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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动态

本报讯 8月23日，英国《劳氏日报》
公布了2020年全球100大集装箱港口排
名，广西钦州港位列第 47名，首次迈入
全球集装箱港口50强，这是钦州港首次
进入该榜单。

近年来，北部湾港发展进入加速期，
其中钦州港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钦
州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门户的重
要枢纽，以集装箱和石油化工运输为主，
目前已规划三大港区五大港口。钦州港
持续优化航线布局、不断改进基础设施
建设，积极推进“散改集”、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加快智慧港口建设。

2020年，钦州港货物吞吐量首次突
破亿吨大关，完成 1.01亿吨，同比增长
19%，完成集装箱395.04万标箱，同比增
长31%。

据了解，2020年，北部湾港克服疫
情带来的不利影响，逆势而上，主动出
击，针对性推出海铁联运订制服务、“一
企一策”订制服务等多项创新举措，完成
货物吞吐量2.96亿吨，同比增长16%，增
速排名全国沿海主要港口第二名，完成
集装箱吞吐量 505 万标箱，同比增长
32%，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增速排名第一。

（莫琼英 刘朝宾 蒋慧晶）

□ 本报实习记者 闫 利

观赏樱花是春季必选出游项目，即
便不在樱花季，消费者也会购买樱花味
食品“回味”春天。如今，在商场和电商
平台上出现了各种粉嫩的樱花味零食，
但樱花味食品里面真的有樱花吗？

记者注意到，8月17日，国家食品安
全风险评估中心就新食品原料关山樱花
和吡咯并喹啉醌二钠盐公开征求意见。
关山樱花申报新食品原料，也就意味着
目前它并不会存在于各种销售的食品
中，樱花味食品的樱花又从何而来呢？

创造浓郁氛围
多数产品实为“樱花味”包装

樱花味糖果、樱花味薯片、樱花味饼
干……9月1日，记者在某电商平台搜索

“樱花”看到，在其搜索结果中，有各种樱
花味零食。这类产品的包装基本以粉色
为主，并且会印有樱花图案，同时，在其
包装上也会有“樱花味”字样。

之后，记者随意选择了一家售卖“樱
花味网红薄荷香体糖”的店铺，该产品宣
传介绍图片中的压片糖果为粉色，产品
外包装印有卡通人物和樱花图案，并标
有“樱花味”字样，当记者询问客服人员
产品中是否有樱花成分时，客服人员在
回复中发送了一张樱花味糖果的产品介
绍图片，并回复，目前没有樱花口味。而
店铺客服人员也未对樱花味产品是否含
有樱花成分作出回答。记者在浏览产品
评论时注意，在一年前购买过樱花味产
品的消费者评论中，产品图片的配料表
中并没有“樱花”相关成分。

同样，在查询了电商平台售卖的樱花
味薯片、樱花味果冻等产品的配料表后，
依旧没有发现与“樱花”相关的成分。多
数产品中添加了苹果酸、柠檬酸、胭脂红
铝色淀、樱花米酿味调味料等，而樱花米
酿味调味料中也并没有“樱花”成分。

各种樱花包装零食看似樱花氛围浓
郁，但食品中并未涉及到任何“樱花”原
料。一家售卖樱花味糖果的店铺客服人
员向记者介绍，市面上与樱花相关的零

食一般都标注“图片仅供参考”，樱花味
更多指的是产品包装和产品颜色有“樱
花风格”。

标注特别说明
用水冲泡仅为展现美观和去盐方法

相较于各种不含樱花成分的樱花味
零食，樱花茶中看得见的花朵则让人眼
前一亮。

在电商平台，消费者可以购买到盐渍
樱花、烘焙樱花、干樱花等各种经过加工
的樱花。某款“盐渍樱花·日本樱花干八
重樱”的产品评价有近两千条，不少消费
者给出了“味道不错”“闻着香，也好喝”的
评价，但也有消费者提出产品中有异物。

