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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九江凯瑞生态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始终把发展生态产业作为脱
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途
径，围绕优势产业精准发力，进一步优
化发展生态产业。九江凯瑞生态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作为国家级现代农业产
业园核心企业、国家级龙头企业、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稻渔综合种养
示范区，公司秉承“做给农民看，带动
农民干，领着农民赚”的企业宗旨,以

“转换传统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发展现
代智慧农业”为已任，积极探索绿色生
态种养新技术，以“鄱阳湖”优势水产
品开发为重点，大力推行稻田养蟹、稻
虾连作、稻鱼共生、循环利用、碳汇渔
业等生态养殖模式，通过产业扶贫致
力于乡村振兴。2021 年 2 月，中共中
央国务院授于公司“全国脱贫攻坚先
进集体”称号。

坚持养殖与加工并重
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体系

促进现代特色产业发展，要立足
于当地资源禀赋，采取以短养长、长短
结合的发展理念，聚力脱贫攻坚与乡
村振兴的有效衔接，科学布局、高位推
进现代特色农业产业发展。近年来，

九江凯瑞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依托
本地突特的生态资源优势，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围绕生态经济发展思路，认
真写好“稻虾蟹共养”“一二三产融合
发展”两篇文章，大力推广稻虾蟹种养
殖资源优势，投资 3.2亿元建设了质量
标准走在行业内最前端的小龙虾精深
加工厂，包括小龙虾加工车间、冷链物
流区、冷库、智创中心、宿舍楼、食堂等
基础设施，工厂区可最高生产小龙虾
600 吨，2021 年预计产值 25 亿元。完
善小龙虾全产业链发展格局，切实解
决农户养殖的销售难题，也减少农户
的运输和各种损耗等成本，为当地农
户脱贫致富，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
出有力贡献。

坚持保护与利用并重
着力构建生态治理体系

公司把乡村振兴与旅游观光结合
起来,建成了全省最高标准的生态创
意园和康养基地。通过大力发展生态
观光休闲农业，促进乡村振兴的发展，
变传统农业单一发展模式为农旅融合
发展模式，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周
边农户可发展农家乐，形成多样化发
展格局，带动周边 30 余户发展农家

乐，实现户均年增收 50000元。基地已
成功举办三届“龙虾美食艺术节”和

“鄱阳湖清水大闸蟹文化艺术节”、两
届农民丰收节，2019 年全年旅游人数
突破了 30万人次。

生态环境得到不断改善，公司以
创建全国 4A景区为契机，着力发展旅
游扶贫项目，打造基于“虾蟹农耕文
化”为主题，高品质的融观光旅游、会
议、研学、户外体育拓展、休闲度假、线
上认购线下种养、养生、住宿、餐饮为
一体的国家 4A 级旅游特色农业生态
景区，成为江西省生态旅游扶贫新亮
点。

坚持发展与带动并重
着力创新利益联结体系

农业龙头企业作为农业产业化发
展的领头雁，在带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促进乡村产业振兴方面发挥着关键作
用。近年来，在彭泽县“培育一个龙
头，带动一大产业，致富一方百姓”的
思路指引下，九江凯瑞生态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不断健全和完善农户的利益
联结机制，探索创新“公司（示范区）+
基地（合作社）+贫困户（村集体经济）”
合作经营发展模式，以示范区、基地带
动贫困户、贫困村入股入社，壮大村级
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增收，大力发展生
态产业。公司不断坚持优化企业结
构、转型升级，引进新技术，向“精、深、
优”方向发展，促进传统农业向生态农
业、绿色农业转型。

依托传统优势农业龙头企业，通
过土地流转高标准规划建设 10000 亩
稻蟹养殖基地和 40000 亩稻虾共作养
殖基地。采取“1+2+N”开发，模拟鄱阳
湖生态水系积极探索稻鱼综合种养、
套养大闸蟹和小龙虾等特种水产品，
突破了虾、蟹、稻种养关键技术，稻虾
共 作 亩 产 有 机 稻 600 斤 、小 龙 虾
300 斤，亩平均纯利润达 5000 元，达
到一地两用、一水两养、一季双收、一
块田里两品牌效果。在凯瑞龙头企业

