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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葆“创”的劲头，创新创业活力奔涌。
41个高性能伺服关节构成的灵巧四肢，多维力觉、多目立体视觉、全向听

觉和惯性、测距等全方位的感知系统……5年4次重大迭代升级，如今的优必选
Walker X大型仿人服务机器人已实现更快更稳更智能。

在深圳经济特区这个鼓励创新、成就梦想的舞台上，优必选一路奔跑。“经
济特区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环境，让我充满了追逐梦想的勇气。”优必选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周剑感慨地说。

从“世界工厂”到“创客之都”“创新之城”，“标签”变化折射深圳创新动能澎
湃。如今的深圳正在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2020年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
超1400亿元。

从制造到创造，从跟跑到领跑，一个个市场主体在创新浪潮中千帆竞渡、勇
攀高峰……今天的经济特区，有足够大的舞台供企业去创新、创业，有足够宽容
的环境让人才去探索、挑战。

——永葆“干”的作风，真抓实干创造奇迹。
30多个工作人员、600多万元启建资金，成立之初，汕头经济特区条件十分

艰苦。但越是艰苦，特区“拓荒牛”们越是勇毅前行。如今的汕头，高楼林立、道
路纵横，昔日荒无人烟的海边滩涂变为一座现代化的滨海城市。

经济特区的沧桑巨变是一批又一批特区建设者拼搏奋斗干出来的。星光
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实干者。在深圳市委门口，“拓荒牛”雕塑昂然挺立，激励
着千千万万特区建设者奋勇向前。

大力弘扬特区精神，努力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

在新起点上，经济特区仍需大力弘扬特区精神，努力续写更多“春天的故
事”，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经济特区弘扬特区精神，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鼓励创新创业，激发企业和
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将继续书写改革发展的精彩篇章。”中国（深圳）综合
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说。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邓江年认为，敢闯敢试关键在“闯”，就是聚焦体
制性障碍、机制性梗阻、利益性藩篱，勇于闯关；敢为人先关键在“创”，就是勇于
打破常规，解放思想，善于创新；埋头苦干关键在“干”，就是求真务实，以“功成
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持续奋进。

经济特区的建设者们珍视特区精神这一宝贵财富，正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
态、风雨无阻的精神状态，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推动经济特区工作开创
新局面。

红树林枝叶茂盛，深圳河绵延流淌。在横跨深圳和香港合计3.89平方公里
区域内，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应运而生。“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的使命
就是要开展制度创新，促进科创要素便捷高效流动。我们将继续发扬特区精
神，强化深港协同，积极争取更多的改革试点，深港联手加快共建国际科技产业
创新中心。”深圳市福田区副区长欧阳绘宇说。

在珠海横琴，华众联创设计顾问（横琴）有限公司总经理闫澍说：“不到1年
时间，我们就有超过100位港澳建筑工程师和数十家港澳专业企业在横琴备案
和执业。”机制的“软联通”加速人员、货物、资金、信息等创新要素流动，激发创
新创业活力竞相迸发。

我们正处在大有可为的新时代，经济特区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区精
神激励了一批又一批特区建设者拼搏奋斗，也必将推动经济特区进一步解放思
想、大胆创新、真抓实干、奋发进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人民日报）

《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规定，10
月31日，为期3年的超标电动自行车过渡
期将正式结束。届时，电动自行车不合规
将不予上路行驶，并面临罚款等。

同时，北京市公布的《淘汰超标电动
自行车回收处置工作方案》明确，以车辆

“以旧换新”为主要渠道、“回收拆解”为补
充路径，引导超标电动自行车加快、有序
退出或置换为合规车辆。

新国标能否治住道路安全“老问
题”？近日，记者进行了走访。

要速度还是要安全

超标电动自行车一直是道路安全的
隐患。数据显示，2013年至2018年8月
下旬，北京市发生涉及非机动车交通事故
30余万起，其中涉及电动自行车的约18.7
万起。为此，2018年5月，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联合发布《电动自
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取代原国标。新国
标规定，电动自行车最高车速不得超过
25km/h，蓄电池标称电压不大于48V，整
车重量（含电池）不大于55kg，必须具有脚
踏骑行功能。

