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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产业·一家之言一家之言

地方动态

本 报 讯 8 月 24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政
府新闻办公室在南宁
举行广西高质量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系列新
闻发布会（第十场）。
会上，据自治区政府办
公厅副主任张志文介
绍，今年以来，全区上
下以“起步就要提速、
开局就要争先”的奋斗
姿态，综合施策、精准
发力，部署开展“三企
入桂项目落实、行企助
力转型升级”行动等，
持续巩固拓展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
果。上半年，全区生产
总值增长 12%，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12.9%，两
年平均增长 6.3%；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7.4%、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 15.1%、社会消费
品 零 售 总 额 增 长
18.6%、外贸进出口增长 33.9%；居民收
入实际增长 12.1%；城镇新增就业 22.3
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低于目标控制
数；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 0.7%。全
区经济运行平稳、增速较快、稳中有
进，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向好态势持续
巩固。

（刘广 莫琼英）

“我们加个好友吧！”话音刚落，小
学三年级的米米和小乐“碰一碰”手
表，就在一场家长的聚会上成了“表
圈”好友。这样的场景，对于很多小朋
友来说早已经十分熟悉。当前，儿童
智能手表早就不再是过去只能打电话
的“低端表”，而是装载了各种功能
——移动支付、AI智能助手、大光圈拍
照等设计让智能手表几乎成了“迷你
版”手机。

儿童智能手表的迅速“开疆拓土”
也让家长开始质疑其安全性和性价
比，其中，部分品牌以自身独立的社群
运营“吸粉”、一些质量不过关甚至有
自燃风险的不合格产品在市面上“裸
奔”更是让人担忧。

款式越来越多 价格水涨船高

一年一度的开学季，同很多高年
级学生采购电脑、手机等数码产品一
样，一些小学生也向父母提出了更新
设备的要求，只不过他们想要的设备，
往往是五彩缤纷的智能手表。

在对儿童智能手表市场进行了解
的过程中，记者发现，目前有儿童智能
手表在价格和功能方面已经能够与一
些手机“一较高下”。来自儿童智能手
表的头部品牌小天才，主打“翻转双
摄”“高精度定位”等功能，仅裸机售价

就接近 2000 元，而配备儿童耳机的套
装版价格更是接近 2400元。

记者了解到，由于儿童产品的标
准和规格不同，很多时候家长为了让
孩子有更好的使用体验，面对比一般
产品更贵的儿童产品也会咬咬牙购
买。但随着儿童产品的款式越来越
多，价格水涨船高，很多家长也感觉无
所适从。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产品甚
至还推出了与冰雪奇缘的“IP 定制
款”，介绍页显示“限量发售，售完即
止”。

“碰一碰”功能成商业壁垒

根据市场调研机构统计的全球儿

童智能手表各区域出货量分布，2020
年国内儿童智能手表出货量占比高达
97%，全球其他地区仅占 3%。庞大的
市场空间吸引了众多品牌的入局，包
括 360、华为、小米等互联网巨头纷纷
选择布局这一赛道，而各大品牌的竞
争策略也值得注意。其中，部分品牌
选择在社交功能上形成商业壁垒的做
法也引起了部分家长的不满。

据了解，目前很多智能手表都能
够通过“碰一碰”或是“摇一摇”的方式
添加好友，使用者可以以此构建自己
的社交圈。但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品
牌所打造的社交圈都具有专属性。倩
倩妈妈费女士就向记者抱怨称，“之前

给孩子买了某知名手机品牌的智能手
表，没想到孩子戴了一天就回家吵着
说要换小天才手表。”原来，由于各手
表品牌的社交功能无法实现互通，因
此想要融入同一个“社交圈”，就要先
进入同一个“表圈”。

业内人士肖军告诉记者，这样的
设计无疑能给行业内的“老品牌”带来
先发优势，甚至造成强者恒强的发展
局面，“但对于消费者而言，则有‘消费
绑架’之嫌，一定程度上剥夺了消费者
的自主选择权”。

存在自燃、辐射等安全问题

除了定价和品牌壁垒，家长更关注
的是智能手表安全问题以及其可能给
学习带来的影响。

6月8日，福建泉州一4岁女童所佩
戴的电话手表发生自燃，孩子手背皮肤
被严重烧伤达三度。2019年 11月广东
江门也发生过一起儿童智能手表自燃
事件，造成学生手腕烫伤。