的示范引领下，带动了周边一万余户
农户和 945户贫困户从事稻虾蟹养殖、
销售、加工和服务，农户每亩收入最少
3000−5000元，贫困户最低达 3600元。

坚持转型与升级并重
着力打造产业经营体系

九江凯瑞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依托当地生态资源优势，以国家推行
农村电商为契机，大力发展电子商务
产业，实行全网营销，着力在京东、天
猫、拼多多上线销售“鄱阳湖”“绿富
美”小龙虾，积
极带动培养农
户从事电商销
售，采取“互联
网+现代农业+
合作社+基地+
贫困户”模式，
打造太泊湖金
湖 电 商 村 ，通
过“ 互 联 网 平
台+网上商铺+
线 下 渠 道 ”销
售 农 特 产 品 ，
为农户销售农

产品累计达 3 亿元，带动 1000 多户农
户贫困户从事农村电商产业。

公司在做大做强企业自身的同
时，充分发挥其行业示范引领作用，引
领当地养殖户进行稻虾蟹生态养殖,
探索发展新模式,助力产业扶贫。在
公司的示范引领下，带动了周边一万
余户农户和 945 户贫困户从事稻虾蟹
养殖、加工、销售和服务，形成了大产
业“顶天立地”、小产业“铺天盖地”的
新格局。

（汪的明）

采样、检测、过磅、归仓
……8月19日上午，湖南益阳
市资阳区沙头镇明星村村民
刘国斌将10.7吨稻谷送到沙
头粮库。“新粮库设备先进、
管理规范，方便了农民售
粮。”刘国斌告诉记者，他以
前交粮要排两三天队，现在
40分钟就走完全部流程，便
捷高效。

沙头粮库是资阳区投
资 3900 万元新建的容量达
2.5 万吨的新粮库，约占该
区粮食收储企业仓容量七
成。沙头粮库配备先进的
粮食专用机械设备、全智能
粮情监测系统、粮食出入库
系统和安防系统，是益阳市
现代化程度较高的粮库之
一。其中，全智能粮情监测
系统可对粮仓温度、湿度实
时监测，在对粮食进行低温
储存的同时循环熏蒸驱虫，
确保绿色储存；安防系统对
仓内仓外进行远程监控和
报警。

粮库还建有资阳区目
前唯一的粮食质量检测检
验中心，确保安全收粮。该
中心在入仓前对粮食采样，
对多项指标进行检测。相
关数据上传到粮安数据库，
并“下达”到粮农手中，让他
们“心中有数”。对于达标
粮悉数收仓再进入流通市
场，超标粮政府临储收购，
归仓后用作饲料拍卖。同
时，资阳区将监测端口前
移，严把质量关。该区给每
个乡镇配备价值 20 多万元
的粮食质量安全检测仪。
开镰前，由区农业农村部门
牵头、乡镇负责具体实施，
对域内水稻进行集中抽样
检测。全区以村民组为单
位，去年检查水稻样本 3800个，今年已
完成 80%的早稻样品检测。

截至目前，资阳区已有近 1000 吨
早稻归仓，夏粮收购时间将持续至 9月
30日。 （杨玉涵 胡戴蓉）

近年来，福建晋江市和森道实验
学校、晋江市和森道幼儿园小学毕业
班的学生 85%被泉州地区各名牌中学
录取，全市统考各科优秀率都在 90%
以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被广为传诵
的佳话。