对每日依靠电动自行车通勤的人来
说，降速意味着在路上的时间更长。日常

行驶距离在七八公里以内的车主，比如老
人接送孩子或者家中买菜购物，对速度要
求不高，受到的影响较小。而对于另外一
些有远距离通勤需求的车主，因便捷性打
折扣，迟迟不愿换车。

记者在北京朝阳区三里屯SOHO附
近便道上看到，停靠的一大排外卖车辆
中，仅有寥寥几辆更换了白牌的新国标
车，大多外卖车辆仍挂着黄色的临时牌
照。骑手小姚告诉记者，自己的车时速可
以达到 50km/h，“换了新国标车，速度会
大幅下降。我们从接单开始算时间，速度
很重要。可能到最后还是要换，希望公司
在将来考核时，能够考虑到这个因素。”

旧车回收问题待解

有数据显示，北京市共发放了214万
张电动车临时标识。距离过渡期结束已
不足3个月，记者在北京市各区调研时发
现，近来，各品牌的电动自行车门店也推
出折价换购等活动，吸引不少市民前来选
购。同时，北京交管部门还与北京电动自
行车行业协会合作，在全市选取了178家
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设置便民服务点，实
现一站式购车、登记及上牌服务。

根据规定，便民服务点不局限于办理

登记本店销售车辆，市民在其他门店购买
的同一品牌电动自行车也可办理注册登
记。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对于非本店购
车市民的上牌要求，一些便民服务点并不
配合，有的还会力劝顾客重新选购。这导
致服务点虽多，非机动车登记站还是排着
长队。

此外，在接待没有置换需求、只想处
理旧车的车主时，不少门店态度冷淡。业
内人士透露，也有一些车贩子低价收车后
销往外地。据了解，深圳、重庆等地过渡
期将于2022年结束，昆明、长沙等地截止
期则延长至2023年，一到两年的时间差
给了商家可乘之机。

非法改装考验治理成效

骑手老黄认为自己找到了“两全之
策”。老黄是少数已经换了新国标车的骑
手之一，当记者询问送餐是否变慢时，他
神秘一笑：“先上正规白牌，再换个控制
器，几分钟就弄好。”

记者在线下门店走访时发现，大部分
门店都不提供改装提速服务，仅有一家门
店表示可以提供操作视频，“车速能提到
40km/h，超速提示声也会一并消除，买车

付款后才能教你。”
记者在淘宝检索“电动车提速”，发现

有数十个相关店铺，主要售卖提速控制
器，车主自行更换以解除限速，价格在50
元左右，最高车速可达到限速标准的两倍
以上。在评论区，有网友留言：“新车刚买
时像蜗牛一样，现在快到飞起。”

据了解，新国标将电动车分为电动自
行车、电动轻便摩托车和电动摩托车三个
种类，并给每类车型规定了非常明确的速
度、外观、重量等参数设置。而在淘宝上，
有北京地区的店家将电动摩托车当成电
动自行车卖，并表示可以代办上牌手续。

记者注意到，一款60V电压、800W电
机功率的车型，已经属于摩托车的配置，
却打着“新国标电动自行车”的标签售
卖。店家表示：“把身份证原件快递过来，
再额外交 150元手续费，我们办完牌照
后，可以把车、证件、手续一起送过来。”

多位业内人士认为，电动自行车在人
们出行的“最后一公里”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新国标下，需要执法机关执法必严，
加大监督检查，铲除新旧更替过程中衍生
的隐秘利益空间，也需要不同社会主体协
同发力，才能治理电动自行车超速行驶带
来的交通安全老问题。 （陈 曦）