记者注意到，在上述产品的介绍页
面中，明确提出“冲泡方式为开水冲泡”，
并且在商品详情介绍页面添加了“特别
说明”：该产品属于农产品，产品保持原

叶、不改变性状、不添加任何东西，不当
保健食品和普通食品销售。

而另一家店铺的樱花产品在介绍页
面则提出，产品仅用于装饰而非食用。
盐渍樱花在日本历史悠久，有着广泛的
食用及应用范围，由于樱花不在国家食
品目录中，本品为非食品。请自行百度
盐渍樱花的用途，也可通过其他买家交
流或其他渠道悉知。本店所有樱花味八
重樱中的关山樱，页面中有用水冲泡仅
为展现美观和去盐方法。

记者在售卖樱花茶店铺询问客服人
员，樱花是否可以泡水喝时，多数店铺都
表示可以。但当谈到产品在介绍页面提
到的“不当普通食品销售”“非食用”等文

字提示时，客服人员表示，主要是因为樱
花在我国并不属于食品。

申报新食品原料
安全指标按其他蔬菜制品的规定执行

在很多人眼里，樱花味食品早已不
再陌生，盐渍樱花也随着电商的发展进
入到消费者眼中。但樱花在我国究竟是
否可以食用呢？日前，国家食品安全风
险评估中心就新食品原料关山樱花公开
征求意见。也就是说，关山樱花或将成
为新食品原料，我国相关部门也在评估
其食用的安全性。

其实，关山樱花在我国是有民间食
用历史的。据关山樱花等2种新食品原
料解读材料介绍，关山樱花是蔷薇科李
亚科樱属关山樱的花，其在日本、韩国及
我台湾地区具有多年食用历史，并被作
为蔬菜或食品原料广泛食用。我国于上
世纪90年代开始引进种植关山樱，目前

在我国广泛种植，且在山东、浙江、江苏
等地具有民间食用历史。根据《食品安
全法》和《新食品原料安全性审查管理办
法》规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委托审评
机构依照法定程序，组织专家对关山樱
花的安全性评估材料审查并通过。新食
品原料生产和使用应当符合公告内容以
及食品安全相关法规要求。鉴于关山樱
花在婴幼儿、孕妇及哺乳期妇女人群中
的食用安全性资料不足，从风险预防原
则考虑，上述人群不宜食用，标签及说明
书中应当标注不适宜人群。

此外，拟公告文本中明确提出，该原
料的食品安全指标按照我国现行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中其他蔬菜制品的规定执
行。

“关山樱花列入新食品原料后，我们
或许就没有‘不合规’的顾虑了。应该会
有更多相关产品出现，大家可以在食品
中尝到真正的樱花。”某家售卖盐渍樱花
的店铺客服人员说。

三年前，伴随着AR技术成为科技
领域的“香饽饽”，各大美妆品牌也纷纷
试水，却始终未成气候。如今，品牌们重
新在AR试妆领域跃跃欲试。这次，又
有什么不一样呢？

走访：线下试妆镜有点“凉”

“AR 试妆镜”是 AR 美妆技术的集
中体现。它是通过人脸识别和 AR 技
术，模拟真实的化妆效果，消费者通过面
对智能摄像头，就能显示妆效。同时，可
以通过点击试妆镜上对应的产品实现查
看不同角度妆效、切换产品等功能。其
中，有部分品牌宣称其试妆镜可以通过
镜头分析肤色、肤质，从而实现产品推
荐。

记者走访发现，目前AR试妆镜在

线下的布局增加了许多，除了许多品牌
门店之外，零售店例如屈臣氏、丝芙兰
也有引入。然而，实际的使用情况却并
不如讨论的那么热烈。在位于正佳广
场的M·A·C专卖店，记者以顾客身份
希望使用 AR 试妆镜，却被店员告知

“无法试妆”。该店员表示，这个试妆
镜只是个 iPad，可以用来搜索线上平台
上该品牌的产品，再由店员来匹配颜
色。而在雅诗兰黛专卖店，当记者表示
希望用试妆镜试色时，店员也非常善意
地表示：试妆镜有色差，建议还是用实
物试色。

