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

专版

2021.9.7

CONSUMPTION DAILY

以创新为引擎 以科研为驱动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全面开启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是企业立命之本。

2019 年 12 月，完美生命健康科技研究院正式落

机会的理念不变，在中国投资、长远发展的理念

司等，联合多个科研院校和行业协会组织，聚焦

不变，
践行企业责任，
护航健康中国。

成——在 15000 平方米的院区，百余名科研人员

“科技创新”
“ 成果转化”
“ 项目孵化”三大目标路

绿色发展，共建绿水青山。完美公司坚持践

为健康中国不断贡献“完美智慧”。作为公司最

径和研究方向，建立创新平台、联合实验室及产

行绿色理念，将环保理念融入企业发展战略，走

核心、最前沿的研发智慧中心，完美生命健康科

业投资基金。围绕大健康产业规划，先后与中国

出一条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有机融合

技研究院发挥平台、人才、项目优势，通过“科技

中医科学院、中山大学、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

的绿色发展道路。加强绿色管理，承诺关爱环

创新”
“成果转化”
“项目孵化”布局科技前沿技术

院、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美国罗格斯大学等

保、绿色空间、预防污染、清洁生产。落实绿色生

领域、科研成果转化、科研项目商业化，为创新产

开展项目合作研发，推动产学研一体化发展，共

产，通过建立绿色原料基地，打造绿色生态圈，通

促大健康产业发展。广泛参与业内交流，在“世

过节电、节能、废水循环利用、绿色包装、绿色仓

界大健康博览会”
“创业中华·
‘十四五’中国发展

储等方式手段，打造绿色生产，开展绿色经营，实

元资金，不断深耕大健康产业，在肠道健康与皮

与华侨华人投资创业峰会”
“ 中国企业家博鳌论

现低碳发展。推进绿色运营，落实绿色办公，积

肤微生态领域持续发力，致力用科学技术为人类

坛”等行业峰会上，发出“完美声音”，为健康中国

极开展各类环保公益活动，增强员工保护生态、

提供健康与美丽的卓越服务。

建设添砖加瓦。

节俭节能、低碳生活的意识和能力，为美丽中国

业链提供源源不断的传动力。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完美公司累计在科研方面投入超过 10 亿

完美华南基地

市建设。依托旗下生命健康科技研究院、科技公

“至真至诚，完美服务”，完美公司持续优化

延展合作触角，携手伙伴创业同行。完善伙

客户体验，为消费者制定专属服务、创造价值，通

伴管理体系，逐步建立起覆盖总公司、分公司、服

四海同心，凝聚民族发展合力。2020 年完美

过愉悦的消费体验引导健康消费理念的广泛建

务中心等各层级的系列管控制度，保障市场销售

公司积极投入抗击新冠疫情阻击战，向湖北武汉

立。完美公司积极响应“数字中国”号召，依托

工作有据可循、有章可依，邀请伙伴共同参与公

“互联网+”融合发展，通过数字化转型升级，建立

司或监管部门组织的自律规范活动，促进市场良

电子商务平台“油葱商城”，打造智慧健康生活服

性发展。加强伙伴培训，把对创业伙伴的培训作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几何中心——广东省中

务平台，将智能便捷的产品服务送达百姓“指

为一项系统工程，搭建起一套包括前期培训、考

志，一直以来，国家高度重视人民健康问题，召开

山市，坐落着完美华南基地。这片高效、稳健的

尖”。与人民网、新华网、南方日报等媒体合作的

试认证以及后期学习提升的直销管理员系统，组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

智能化制造生产基地，蕴藏的是完美公司高质量

线上科普视频，为百姓提供了触手可得的科学家

织创业伙伴开展业务研讨会，助力创业伙伴发

作方针，印发《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发出

发展的硬实力。摩天仓储、智造机器人、黑科技

建设健康中国的号召，人民健康状况和基本医疗

精密仪器、智控中心等智能设备，在智能化管理

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持续改善。

庭健康引导。在 2020 年 12 月举行的“2020 完美

展。

建设贡献力量。

等疫情严重地区紧急捐款 500 万元，支援武汉抗

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为吉林、陕西、新疆等

抗疫一线捐赠物资、充实防疫力量。截至 2021
年 8 月，完美公司为支援疫情防控工作捐款捐物
共计逾 2200 万元人民币。2020 年，我国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决战脱贫攻坚
取得决定性胜利。多年来，完美公司深入践行精