走进和森道总校校园，你会真切
地感受到这是一所精品学校。全封闭
式的校园像花园一般优美，里面绿树
掩映，芳草如茵——红色的塑胶跑道，
绿色的灯光球场，挺拔参天的木棉树，
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校园大道两旁的绿
丛……这一切衬托于风格别致的、一
栋栋米黄色外墙的教学大楼之下，使
得整个校园美不胜收。校园旁、围栏
外的湖面上栖息着成群的不同鸟类，
有的觅食，有的嬉戏。青山绿水之间，
白鹭在天空中翱翔，给和森道平添了
几份宁静祥和，更增添了几份灵气。

2010 年 8 月，李积良接任晋江市
和森道实验学校总校长。“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深谙办学之道的李积良校
长为了给全校师生员工营造一个良好
的教学和生活环境，付出了大量的心
血、财力和物力。在董事长姚道仰的
支持下，李校长对学校的教学体制进
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和创新。他们在
全国范围内高薪聘请德才兼备的各年
级老师，大幅提高师资力量和教职员
工待遇，投入巨资美化校园环境，改善
教学器材和设备。学校的硬环境得到
翻天覆地的改善，其根本目的是为了

提高教学质量。10多年来，和森道实
验学校始终坚持“人无我有，人有我
优，人优我特”的办学理念，始终坚持

“立足晋江本土化，致力中国特色化，
走向世界国际化”的兴教路线，始终坚
持交给每位学生家长一个承诺，即在
和森道实验学校，没有管不好的学生，

没有不会进步的学生。
李积良从事教育工作近 30年，在

民办教育战线上则浸淫了二十余载。
晋江市和森道实验学校、晋江市和森
道幼儿园是经教育主管部门批准的高
定位的全日制学校（含小学和幼儿
园）。教师从全国聘请，87%的教师是
县市级以上的教学能手。学校坚持

“立足晋江本土化 致力中国特色化
走向世界国际化”的办学理念，多年来
被社会各界誉为“名牌中学的直通车”

“素质教育的成长地”。学校先后获得
“中国民办教育创新改革学校”“全国
奉献社会优秀民办学校”“全国优秀民
办学校”“全国教育科研先进单位”“福
建省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福建省武
术段位制考级试点学校”“泉州市特色
教育学校”“晋江市素质教育强校”等
诸多荣誉称号，李积良校长也屡次荣
获“全国民办教育楷模校长”“中国优
秀民办教育家”等荣誉称号。 在长年
秉持“精品化、优质化、特色化”的教育
实践中，和森道实验学校今年再传喜
讯——该校在 2021 届六年级小升初
中，名牌中学录取率高达 85%，稳居全
市前列。 （吴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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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绿色发展 助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辛勤耕耘结硕果 智慧哺育满园花”

