、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为标准打造的
仓储空间以及完善的物流服务系统和网
格化管理，给在场领导留下了深刻印象。

调研中，龙润集团董事长焦家良博

士表示，集团一直以制药的经验制茶，对
每一片茶园都做到“病历本”式管理，从
根源上保证了茶叶安全；生产环节上则
严格按照 86道质量把关，控制每一个制
茶环节，扎扎实实把茶的基础工作做好。

陈社强董事长提出，云南普洱和安
化黑茶同属中国黑茶一脉，理想和华莱
融合的目标就是打造中国黑茶产业发展
的新蓝图，双方将紧密携手，心怀传承中
国茶文化的荣誉感、乡村振兴的使命感、
帮助茶农脱贫致富的责任感，为广大消
费者提供更加优质的产品和创造更加健
康的“茶生活方式”，以此为全世界献上
品质优良、健康安全的中国黑茶。

在普洱市考察期间，普洱市委常委、
区委书记李旭东等相关领导与陈社强董
事长和焦家良博士深入交流了两地茶旅
融合发展经验和新思路，还陆续考察了
龙马茶业基地、普洱倚象山半山酒店、百
里普洱茶道示范路段、中华普洱茶博览
苑、普洱国家公园、普洱茶叶批发交易市
场、龙润云县茶厂、龙润凤庆茶厂等地。
考察结束后，陈社强董事长一行对云南
地域生态、地缘优势和底蕴深厚的茶文
化历史都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也进一
步对两地的茶、旅、文、康产业的融合发

展有了更加深入的感受。
调研期间，陈社强董事长一行还深

入理想华莱“安康茶”生产车间——龙润
凤庆茶厂，详细了解“安康茶”的生产环
节。龙润凤庆茶厂于 2006年建立，先后
获得QS、HACCP（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
证）。茶厂始终以制药的理念生产茶产
品，把健康、优质的产品推广到海内外。
在生产线上，总经理龙明华殷切嘱咐生
产一线的工人：“请大家一定用心做好每
一片茶，我们理想华莱必须为消费者提
供优质、安全、健康的产品。”

8月 20日，陈社强董事长一行前往
临沧市凤庆县探访具有 3200多树龄的

“锦绣茶祖”。据悉，该茶树是目前世界
上发现的最古老、最粗大的栽培型古茶
树，对于研究现代茶叶栽种培植技术有
着特殊意义。古茶树生长在海拔 2245
米高处，荣登上海大世界基尼斯殿堂，荣
膺“中国最大古茶树”称号，被誉为“锦绣
茶祖”。“锦绣茶祖”不仅为茶叶原产中国
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云南西南部澜沧
江流域是栽培茶的起源地”推论提供了
新证明。在“锦绣茶祖”所在区域，人工
栽种的“大叶种”茶树引起了大家的浓厚
兴趣。眼前硕大的茶叶和安化的“大叶

种”如同胞兄弟，叶大枝粗、色泽油润、叶
底肥软，都属于国家良种级别，所生产的
茶叶都为杯中佳茗。

胸怀茶产业发展大计，共谋产业发
展蓝图。此次云南茶产业调研之旅为理
想华莱“做大、做强、做优”中国黑茶产业
增强了信心。公司领导们在针对中国黑
茶产业发展现状进行了全面剖析后，对
未来发展趋势有了更新的解读和展望。
董事长陈社强坚定表示，中国黑茶未来
可期，理想华莱将以创新发展的眼光，深

挖两地茶业潜力，整合各方优势，以“茶
文化、茶产业、茶科技”统筹运营的发展
战略，推动茶、旅、文深度融合发展。

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理想华莱也
必将以更加自信、从容、专业的姿态面向
未来，以心怀传承中国茶文化的荣誉感、
乡村振兴的使命感、帮助茶农脱贫致富
的责任感，为广大消费者提供更加优质
的产品和创造更加健康的“茶生活方
式”。

（周 倩）

湖南华莱董事长一行深入调研滇茶产业湖南华莱董事长一行深入调研滇茶产业

法院公告栏
王昌兵：本院受理张保付又名张保富诉你及
陆以华买卖合同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
原告证据复印件。自公告起 60 日视为送
达。答辩期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定于期满后第 3日 9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逾期依法缺席判
决。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姜斌：本院受理原告彭林诉你股权转让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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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波：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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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建康、西安华清科教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
西省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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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四周、严现华、沈军奇、沈东汉、沈学义、沈
保喜：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商水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
法定假日顺延）上午9时40分在本院第三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商水县人民法院
王哲：本院受理原告陕西文皓唐鼎文化艺术
传播有限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依法缺
席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21)陕
0102民初 68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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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陕西省西安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生效。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石勇：本院受理原告陕西文皓唐鼎文化艺术
传播有限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依法缺
席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21)陕
0102民初 68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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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陕西省西安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生效。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陈娟：本院受理原告陕西文皓唐鼎文化艺术
传播有限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依法缺
席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21)陕
0102民初 68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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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陕西省西安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生效。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李晓庆：本院受理原告贺九英诉你不当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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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义务告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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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
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三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城关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
判决。

河北省临漳县人民法院
王红光：本院受理原告贺群诉你离婚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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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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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城关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本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临漳县人民法院
张冬冬：本院受理原告张爱林诉你借款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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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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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
王伟兴：本院受理原告于志兴诉你劳务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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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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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
顾永庆：本院受理原告陈洲诉你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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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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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
孙明选、王婵：本院受理原告张风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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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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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00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
张存瑞：本院受理原告郭洪良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豫1623民初19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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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限届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
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商水县人民法院
吕春雷：本院受理原告黄建庄诉你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豫1623民初28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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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限届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
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商水县人民法院
张存瑞：本院受理原告卢菊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豫1623民初16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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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限届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
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商水县人民法院
张继成：本院受理原告秦秀菊诉你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豫1623民初26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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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限届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
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商水县人民法院
牛国辉：本院受理原告王东、郑艳梅诉你承
揽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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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九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博洛铺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辽宁省大石桥市人民法院
罗英：本院受理原告龙通权与你离婚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黔 2622 民初 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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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微：本院受理的（2021）川 1923 民初 1889
号原告陈建才与被告许微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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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内容：
准予原告陈建才与被告许微离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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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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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海军：本院受理的（2021）川 1923 民初
1897号原告邓小红与被告杜海军离婚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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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决内容：准予原告邓小红与被告杜海军离
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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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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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霸州市泽成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王桂芝与你及廊坊吉利房地产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冀 1081民
初315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胜芳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日起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廊坊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霸州市人民法院
唐俊超：本院受理的(2021)川 1024 民初 704
号原告李德与被告唐俊超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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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书。判决如下：被
告唐俊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清偿
原告李德借款 20000元，并支付从 2021年 3
月 15 日起至借款还清时止按年利率 3.85%
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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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件受理费 300 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唐俊
超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支
付给原告李德。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内江市
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威远县人民法院
李鹏飞：本院受理原告刘正波诉被告李鹏飞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并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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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1月 30日上午 9
时 00分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