虽然AR试妆镜正在逐步成为线下
美妆镜的标配，但其使用场景与消费场
景不匹配的问题却没有得到解决。“我都
已经来到店铺了，为什么不试用真实的

产品却还要用虚拟试妆呢？”美妆爱好者
Yuki一语点破了其中的矛盾之处。

市场：线上试妆转化率高

一直以来对各种“美妆科技”较为保
守的大牌美妆，如今也开始布局线上试
妆，香奈儿、阿玛尼等奢侈品牌也纷纷推
出了相关的应用。记者点击进入某大牌
美妆小程序，只要点击进入相关产品，即
会出现显著的“立即试色”页面。总体看
来，色彩的呈现度较此前有了极大的进
步，整个试用及购买流程也十分顺畅。

伴随着社交平台和商业务的爆发，
AR试妆在线上迎来了销售的高转化。
根据独立研究公司 Intage的调查显示，
以日本的数据为例，使用AR 彩妆APP
用户的购物转化率是不使用用户的 1.6

倍，前者的购买力是后者的2.7倍。APP
中的AR试用功能使得美妆的销售额提
升了 2—6倍。“有一批消费者是线上购
物的爱好者，他们是线上试妆的主要目
标。”某彩妆品牌电商业务运营人士告诉
记者，许多年轻消费者不喜欢去线下店
试妆，以往他们主要依靠参考博主试色
来“盲买”，这时候如果AR试妆能够为
他们提供比较准确的参考，复购率就会
比较高。

与此同时，现在部分试妆APP还实
现了与社交平台的联动，可以在他人分
享的试妆信息里直接链入产品相关信
息，供用户“AR试妆”并迅速转化成为
实际的购买，全线上的消费场景已经形
成。

（粤 宣）

“AR试妆”进入下半场 全线上场景受认可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就新食品原料关山樱花公开征求意见

“樱花味”零食中真能吃到樱花吗？

近年来，口味醇厚、品种多样的新疆
奶产品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熟知。地处
北纬44度的新疆是中国四大黄金奶源带
之一，拥有约8.6亿亩优质草场，有大量优
良奶牛和全国最大的进口良种牛核心群，
草肥水美的新疆是发展奶产业的优势区
域。手握大片“黄金奶源”的新疆把握机
遇，大力推进标准化规模养殖，优化奶源
基地建设，不断提高生鲜乳质量，不断提
升乳制品知名度，持续推进新疆奶业转型
升级，优质奶产品走上了越来越多消费者
的餐桌。

“智慧养牛”大显身手

这几日，在呼图壁种牛场，正是饲草
料苜蓿的收割季节。苜蓿被打包成捆，装
车运往种牛场的仓储基地。道路两边，成
片的青贮玉米长势喜人。“为了提高饲草
料品质，收割时我们对饲草料进行初检，
之后通过检测设备进行化验，确保饲草料
品质达标。”种牛场畜牧事业部副主任李
怀志说。

从源头提质增效，打造优质奶源成了
新疆牛奶“闯市场”的资本。

新疆西域春乳业有限责任公司的优

质奶源基地——新疆呼图壁种牛场，已有
66年发展历史。近年来，企业积极推进优
质饲草料种植和奶牛养殖配套衔接，现有
15万多亩有机优质饲草料基地，9座标准
化高产奶牛示范养殖场，饲养优质高产奶
牛3万多头。

李怀志介绍，拥有优质的饲草料源头
还不够，饲草料配方也需要不断更新换
代，优化升级。“以前的饲料配方保障蛋白
和能量充足，现在的配方要考虑氨基酸平
衡和脂肪酸平衡，更加精细化，这样能保
障更加优质的奶源。”他说。

源头保障不仅仅于此。在位于乌鲁
木齐市区的新疆天润烽火台奶牛养殖有
限公司，一头头奶牛在“智慧养牛”系统调
配下，接受数字化精准喂养，通过自动化
挤奶设备挤奶，这些鲜牛奶集中到奶罐后
冷链运输至乳品厂，再经过生产线加工成