除了自燃问题，有些智能手表还被
质疑辐射问题。据央视此前实验报道，
电话手表在接听电话的瞬间，辐射比手
机大得多，甚至超手机1000倍。记者了
解到，虽然近几年来儿童电话手表市场
热度高，但目前针对该产品仍没有统一
的国家标准。肖军提醒消费者，在选购

儿童电话手表时一定要认准国家 3C安
全认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正规厂家生
产、符合国家安全生产标准的产品。而
且在使用前需看清说明书中的注意事
项，如电子手表是否防水，电池是否需
要定期更换等。

此外，记者了解到，在教育部办公
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
作的通知》要求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
个人手机带入校园后，部分学校已经对
电话手表的使用出台相应的管理措施。

今年3月重庆市某小学就科学使用
电话手表发出的《告家长书》便引发关
注。该校在《告家长书》中表示，市场上
电话手表琳琅满目，功能繁多，特别是
电话手表加好友、加群没有设限，上传
违禁视频和不当言论没法监管，从而导
致管理成了一个真空地带，因此学校不
允许学生带智能手机到校，电话手表进
校园后班主任会统一管理，统一要求。

记者向小学教师朱颖了解得知，
其所在学校并未禁止“手表进校园”，
多数学生在课堂上使用智能手表只是
关注下课时间。“如果出现课堂时间玩
游戏，老师会警告甚至没收。”她建议
家长购买电话手表不要盲目攀比，只
要能满足基本的通话、呼救、防丢、定
位功能即可，并指导孩子养成科学使
用电话手表的习惯。 （广 报）

本报讯（记者 史晓菲）在本届东
京奥运会上，鲍珊菊和钟天使组成的中
国队，以31秒895获得东京奥运会场地

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冠军，为中国代
表团拿到了第 28金。奥运健儿的卓越
表现，再次激发了民众对于“自行车”这

项运动的热情。
据天眼查数据，我国目前共有95万

家企业名称或经营范围包含自行车且
状态为在业、存续、迁入、迁出的自行车
相关企业，其中，65.9%以上的相关企业
成立于5年之内，小微企业占64.2%。

从注册资本来看，近 5成自行车相
关企业注册资本在 100万人民币以内。
在行业分布上，自行车相关企业主要分
布在批发和零售业（67.2%）、科学研究
和技术服务业（9.2%）及居民服务、修理
和其他服务业（7.5%）。

在水泄不通的城市道路中，自行车
有效解决了打工人通勤路上的“最后一
公里”难题。从地域分布来看，“打工
人”齐聚的北京市，自行车相关企业数
量位居全国之首，拥有 19.5万家，占全
国该类企业总量的 21.0%。此外，排名
第二、三的广东、福建也分别拥有 10.7
万家、8.9万家自行车相关企业。

值得一提的是，天眼查数据显示，
截至 8月 3日，今年我国共新增约 14.6
万家自行车相关企业。其中，3月注册
超过 2.6万家相关企业，是上半年新增
数量最多的月份。

从自行车领域近五年来的资本市
场表现来看，自行车领域在2017年迎来
资本爆发，当年共计发生33起投融资事
件，整体投资金高达 244亿元，此后，自
2018年起投资事件开始出现断崖式下
降，到了 2021年投资事件仅两起，整体
融资额在1亿元左右。

可以说，如今的自行车领域已进入
稳定发展阶段，据艾媒咨询 7月底发布
的共享出行报告，2020年我国共享单车
用户已达 2.53亿。因为在短途出行方
面的便利性优势，未来，随着碳中和、健
康出行等倡议以及用户逐渐适应市场，
包括共享单车在内的自行车领域用户
规模仍将有大幅跃升空间。

□ 左 鲤

伴随着新消费赛道的膨胀式发展，在传统酒行业的降度转型中迎来了一
阵“她力量”。一时间，低度酒产业迎来了爆发式增长。据天猫淘宝平台
2021年第一季度数据显示，2449家酒类品牌销售额增速100%及以上，其中低
度酒品牌多达1415家。根据中研研究院发布的《2020低度酒行业市场前景
及现状分析》报告显示，近两年中国低度酒市场的消费金额增速在50%以
上。

近年来，果酒行业在生产端和销售端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随着
市场需求的不断增大，青梅酒、蓝莓酒、桂花酒、荔枝酒等果酒品类加速扩张，
酒业资深“实力派”和“新势力”纷纷入局果酒赛道，推动果酒品质化、品牌化
和标准化进程持续深化，进一步扩大了果酒行业的市场宽度和价值高度。