八月以来，江苏省句容市丁庄村的葡萄进入收获季，吸引了众多游客

前来采摘。近年来，句容市依托丁庄葡萄合作联社，重点打造葡萄产业，实

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据介绍，丁庄村2020年人均年收入

达到了41500余元。 李 博 摄

部分超标车过渡期即将结束，旧车回收成难题，新车非法改装隐秘上线——

电动自行车新国标能否治住“老问题”？

江苏句容市葡萄丰收富农家

图为8月29日，在江苏省句容市丁庄村二丫葡萄专业合作社，农业工
人在整理准备出售的葡萄。

厨房电器产品品类诸多，在消费
需求变化之下，各个品类也呈现出不
同的发展态势。Gfk 中怡康公布的数
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家电零售额
(不含 3C)为 4378 亿元，其中厨卫占比
为 26.4%，达 1155 亿元。具体到各品
类，传统品类油烟机、燃气灶的零售额
为 197 亿 、121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23%、20%。新兴品类中，洗碗机、嵌入
式一体机、集成灶的零售额分别为 52

亿元、24 亿元、97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33%、65%、67%。

行业人士表示，虽然厨电行业面临
着原材料涨价、进入存量市场增速放缓
等外部压力，但是伴随着消费者生活方
式的变化、人口结构的调整、存量房的换
装等一系列的机遇到来，厨电市场仍然
有广阔的蓝海待挖掘。

在有限的居住空间中，小小的厨房
却承载了相当多的电器，无论是厨电产

品之间的相互协作，还是厨电与空间的
效率与美学羁绊，归根结底，都是用户对
美好的理想生活的不断探索。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资
深行业专家蔡莹指出，2021年上半年，
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同比增长29.37%，商
品住宅竣工面积同比增长26.75%，全国
确定改造17万个老旧小区，建筑面积40
亿平方米，无论是新增商品房还是老旧
小区改造，都为包括家电在内的相关行

业后续发展提供了增量空间。
业内人士表示，厨电行业具有强

大的自主创新能力，在厨电这片市场
上，从来不缺“新产品”，集合了多种小
家电功能的智能烹饪一体机、嵌入式
一体机、各种网红小家电等新品类产
品如雨后春笋般你方唱罢我登场，未
来，伴随厨电企业的自主研发，将会有
更多的新品类来助推厨电市场的壮
大。 （人 民）

新兴品类增长迅猛 上半年国内厨卫电器零售额超千亿

国内外化妆品企业为何总在“无功
效依据或夸大功效”上栽跟头？据悉，今
年雅诗兰黛、欧莱雅、汉高、科蒂、宝洁等
外资化妆品品牌先后因功效宣传问题被
罚款；国产化妆品品牌林清轩也因产品
功能描述不准确被处罚。有业内人士表
示，化妆品行业一直是虚假宣传的“重灾
区”，不痛不痒的处罚或难改变整体局
面。

外资品牌频频“吃罚单”

近日，宝洁又因无法为外包装上的
“去除99%细菌”功效提供依据，被罚款20
万元。据记者不完全统计，这已经是最近
三个月内第六个被罚的外资化妆品品
牌。仅在今年8月，因虚假宣传被罚的国
内外化妆品企业超过14家，其中外资化妆
品品牌居多。

线下包装标识、线上商品页详情成化
妆品品牌违规的“重灾区”。宝洁在产品

“舒肤佳TM柠檬清新型香皂”标注“去除
99%细菌”；倩碧在产品说明中加入

“4weeks改善痘印”“12weeks提升肌肤自
愈力”等宣传语；悦木之源标出“促进伤
口好转”“去皱纹”功效词汇；雅漾宣称“维
护并加强激光/光子美容手术效果”；欧莱
雅旗下的兰蔻菁纯臻颜精华粉底液和兰

蔻菁纯臻颜洁面泡沫宣传产品成分含有
大马士革玫瑰；上述化妆品品牌均因无法
证明产品含有相关成分及功效被处罚。

外资品牌为何总在产品功效上“踩
雷”？记者致电询问了宝洁、雅诗兰黛等相
关品牌涉及产品后续处理问题。宝洁称产
品经过机构检测，会继续和相关部门沟通
处理；雅诗兰黛方面则并未给出明确答复。