多款终端产品。
随着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多

年持续投入，天润烽火台奶牛养殖有限公
司陆续掌握了奶牛规模化散栏饲养、自动
化环境控制、数字化精准饲喂管理等现代
奶牛饲养先进技术，有力保障了奶源品
质。目前，天润乳业自主奶源占到总奶源
的67%。

如今，新疆已经形成了一批集科研、
育种、生产、加工于一体的奶业产业链，为
发展乳制品产业打下了良好基础。

特色奶啤惊艳市场

“百果香了”“冰淇淋化了”“被柚惑
了”……天润乳业凭借不断推陈出新的系
列网红酸奶，逐渐打开了各地市场的大
门。“快消行业竞争激烈，不进则退。”天润
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朋龙说。

目前，天润乳业在全疆拥有 16个牧
场，奶牛存栏量3万头，旗下拥有纯牛奶、
酸奶、奶酪及奶啤4大系列产品。

“最开始，我们的产品在新疆以外的
小部分消费者中打出了口碑。”刘朋龙说，
2014年起，天润乳业靠着打出的口碑，开
始走差异化路线。2015年，天润乳业按照

“研发一代、储备一代、生产一代”的产品
创新思路，陆续推出“酸奶熟了”“玫瑰红
了”“巧克力碎了”等一系列酸奶产品，独
特的口感和新颖的包装让天润乳业迅速
获得了消费者的认可，并远销各地市场。

“销售是我们企业的龙头，我们围绕
市场建工厂，围绕工厂建牧场。”刘朋龙
说，为进一步加快市场布局，2018年初，企
业成立了销售公司。短短几年，销售渠道
由过去的小区便利店、水果店走向快消品
主渠道——大型连锁商超。目前，多款产

品已进驻广州以及华东地区和华北地区
的多家连锁超市。

同样，为扩展新疆以外的市场，今年，
西域春乳业已经和山东、安徽等地企业签
订销售协议，并在西安、青岛、北京、南京
等多个城市建设了冷链仓库，搭建产销平
台，将优质乳品推向全国。

“为了拓展市场，我们不断进行产品
研发，包括调整包装、重量、开发新产品
等。”卫新璞介绍，今年上半年，企业推出
多款符合消费者需求的新品。

近几年，新疆加快培育“疆字号”乳制
品品牌，将新疆以外的市场作为消费主要
增长点，鼓励企业积极拓展市场。2020年
印发的《新疆奶业振兴行动方案（2019-
2025年）》提出，到2025年，全区牛奶产量
达到270万吨，新增牛奶产量80万吨，把
新疆建成全国奶业大区。

但是，除了少数品牌走出新疆外，新
疆乳品外销量占比仍然很小，覆盖面窄。
相关专家表示，新疆外销乳品主要以液奶
为主，干乳制品很少，市场布局远未形
成。同时，乳企大多采取传统销售方式，
外销成本高，难以消化远距离运输的高额
费用。

2020年，天润乳业为应对液奶运输
时间长、外销成本高的问题，确立了奶啤
为重点推广品类，成立独立运营的奶啤项
目组，打造奶啤专属陈列形象卖场，并针
对重点卖场持续开展推广活动，提高产品
销量和品牌影响力。

为了打开新疆以外的市场，阿拉尔新
农乳业有限责任公司在华东、华北、华南
等区域已形成较密集的销售网络。

新农乳业是新疆首家荣获“中国有机
产品”认证的乳品企业，可生产常温奶、低
温奶和奶粉3大系列30多种产品，满足国
内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阿拉尔新农乳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
经理徐进祎说：“对于乳制品企业来说，品
质是企业的生命线和立身之本。我们
将继续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高品质的产
品与服务。” （经 摘）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近日，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发
文称，一款知名低脂全麦欧包被
检测出虚标营养成分——碳水化
合物的实测值是标注值的 116%，
产品能量的实测值是标注值的
131%……

按照这些数值，如果消费者按
企业推荐的数量食用，那么不仅
不能减肥，反而会因摄入过多热
量而增肥。

尽管涉事公司回应称所有产
品都有正规质检报告，检测结果
会因检验批次和样品数等因素的
不同而产生差异，但业内人士指
出，同样原料配方、同样加工工艺
的同种产品，每批次样品相关成
分数据不应产生很大差别。对
此，有关部门应介入调查，给出一
个公正权威的结果。