生命健康高峰论坛”上，
“ 完美家庭健康促进计

广聚时代英才，不断汲取创新动力。坚持以

的“最强大脑”指挥下，将人机交互展现得淋漓尽

划”正式启动，完美公司以全方位、广参与、常态

人为本，始终把员工作为企业最大的财富，尊重

万农民脱贫致富；开展教育扶贫，通过希望工程、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作为一家从事大健康

致。作为驱动公司制造升级的强大后盾，这座

化的行动深度参与社区、家庭健康管理，生动有

和保护员工基本权益，关注员工成长，激发员工

希望乡村教师计划、授渔计划、校园安全包等公

科技产业的外资企业，完美（中国）有限公司（以

“未来工厂”为生产健康产品、打造健康生活，创

趣的健康科普、卫生宣讲充分展现出企业的主体

主人翁精神，实现个人与企业的双向成长。为员

益项目，助力中国教育事业发展；关注健康领域

优势。

工提供管理和技术“双轨”晋升通道，根据业务需

公益项目，捐建母亲水窖、搭建大病困难帮扶中

求建立培训管理制度，为员工搭建广阔成长舞

心，
走出了一条
“完美特色”
的扶贫之路。

下简称“完美公司”
）以创新为引擎、以科研为驱

造着无限可能。

动，以“二次创业”的新目标引领公司迈入高质量
发展新阶段，依托数字化转型战略，正在从“有”

拓展平台建设

的积累大步迈向企业核心竞争力、科技创新力

携手擘画大健康产业美好蓝图

“质”的飞跃。

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完美公司主动与
多方开展合作，从业务交流到平台共建，从汇聚

以打造健康产品为核心

台，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采取人性化关怀行

奋力争先不待晚，扬帆起航正当时。面对

动，制定多层次细致关怀措施，有针对性地解决

“健康中国”的时代使命，
“ 一带一路”
“ 中国制造

员工需求，真正将员工关爱落地、落实，不断提升
人才凝聚力。

时代英才到携手奋进前行，凝聚起推动中国大健

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康产业稳定发展的
“完美力量”。

科技创新是企业长远发展的核心动力。

共建健康平台，推动产学研一体化发展。完

准扶贫，通过产业扶贫，助力致富带头人带动千

2025”
“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发展机遇，完美公
司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和
技术变革，推动制造业产业模式和企业形态根本

强化企业责任为健康中国保驾护航

27 年前，马来西亚第三代华裔古润金与事业

性转变，以“鼎新”带动“革固”，以增量带动存量，
满怀信心开启高质量发展新征程。站在“十四

“2020 年是完美公司二次创业的开局之年，公司

美公司与政府、科研机构、高校、同行等广泛开展

伙伴怀揣着浓郁的思乡之情和报国之志，踏上祖

五”开局之年的历史节点，完美公司紧跟大健康

紧抓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更加积极主动地融

战略合作，共同推动健康产业前沿技术成果的孵

籍国土地，在伟人故里中山市创办了完美公司。

产业蓬勃发展态势，锚定发展方向，踏上全新征

入到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加大创新发展力度。”完

化与快速转化。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新机遇，

美公司董事长古润金表示。

完美生命健康科技研究院正式成立

将自身发展深度融入城市发展大局，推动健康城

27 年间，
公司始终坚持为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及
服务的理念不变，为完美创业伙伴提供事业发展