上海市场监管部门对雅诗兰黛、丝芙
兰分别开出的40万元罚单，成为截至目前
处罚金额最高的罚单。“化妆品多发的违
规宣传主要有两种。”上海药监局的一名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一种是在产品中确实
添加了含有某种功效的成分，但是含量太
低了，达到的实际效果基本为零，这就需
要品牌提供相关的实验数据；还有一种就
是产品用途的信息模糊，比如将美白概念
换成抑制黑色素。这些都需要品牌在功
效检测报告中写清楚，不能含糊其词。

国产化妆品也“踩雷”

近四个月来，在处罚金额和处罚数量

方面，国产化妆品企业均少于外资品牌。
业内人会表示，相关部门对功效检测的要
求非常细致，一不留神就会“踩雷”。

近日，国产化妆品品牌林清轩因宣传
标语中少了两个字，吃下5万元罚单。上
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表示，依据
林清轩提供的功效检测报告，在一定条件
下，产品成分中含有的“清轩萃”（林清轩
核心修复配方）确实具有修复皮肤屏障的
功效。但皮肤屏障是指皮肤最外层的表
皮部分，不能完全等同于皮肤，林清轩对
上述两款商品的功能表述不准确、不清
楚、不明白。

林清轩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产
品包装盒的表述中漏了‘屏障’两个字，少
了就是少了，我们正视问题。两款产品已
下架处理，有问题的包装已全部集中销
毁，今后会避免类似事情再发生。”

此外，国产化妆品品牌在新品上市方
面也更为谨慎。不同功效的化妆品均要
经过1—3项测试，才能上市。宣称“祛斑
美白”“防晒”“防脱发”“祛痘”等功效的产

品均要做人体功效评价试验；宣称“适用
敏感肌肤”“含无泪配方”“温和无刺激”
等功效的产品要在人体功效评价试验、
消费者使用测试、实验室试验中至少选
择一项进行测试。国内某初创化妆品公
司的创始人告诉记者，广州的功效检测
机构现在需要排队，实在太麻烦的检测
工序就不做了。即使产品含有相关成
分，如果检测周期太长，索性在研发的时
候就将这个成分去掉了。

虚假宣传能止住吗

今年以来，一连串化妆品新规的出
台释放出行业越来越规范的信号。有
化妆品企业负责人在朋友圈写道：“对
功效检测有些迷茫，莫非以后的宣传语
只能写‘一瓶精华’了？”该负责人对记
者表示，化妆品行业虚假宣传现象比较
严重，如此密集的处罚也令行业内企业
感到压力，有些“不知道该如何在包装
上标注”。

一大批产品将被淘汰已成为行业

共识。有外资化妆品企业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产品下架、换包装已成定局，
在尚未完全搞懂新规之前，或将减少相
关产品上市和新品发布的计划。

今年 6月，国家药监局下发了关于
更新化妆品标签的办法。“更换标签就是
为了解决行业内概念性添加及虚假宣传
的问题。”上述药监局工作人员说：“新规
中提到的办法均是配套生产、检测、销售

的各个环节，不是‘一刀切’，更希望行业
能够树立从业意识，对‘什么成分有什么
功效’的宣传负责任。”

记者查询地方市场监管部门的相
关处罚信息发现，标签不合规、无法提
供功效证明仍是针对化妆品企业查处
的重点项目，化妆品企业需要尽快应
对。

（中 商）

化妆品行业为何频陷化妆品行业为何频陷““虚假宣传虚假宣传””漩涡漩涡

本报讯（记者 王 洋）8月6日，农药
互联网规范经营研讨暨联合倡议启动会
在北京召开。针对近期互联网销售高毒
农药或假劣农药、使用者网购农药造成药
害事故频发等突出问题，为加强行业自
律，进一步规范农药行业互联网经营，保
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国农药工业协会联
合植保中国协会、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
卫生杀虫用品分会组织召开农药互联网
规范经营研讨暨联合倡议启动会，向经营
农药的网络平台、网店经营者、直销平台
等发出倡议，呼吁严格遵守《电子商务法》