女性作为酒类消费的新力量正在崛起，新奇尝鲜、悦己小酌、精致品鉴等
因素主导着饮酒新消费。研究发现，女性消费者更为香甜口感所倾心，带动
了一大批低度酒初创品牌纷纷抢占“她赛道”。贝瑞甜心MissBerry推出瞄准
年轻女性群体的“小甜酒”、十七光年把米酒与鲜果结合、醉鹅娘推出“卖萌”
的小狮子IP果酒。

但笔者认为，虽然女性酒饮市场渐成“风口”，但是各路商家只是一味的
追求降度、适口，只会造成同质化产品泛滥。让女性爱上“微醺”，应在产品设
计中，体现出对女性消费者的关爱与贴心。

其一，应加入更多功能性“内核”，给女性消费者更多贴心感。据相关数
据显示，90后年轻一代女性对酒消费展现出极大的热情，精致妈妈、资深中
产和新锐白领消费规模位居三甲，且保持着稳定的增长态势，成为女性酒消
费主力人群。

笔者建议，品牌在做足降度和适口的前提下，融入更多“贴心”内核，突出
酒类功能性，满足女性消费者更多深层次的消费诉求。可将传统酒的药用功
能与中国传统养生理念结合，研发更具功能性的产品，如“姨妈酒”“失眠酒”

“防脱酒”等，药食同源的新中式健康理念，让饮酒与养生结合，打造独特的
“醉美红颜”。

其二，以降度作为媒介，打造新型社交场景。“没酒量，酒瘾大”已经成为
这届酒友的新标签。女性消费者将低度酒视为一种解压美食，更是一种新型
的社交货币。但如何打造出女性“最中意”的低度酒，其产品的社交场景化表达也不容忽
视。酒饮品牌可以针对女性这一特殊消费群体，打造“闺蜜酒”“妈妈酒”“女神酒”等，一
系列受众针对性强的酒饮产品。满足她们日常聚会交际、谈天放松的多种酒饮场景需
求。

其三，在包装上增加创意附加值。女性消费者爱美、爱生活、爱家庭，所以她们对于
产品精致化诉求也更多。笔者发现，目前市场上一些针对女性酒饮的产品，大多数是在
降低度数、清甜口味、粉嫩包装层面向女性靠拢，却忽视了产品包装为女性消费带来的促
进作用。

笔者建议酒饮品牌在酒类包装上挖掘新的产品价值。例如，可以成为笔筒的包装
盒，可以插花的酒瓶，可以当做杂物盒的易拉罐，让女性消费者既可以享受杯中的美酒，
又赋予酒饮包装更多妆点生活的作用。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今年 6月，
我国网民规模达 10.11亿。其中，50岁
及以上网民占比为 28%，较 2020 年 6
月增长 5.2个百分点。

“银发族”上网难一直是社会关注
的热点。今年 1 月，工信部开展了互
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
动。目前进展如何？就此话题，记者
采访了专家和有关部门负责人。

首批改造年底完成

9月 1日，铁路 12306网站宣布，网
站的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相关功能正
式上线运行，支持读屏软件获取网页
完整信息，支持放大缩小调整配色、语
音识读等功能，优化了登录验证码。
同时，12306手机APP也在改造中。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工信部已督促
首批参与适老化的 115家网站和 43家
APP 迅速开始改造，预计到今年底将
全部按照要求完成改造及评测。

今年 4月，工信部公布了《互联网
网站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和《移动互
联网应用（APP）适老化通用设计规
范》，对网站和 APP 改造提出字体大
小、颜色用途等数十项具体技术要求，
并特别要求完成改造后的网站和手机
APP 适老版、无障碍版不得设有广告
插件，付款类操作不得设有任何诱导
式按键。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部分政府官
网已经实现语音朗读、语音导航等多
种辅助功能，帮助老年人实现无障碍
浏览网站服务。部分新闻类APP实现

了全版大字体、大图标、大按钮。部分
购物类APP开发上线老年人专属服务
界面，进一步简化搜索程序。

工信部组织电信企业在线下举办
手机课堂等 1.3万余场活动，组织互联
网企业带着手机等智能终端走进老年
社区、老年大学，为老年人提供常用
APP 应用辅导，“手把手”教老年人使
用智能技术。