程，
必将迎来更加广阔前景。
（瑞杰）

法院公告栏
胡秋园：本院受理原告王少方与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冀 0505 民初 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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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河北省邢台市任泽区人民法院
王军：本院受理原告康晓芸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 1523 民初
3540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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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国良：本院受理原告王学莲诉你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1）豫 1602 民初 5783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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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于
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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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
王振武：本院受理原告北票市劳动就业局与
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因无法采取其他方
式、方法向你送达，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自公告起 60 日内来本院
马友营法庭领取上述文书，逾期视为送达。
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15 日和 30 日内。
公告发布满 90 日未到本院马友营法庭应
诉，
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辽宁省北票市人民法院
李嘉臣：原告深圳市阿拉金金融服务有限公
司诉被告李嘉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高楼法
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三河市人民法院
河南东方家园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申请执行人平顶山市新华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申请强制执行平新人社监察理决
字[2020]第 014 号《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
决定书》一案，现已审查终结。本院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豫 0402 行审 88 号《行政裁
定书》。裁定：准予强制执行平顶山市新华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平新人社监察理
决字[2020]第 014 号《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
理决定书》对河南东方家园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作出的行政处理支付刘鹏鹏等 66 人工人
工资共计 751448 元，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行政庭领取《行政裁定书》，逾期视为
送达。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高艳波：本院受理（2021）内 0783 民初 3061
号原告许成文诉被告高艳波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高艳波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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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和 30 日内。并
定于 2021 年 12 月 10 日上午 9 时 00 分(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成吉思汗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
刘清敏、董广维：本院受理（2021）内 0783 民
初 3152 号原告刘振生诉被告刘清敏、董广
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刘清敏、董
广维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本
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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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21 年 12 月
10 日上午 9 时 3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成
吉思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
白云刚：吴正必诉你离婚纠纷一案，本院于
2021 年 7 月 7 日立案，因你外出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 0628 民初 2418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告知审判人员通
知书、权利义务及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
票、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并定于 2021
年 12 月 2 日 15 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如你未按时到庭，本院将依法进行
缺席审理。特此公告。
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贵州三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贵州三诺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诉你及重庆三诺机电
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撤销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
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告知审判组织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
于 2021 年 12 月 14 日下午 15 时 0 分在德江
县人民法院高清 4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判。
贵州省德江县人民法院
重庆三诺机电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贵州三诺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诉你及贵州三诺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破产撤销权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
举
证通知书、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诉讼风险提
示书、
廉政监督卡、
告知审判组织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21 年 12
月14日下午15时0分在德江县人民法院高清
4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贵州省德江县人民法院
拍 卖 公 告
博爱县人民法院将于 2021 年 9 月 27 日 10 时
至 2021 年 9 月 28 日 10 时（延时的除外）在博
爱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公
开拍卖位于博爱县清化镇西关村西地、焦作
百瑞特车轮有限公司的机器设备（详见查封
财 产 清 单）联 系 人 ：王 法 官 。 联 系 电 话 ：
0391-2656467。备注：上述拍品若流拍，本
院将依据法律规定进行第二次拍卖或变
卖。了解该拍品的后续拍卖（变卖）时间及
详情，请登录博爱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
卖网络平台查看拍卖（变卖）公告。
河南省博爱县人民法院
王振军、张丽、王振龙、王振民、王鹏:本院受
理原告喀喇沁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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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福香：本院受理的原告叶正林诉你离婚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院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广
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人民法院
余树丽：本院受理的原告何飞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院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广安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人民法院
胡伟林：本院受理原告朱逢林诉你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2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
午 10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金牛人民
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胡国民：本院受理原告刘义华诉你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2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10 时（遇
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金牛人民法庭开庭审
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赵洋洋：本院受理原告杨消旭与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冀 0426 民初 1206 号民事判决书。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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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涉县人民法院
杨瑞芳：本院受理原告张晓科与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冀 0426 民初 1225 号民事判决书。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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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涉县人民法院
杨冰：本院受理原告龚煎越诉你“房屋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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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 民初 32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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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通江县人民法院
陈勇军：本院受理原告任贵松、彭正群与你
及全容“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川
1921 民初 443 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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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四川省通江县人民法院
熊辉俊：本院受理原告四川省农业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与被告熊辉俊“追偿权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川 1921 民初 1529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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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
告。
四川省通江县人民法院
余建勇、通江县华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屈昭顺与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1）川 1921 民初 2050 号民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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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通江县人民法院
隆成德：本院受理原告赵怀兵与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1）川 1921 民初 1722 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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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通江县人民法院
杨春红：本院受理原告王立运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
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等法律手续。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次日起十五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馆陶县人民法院
遗 失 声 明
张才邦，男，1957 年 4 月 3 日出生，住四川省
兴文县大河苗族乡三道河村四组，公民身份
号码 512534195704031215，因不慎将本人残
疾证（编号：N0.00551197，川军 N042332）遗
失，
特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