此番事件折射出的是行业深
层次问题。低脂面包主要是指全
麦面包，由于全麦面粉保留了小
麦的胚乳、麸皮及胚芽，碳水化合
物比例低，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有减肥减脂功效。可实际上，市
场上大部分全麦面包配料表中，

“全麦粉”并不排在首位。此前，
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官微就曾发文

提醒，“看着像全麦面包，其实是
额外添加了糖浆、焦糖色素，让面
包呈现淡褐色”。

全麦面包市场鱼龙混杂，缺乏
相关强制性标准是重要原因。中
国焙烤食品糖制品工业协会等单
位曾在 2018 年推出《全谷物焙烤
食品》推荐性团体标准，其中规定
全谷物焙烤食品全谷物含量需不
低于27%，但这并非强制性标准。

低脂全麦面包，销售目标瞄准
的是减脂人群、控糖人群等，如果
名不副实，不仅会侵害消费者的
知情权，更可能误导消费者，进而
对其健康产生影响。

根据我国标准化法，对保障人
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
全、生态环境安全以及满足经济
社会管理基本需要的技术要求，
应当制定强制性国家标准。食品
安全法也规定，食品安全标准是
强制执行的标准，食品安全标准
应当包括专供婴幼儿和其他特定
人群的主辅食品的营养成分要
求。只有针对低脂面包制定强制
性标准，明确全麦粉的含量下限，
才能破解时下的一些市场乱象和
难题，也才能让消费者吃得满意、
心安。 （工 言）

2020年全球100大集装箱港口排名公布

广西钦州港入围全球集装箱港口50强

“低脂全麦”的标准不能一直“难产”

加快培育“疆字号”乳制品品牌

新疆牛奶“香”出圈

9月2日，江西省人民政府官网发布
了《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
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根据《实施意见》，江西将实施居家
适老化改造工程、社区养老服务骨干网
建设工程、养老机构照护能力提升工程、
普惠养老工程、农村养老服务品牌提质
工程，提出力争到 2021年底，所有市辖
区街道和县(市)城关镇建设 1所具备全
托、日托、上门服务、运营家庭养老床位
等综合功能的养老机构；到 2025年，重
点打造 50家失智照护机构(含失智照护
单元)和护理型示范机构，全省养老机构

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 60%以上；到 2025
年，每个县(市、区)建有 1所特困失能人
员集中照护机构，每个乡镇完善 1所敬
老院，85%以上的建制村建有具备助餐
等功能的互助养老服务设施。

《实施意见》提出，支持新型材料、
5G、AI、VR等新兴技术在养老服务领域
的推广应用，支持外骨骼机器人、照护和
康复机器人、虚拟与现实康复训练及可
穿戴、便携式、智能化等产品研发。支持
养老服务与文化、旅游、餐饮、体育、家
政、教育、养生、健康、金融、地产等行业
融合发展。 （中 新）

江西加快建设养老服务体系

法院公告栏
白 小 红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512930197506011163）：本 院 受 理 的
（2021）川1381民初3031号原告雷光泉诉你
买卖房屋欠款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即视为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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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四川
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
胡顺红：本院受理原告牟焕、张应波诉你建
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
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牟焕、张应
波请求法院判决：1.被告支付原告挖机租赁
款45000元，并支付原告自2020年5月20日
起至实际支付该款之日止按2%月利率计算
的利息；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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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1年12月8日
上午 9时在本院石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四川省古蔺县人民法院
王克伦：本院受理兰大富与李镇有、颜欢、王
克伦、蒋敬、陈忠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
为（2021）黔 0113 民初 3524 号，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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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
吴厚碧、邓光宏：本院受理原告张来清诉你、
邓光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该案的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权利
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应诉
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10时 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太平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将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西充县人民法院
杨波：本院受理原告卢凤丽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因无法与你取得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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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的第三日上
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普坪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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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顺芬：本院受理原告曾玉友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因无法与你取得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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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的第三日
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普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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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开州区临江镇川主街 91号附 32号
彭昌武：本院受理原告甯佐春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渝 0154民初 6622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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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式二份，上诉于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
重庆市开州区临江镇万安村6组57号袁定
华：本院受理原告杨兴富诉你及袁刚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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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须知、
举证须知、廉政监督卡、简转普裁定书及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和开庭时止。本案
定于2021年11月29日15时0分在重庆市开
州区临江人民法庭开庭，逾期将依法审理。