法院公告栏
吴风建、刘俊英：本院受理原告邯郸市向诚
贸易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
0430民初3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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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十
五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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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邱县人民法院
李传茂：本院受理赖思富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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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日。并定于举证届满第三日上午
九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盘龙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
柯尊发：本院受理原告李见与你方追索劳动
报酬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冀1081民初22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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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强：本院受理原告北京滨沾鸿盛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与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 1081 民初 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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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海威：本院受理原告张光林与你方民间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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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义务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1
年 11月 15日上午 9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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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利：本院受理原告王成立与你方买卖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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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 2021 年 11 月 15
日上午 10 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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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莎：本院受理原告蒋云川诉被告曾莎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简转普裁定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
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人民法院
毛建蓉：本院受理的（2021）川 2021 民初
4175号原告四川安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大平支行与被告毛建蓉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借
款 1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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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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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伟：本院受理的（2021）川 2021 民初 4177
号原告四川安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九龙支行与被告龙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原告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借款1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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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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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
深圳君达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钟金高诉你公司、深圳朗奥洁净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安徽精卓光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
杭埠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自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六安市
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舒城县人民法院
焦丽华：本院受理的原告马有财与你离婚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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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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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爱培：本院受理的原告张忠华与被告徐爱
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苏
0831 民初 96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1.
被告徐爱培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十日内向原告张忠华返还借款 22995元、偿
还借款 112450 元，合计 135445 元。2. 案件
受理费 3100 元，公告费 360 元，合计 3460
元。被告徐爱培负担 3347 元，原告张忠华
负担 113 元。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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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
民法院。 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法院
石康：本院受理的原告陈泓杰与被告石康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苏0831
民初97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1.被告石
康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
原告陈泓杰偿还借款 176000元并承担利息
（从 2021年 4月 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 3.85%的标准承担）。2.驳
回原告陈泓杰其他诉讼请求。3.案件受理
费 4300元，公告费 360元，合计 4660元。被
告石康负担 4100 元，原告陈泓杰负担 560
元。限你们自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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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法院
李川川：本院受理唐新卫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砖店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
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法院
胡桂勇：本院受理原告陈永松与被告胡桂勇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判决：“驳回
原告陈永松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350
元，公告费 300元由原告承担。”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黔 0322 民初 1769 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楚米法
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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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桐梓县人民法院
更正：贵州省桐梓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5月
20日在检查日报刊登的一则公告中，原“胡
贵勇：本院受理原告陈永松与被告胡贵勇合
同纠纷一案”应为“胡桂勇：本院受理原告陈
永松与被告胡桂勇合同纠纷一案”。特此更
正。
许德行：本院受理原告武汉惠之美物业有限
公司与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案号(2021)鄂 1202
民初 11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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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法院
周长安：本院受理原告武汉惠之美物业有限
公司与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案号(2021)鄂 1202
民初 11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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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法院
黄诚来：本院受理原告武汉惠之美物业有限
公司与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案号(2021)鄂 1202
民初 11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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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法院
涂泽群：本院受理原告武汉惠之美物业有限
公司与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案号(2021)鄂 1202
民初 11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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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法院
魏燕妮：本院受理原告武汉惠之美物业有限
公司与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案号(2021)鄂 1202
民初 11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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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法院
更正：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法院于2021
年5月26日在消费日报刊登的五则公告中，
案号为（2020）鄂1202民初1164号、1167号、
1168号、1170号、1180号五案，原“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应为“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
特此更正。

山东鲁达轿车配件股份有限公司
新增喷涂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公示
山东鲁达轿车配件股份有限公司拟投资460
万元建设新增喷涂线项目，位于山东鲁达轿
车配件股份有限公司院内原喷涂车间内。
新建一套喷涂线，并配套相应污染物治理措
施，年喷涂制动盘（鼓）360万件。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方式和途径：
1、报告书征求意见稿链接：链接：https://
pan.baidu.com/s/
18QjObFbNhsntELA4lsKQ8g 提 取 码 ：
g4yu。2、查阅方式和途径：公司办公室。联
系人：周工。联系方式：18953586638。邮
箱：1186860@qq.com。3、在本公告公示十
日内，公众可以选择以下方式提出意见：（1）
以电话、传真的形式告知建设单位；（2）采取
书面形式（公众意见表）将所提意见以快递
的形式告知建设单位。
曹玺：本院受理原告汪静霞诉你及被告李茜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依法已作出(2021）
陕 0102 民初 273 号民事判决，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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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北京朗丰贵酒业有限公司是一家集酱香酒品鉴中心文化推广以及酱酒销售为一体
的综合性酒业公司。

朗丰贵总部品鉴运营中心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亮甲店 130号。公司的主打品牌
“众誉满堂”秉承打造优质高端酱香酒的理念，在酱香酒的品质行列，不断地追求卓越。

产品由内到外注重美观和实用便捷性，从实际需求出发，对瓶身主要采用鎏金材
质，款式简约大气，最新推出光瓶卡盒酒、红金酒、黑金酒、鼠年和牛年生肖酒。

众誉满堂，玉液之冠，众誉寻友满天下，望眼一樽福满堂。公司长期与各大企业签
署合作机制，共创事业，共谋发展。

公司联系人：刘先生 电话：13718715501 座机：010-57933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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