多措并举帮助老年人

61岁的彭巧玲去年以来一直在浙
江宁波帮忙带孙子。“我在这没什么朋
友，没事的时候喜欢用手机看一些育
儿、做菜视频，现在也在学习拍视频分
享。”彭巧玲说。

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
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翟振武认
为，不少中老年人在数字产品使用、网
络安全认知上存在困难。企业应该以
老年人“会用”“好用”“有用”为目标，
打造老年友好型产品。

据抖音老年友好项目负责人张笛
介绍，抖音上线了长辈模式，即大字简
明模式，解决老年用户看不清、不会用
的问题，并逐步升级时间提醒和管理
功能。同时强化了涉老内容审核标
准、提升了潜在风险私信预警响应等
级、严厉打击违法广告，努力为老年用
户打造安全的内容环境。截至今年 4
月，抖音 60岁以上创作者累计创作超
过 6亿条视频，累计获赞超 400亿次。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
心与抖音日前联合发布的《中老年人
短视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表明，在遇
到数字困难时，超过一半中老年人首

选的求助对象是自己的子女，年轻一
代应该成为帮助家庭中老年人解决数
字困难的主力人群。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
院执行院长盘和林表示，和线下终端
不同，线上 APP 对于很多老年人并非
刚性需求，部分老年人不会主动去接
触和学习智能手机上的功能，年轻人
要主动指导和帮助老年人使用APP。

一些适老化改造也考虑到了这
点。比如，有的手机上线了“远程协
助”模式，月平均活跃用户量近 2万人
次。子女可通过远程操作老年人手机
界面，直接帮助父母打车、线上挂号，
以解父母燃眉之急。

适老改造应融入设计

目前，互联网应用适老化改造还
有哪些问题？众诚智库高级咨询师王
立萍认为，主要问题是部分企业参与
程度较低，产品设计缺乏老龄视角；适
老化的产品供应不足，操作流程略显
复杂；适老化的产品功能略显单一，适
老化的产品宣传不足等。

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坦言，当前，专门针对适老化产品及
服务的标准较少，产品服务质量有待
提升。

同时，老年人个体需求不同，适老
化改造难以面面俱到。对此，盘和林
表示，要适当做一些常态化的老年人
针对性推介，介绍APP的功能，提高普
及度。同时，保留刚性业务的线下办
理方式。

据介绍，为了鼓励相关企业参与
适老化改造及信息无障碍建设的积极

性，对于适老化改造优化落实到位、
通过评测的网站和手机 APP，工信部
将授予其信息无障碍标识。同时引导
各大应用商店、各大应用市场设立无
障碍应用下载专区，将取得信息无障
碍标识的 APP 统一纳入专区，方便老
年人等特殊人群搜索、下载、使用，也
方便各个应用的开发者结合实际情况
进一步优化、提升应用的适老化水
平。

（经 报）

价格水涨船高、产品质量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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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领域已进入稳定发展阶段
上半年自行车企业新增注册14.6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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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2022年《故宫日历》以焕然
一新的封面设计、色彩搭配和开本大小亮
相。从形式上，2022年《故宫日历》封面图
片采自故宫藏品“清代红色纱绣云纹飞虎

旗”，“故宫日历”四字仍然为碑拓集字，背
景“虎”字为魏碑集字，韵味萦绕。在以传
统图案和字体充分吸引观者目光的同时，
色彩搭配也是在时尚中散发着国潮的味

道。内容编排上，2022年《故宫日历》以
“吉虎迎新岁，山河庆升平”为主题，全书
选取故宫馆藏的表现虎与武备、骑射、运
动相关的文物藏品，从不同角度呈现了
365件不同朝代、不同类型、不同材质的珍
贵文物。

同时，新版《故宫日历》还有一个特
色是与科技手段相结合，故宫出版社总
编辑宋小军表示，今年把AR技术运用
到日历中，让日历中的文物“活起来”：古
画动起来，文物“带”回家……扫描书中
带有AR标识的二维码，读者即可体验
增强现实技术给文物藏品带来的全新视
觉感受。

截止目前，《故宫日历》连续出版 12
年，畅销达400万册，由于日益扩大的社会
影响和其独特的故宫“红砖头”的形象，被
很多读者誉为“中国最美日历”。12年来，
故宫日历共收录四千三百余件文物，通过
日历这一载体，成规模地展示了故宫文物
藏品，既是对《故宫日历》经典的传承，也
是对故宫所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创新性传播。 （综 合）