《农药管理条例》《农药经营许可管理办
法》等法律规定，从行业共治角度呼吁从
业者共同关注农药互联网规范经营，践行
农药互联网经营企业社会责任。

《规范互联网农药经营倡议书》称，在
依法经营农药方面，禁止利用互联网经营
禁用农药、限制使用农药（直接使用的家
用卫生杀虫剂除外）；除专门经营卫生用
农药的，互联网农药经营者应当有实体
店，并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不经营未取
得农药登记证、生产许可证的农药以及假
劣农药、未附标签的农药、标签或包装不
符合规定的农药（境外生产的农药可以无

农药生产许可证）。
在规范经营行为方面，该倡议书指

出，互联网农药经营者开展经营活动应当
在其互联网首页或者从事经营活动的主
页面显著位置，持续公示农药经营许可证
（仅经营卫生用农药的除外）、营业执照等
信息；履行进货查验义务，确保所经营的
农药产品来源于合法的农药生产企业或
经营者，确保产品已取得农药登记证和生
产许可证、产品附有质量合格证，标签和
包装符合相应的规定；建立健全农药采购
和销售台账，如实记录农药名称、许可证
件编号、规格、数量、生产企业和供货人名
称及联系方式、进货日期等采购信息，如
实记录销售农药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
企业、购买人、销售日期等销售信息；真
实、准确、及时地披露商品或者服务信息，
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不对产品
进行夸大虚假宣传，不利用文字、符号、图
形、视频等作农药产品专门适用于儿童、
孕妇、过敏者等特殊人群的广告宣传。

此外，互联网平台经营者的经营活动
应当要求申请进入平台销售农药的经营
者提交营业执照、农药经营许可证（仅经
营卫生用农药的除外）、地址、联系方式等

信息，并进行核验、登记，建立档案；按照
规定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平台内经
营者的身份信息，督促未办理市场主体登
记的经营者依法办理登记；记录、保存平
台上发布的农药产品和服务信息、交易信
息，并确保信息的完整性。

为了维护公平竞争，提升农药行业形
象，该倡议书指出，互联网农药经营者应
当遵守商业道德，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不
得违反《反不当竞争法》《广告法》等法律
规定，从事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
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鼓励农
药经营者，以互联网为手段，开展使用者
培训、技术指导，提升产品服务水平；鼓励
农药经营者在其官方网站、互联网首页或
者从事经营活动的主页面，向社会公示加
入农药互联网规范经营联合倡议活动的
说明、承诺的主要内容；呼吁农药使用者
强化自我保护意识，从公示农药经营许可
证、营业执照、联系方法等信息的互联网
农药经营店购买农药，并严格按照农药标
签标注的使用范围、方法、剂量、注意事项
等使用农药。

在做好自查自纠、积极配合监管方
面，该倡议书指出，互联网农药经营者

应当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
本单位的经营活动进行全面排查，尽快
整改、纠正违规行为，健全管理制度；互
联网平台经营者应当依照《电子商务
法》等法律规定的法定义务，开展内部
检查，并对平台内的农药经营者进行检
查，发现平台内的农药产品或者服务信
息存在违规情形的，自觉依法采取必要
的处置措施，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自觉接受农药使用者和社会公众的监
督，维护其合法权益，妥善处理纠纷，消
除不良影响；积极配合相关管理部门的
监督检查、执法。

启动会上，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
卫生杀虫用品分会秘书长唐清泽在线
上就卫生杀虫用品互联网经营情况作
了报告。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方面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会议对农
药委托加工及线上销售方面进行规范
清理。“《农药管理条例》自 2017年实施
落地以来，为农药委托加工、分装打开
了一扇门。该条例实施三年来，仍有部
分企业对条例存在理解误差，因此此次
会议也是呼吁企业加强自身行为规范、
合理运用条例。”