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
杨珊（住址：南部县南隆镇东风路 224号东
方红小区3幢3楼1号）：本院受理原告四川
南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与范
小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川
1321 民初 1165 号民事判决书及（2021）川
1321民初 1165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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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
民法院。

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
陶永文、杨文艳：本院受理原告陆明昌诉你
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2327民初1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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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波：本院受理原告冯定高诉你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黔2327民初8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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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磊：本院受理原告姜念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湖
北省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2021)鄂 1303
民初 44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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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湖
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
李爱东：本院受理原告白田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甘1223民初502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
院南阳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甘肃省
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甘肃省宕昌县人民法院
郭四女：本院受理原告陈治安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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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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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南阳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甘肃省宕昌县人民法院
贾爱存：本院受理原告沙爱红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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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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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南阳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甘肃省宕昌县人民法院
广汉京东弘健健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
(2021)川 1028 民初 3074 号原告黄玉琴与你
公司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
司无法联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本案的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开庭传票、
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等诉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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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日内。
本案定于2021年12月6日15时在隆昌市人
民法院龙市法庭（龙市镇加油站旁）公开开
庭审理。届时未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
决。联系电话：0832-3511626。

四川省隆昌市人民法院
李敬国：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太平洋信用卡中心济南分中心诉你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一、判令被告立即给付原告信用卡
欠款本息共计 82623.78元；二、诉讼费用全
部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领取上述文件，逾期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楼德法庭第
一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山东省新泰市人民法院
朱丽：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太平洋信用卡中心济南分中心诉你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 等 。 1、判 令 被 告 支 付 各 项 费 用 共 计
68568.39 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
费。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到本
院领取上述文件，逾期即视为送达。提交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楼德法庭第一审判庭
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山东省新泰市人民法院
蒲彬、杜育果：本院受理的原告南充市立达
物流有限公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案的判决文书。判决如下：一、被告
蒲斌、杜育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
内，向原告南充市立达物流有限公司支付人
民币 50000 元；二、驳回原告南充市立达物
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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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案件受理费收取 1050 元、公告
费600元，共计1650元，由被告蒲斌、杜育果
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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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上诉于
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人民法院
陈千文、杨晓蓉：本院已受理了原告谭明虎
诉你们（2021）鄂2823民初2809号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公告向你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风
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告
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后视为
送达。答辩期和举证期分别在送达后 15日
内和 30日内。并定于 2021年 12月 15日 14
时40分开庭审理，逾期则缺席审理。

湖北省巴东县人民法院
陈千文、杨晓蓉：本院已受理了原告谭明虎
诉你们（2021）鄂2823民初2810号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公告向你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风
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告
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后视为
送达。答辩期和举证期分别在送达后 15日
内和 30日内。并定于 2021年 12月 15日 15
时40分开庭审理，逾期则缺席审理。

湖北省巴东县人民法院
熊祖建：本院受理原告陈爱华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公告向你送达（2021）
鄂 2823民初 125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
准予原告陈爱华与被告熊祖建离婚；二、婚
生小孩熊金娥跟随原告陈爱华生活并由其
抚养，婚生小孩熊金兰跟随被告熊祖建生活
并由其抚养，原、被告互不给付小孩抚养费；
三、原告陈爱华与被告熊祖建在巴东县野三
关镇乾峰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凯旋城
小区购买的商品房一套（3号楼1-1103室），
由原告陈爱华与被告熊祖建各分得 50%的
产权。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后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自收到判决书之日起 15 日
内上诉至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书即发生法律效
力。

湖北省巴东县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