国潮风国潮风、、高科技高科技…………

20222022年年《《故宫日历故宫日历》》全新亮全新亮相相

法院公告栏
史春华：本院受理周建中、沈长旺、潘信孝诉
沙淘金、你合伙协议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0）苏0903民初6054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高新区法
庭（原潘黄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届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孙立功：本院受理孙宏盛诉你抚养费纠纷一
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及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
于期限界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
30分在本院高新区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特此公告。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马永兰、薛景生、马俊红、薛景文：本院受理
原告王春红与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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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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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津宇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周勇翔：本院
受理原告商丘百鼎金属制品商贸有限公司
与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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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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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星宇：本院受理原告钟原诉你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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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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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射洪市官升镇青果街 35号李明：本
院受理四川射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川 0981 民初 1800 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你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
还原告借款本金 50000 元及利息。自公告
送达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经开区法庭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
告。

四川省射洪市人民法院
乔文强：本院受理原告张荣安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依法判令被告偿还欠款 53080 元赔偿
经济损失,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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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新政、程书歌、谢海巍、王兰兰、陈志新、陈
道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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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遇法定
假日顺延）上午9时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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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永建：本院受理原告李睿泓与被告李永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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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
书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于2021年12
月 10日 9时 0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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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安天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淮安
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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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
席判决。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
谷磊：本院受理原告尚爱席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苏 0812 民初 2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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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滔：本院受理原告刘兆群诉你及刘燕、杨
春龙、谢素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 0812
民初18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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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安市投资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于杰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
0812民初 21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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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文军：本院受理原告张桂凤诉你变更抚养
关系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苏 0812民初 40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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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光金：本院受理原告谢洁会诉你及王鹏程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0812民初64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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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成：本院已依法受理原告德江县闽达钢材
经营部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因无法
向你直接或邮寄送达原告的起诉状副本及
本院的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相关诉讼文
书，现依法向你送达前述相关材料。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日视为送达。答辩期和举证
期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本
院定于 2021 年 12 月 8 日上午 9 时 0 分在本
院高清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
院将缺席审理。特此公告。

贵州省德江县人民法院
周勇：本院已依法受理原告党进梅诉你及旷
光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因无法向你直
接或邮寄送达原告的起诉状副本及本院的
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相关诉讼文书，现
依法向你送达前述相关材料。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日视为送达。答辩期和举证期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本院定
于 2021年 12月 9日下午 15时 0分在本院高
清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
缺席审理。特此公告。

贵州省德江县人民法院
罗小平：本院受理原告张燕红诉你离婚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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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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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彦君、王维军、周文海、李志富：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阿荣旗支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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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7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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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并定于2021年11月23日9点30分在本院向
阳峪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审理和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王维军、刘彦君、周文海、李志富：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阿荣旗支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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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8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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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并定于 2021年 11月 23日 10点 30分在本院
向阳峪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理和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拍 卖 公 告

河南省通许县人民法院将于 2021年 10月 7
日 10时至 2021年 10月 8日 10时止（延时除
外）在通许县人民法院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上，对苗彦霞名下位于通许县文教路中段
西侧房产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活动。

河南省通许县人民法院
拍 卖 公 告

受委托，2021 年 9 月 15 日 10 时在中拍平台
拍卖育才村底层农贸集市和超市、二层家宴
中心用房伍年期租赁权。自公告之日起至
拍卖日前展示。有意者于拍卖会前到本公
司或中拍平台办理报名手续。具体建筑面
积、起拍价、竞买保证金等信息详见竞买资
料。电话：0573—82085975。

嘉兴市物资拍卖有限公司
拍 卖 公 告

河南省尉氏县人民法院将于 2021年 10月 8
日 10时至 2021年 10月 9日 10时止（延时的
除外）在尉氏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
络平台上公开拍卖河南省开封市尉氏县文
化路 202 号房产及土地使用权。详情请参
看尉氏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发布的相关调查资料。网址：http://sf.
taobao.com/0378/07。

河南省尉氏县人民法院
王润方：本院受理原告杨仕近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中，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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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
监督卡、诉讼须知、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
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举证期
限未公告期满后的20日内。本案于2021年
12月 6日上午 9点 30分在阆中市人民法院
千佛人民法庭开庭审理。届时未到，本院将
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
吴英：本院受理原告王建国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中，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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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
督卡、诉讼须知、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
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
未公告期满后的20日内。本案于2021年12
月 6 日上午 9 点 30 分在阆中市人民法院千
佛人民法庭开庭审理。届时未到，本院将依
法缺席审理判决。

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