农药互联网规范经营研讨暨联合倡议启动会在京召开
呼吁从业者共同践行农药互联网经营企业社会责任

法院公告栏
炜平、姜素珍、崔名扬、崔贺研、白志伟、张春
华、姜文平、李淑红:本院受理原告蒙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赤峰喀喇沁支行诉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民
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60 日即视为
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
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楼子店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人民法院
杨国强：本院受理原告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15）菏牡
商初字第14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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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菏泽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
徐婷婷、张艳琴、张效民、张志勇：本院受理
原告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送达本院（2015）菏牡商初字第 1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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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公告期
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
杨国强：本院受理原告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15）菏
牡商初字第 2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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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菏泽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
黄安康：本院受理原告黄伟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黔2328民初1070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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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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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
符勇：本院受理原告任浪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判决结果如下：被告
符勇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原告任
浪借款171540元。案件受理费3730.8元，由
被告符勇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
来本院领取(2021)黔0625民初396号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以在公告送达之日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一式两份，上诉于贵州
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贵州金农药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
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西南中心支
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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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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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利：本院受理原告赵红艳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无法联系，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当事人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的 15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湖北省利川市人民法院
谭波：本院受理原告袁晓庆诉你生命权、身
体权、健康权纠纷一案，因你无法联系，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当事人须知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的 15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湖北省利川市人民法院
梁先林：本院受理原告罗海混诉你离婚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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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告知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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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
限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册亨县人民
法院丫他法庭（遇节假日顺延）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特此公告。

贵州省册亨县人民法院
罗小秀：本院受理原告龙兴中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黔 2327 民初 1358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册亨县人民法院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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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
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则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册亨县人民法院
刘晖：本院受理原告韦坤铁诉你劳务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黔 2327 民初 1235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册亨县人民法院丫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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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贵州省黔西
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则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册亨县人民法院
张青福：本院受理原告李发琴诉与你离婚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普通程序告知
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10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鼎新
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张志华：本院受理原告周松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黔 0521 民初 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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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永朝：本院受理袁伟民与你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豫1003
执 979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高
消费令、执行决定书、限期履行通知书、执行
裁定书（评估、拍卖），责令你本公告期满之
日起三日内履行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
（2021）豫 1003 民初 524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
的义务，如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对被
执行人杨永朝名下位于许昌市文苑路 32号
7单元 601室房产予以评估、拍卖。同时向
你公告送达到本院联系办理有关评估、评估
报告送达、拍卖等本案执行过程中有关事宜
通知。你应于公告期满之日起七日内到本
院办理有关本案评估、拍卖等过程中有关事
宜，逾期不到视为放弃相应权利，并承担相
应法律责任。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视
为送达。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
陈建锋：本院受理的李力耕申请执行陈建
伟、陈建锋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执行裁定书（冻结、扣划财产）、
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高消费令、执
行决定书、限期履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评
估、拍卖或变卖），责令你于本公告期满三日
内履行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2018）
豫1003民初714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义务，
如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对已查封你名下
位于许昌市建安区瑞贝卡大道瑞丰苑小区4
幢 1 单元 5 层西北户房产（合同备案号：
20132734）予以评估、拍卖或变卖。同时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联系办理有关评估、评估报告
送达、拍卖等本案执行过程中有关事宜通
知。你应于公告期满之日起七日内到本院办
理有关评估、拍卖等过程中有关事宜，逾期不
到视为放弃相应权利，并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视为送达。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
梁利刚：本院受理原告牛大菊诉你买卖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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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公开告知
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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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 9时 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河北省邢台市任泽区人民法院
王明：本院受理原告柯健松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鄂 0281民初 6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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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黄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徐望主：本院受理原告徐晓文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鄂 0281 民初 2422 号民事判决书。
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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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黄石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周芬：本院受理原告湖北大冶泰隆村镇银行
有限责任公司金牛支行诉你与夏斌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鄂0281民初147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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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黄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檀青：本院受理原告张合兴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冀0982
民初 2416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六
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 河北省任丘市人民法院
檀青、丁新田：本院受理原告张永泽、吕德
会、谢玉平分别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冀 0982 民初 2414
号、(2021)冀0982民初2417号、(2021)冀0982
民初 241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六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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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任丘市人民法院
顾建祥：本院受理原告康美芳诉你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传票、廉政监督卡、司法公
开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
于期满后第 3日 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郑伟：本院受理原告王美路与你离婚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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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胜芳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霸州市人民法院
桂林市百年人泰贸易有限公司、曹锋：本院
受理原告宋光翠诉被告你们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
桂0304民初14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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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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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西省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