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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无人机产业重点企业翼天航
空技术有限公司莅临江苏泗洪实地考
察，就落户泗洪、共同发展无人机产业达
成初步合作意向。这只是科技镇长团泗
洪团日常工作的一个缩影。

第十三批科技镇长团泗洪团自2020
年8月成立以来，聚焦科技、人才两个关
键支点，依托“1+11”政产学研校地合作
新模式，项目化、一体化推进各项目标任
务，全力助推县域高质量发展。

1+11：校地合作新模式

近年来，泗洪经济增长较快，产业转
型集聚发展势头迅猛，企业技术需求多，
但合作基础薄弱，“找不到人”“找不准
人”“请不来人”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困扰
着不少泗洪企业。为此，科技镇长团泗
洪团探索建立“县政府—高校、县科技局
—高校科技处、企业—高校专家”三位一
体的“金字塔型”的政产学研合作新模
式。在科技镇长团泗洪团的努力下，南
京邮电大学、南京林业大学、扬州大学等

11所高校分别与泗洪县人民政府签订了
《共建江淮生态经济区（泗洪）科技综合
体及产业园合作协议》。

如今，企业遇到技术难题，通过泗洪
县相关部门向合作高校科技部门发函，
精准推送企业需求信息，商请推荐专家
团队已成为常态化工作，实现技术“供给
侧”和“需求侧”的精准对接，彻底解决了
产学研对接不精准、合作效率低的难题。

提档升级：特色产业带民富

在宿迁楠景水产食品有限公司的生
产车间内，新改造的2条生产线正在紧张
生产，莲藕酱、青虾酱等市场热销产品不
断从生产线上一瓶瓶生产出来。

“我们以前主要销售速食龙虾、螃蟹
等产品，也会销售一些莲藕、银虾之类的
基础农产品，利润很低。”公司负责人袁
潮说道，“在科技镇长团的帮助下，我们
引进先进技术，升级改造了生产线，把传
统的银虾、莲藕等初级农产品生产转型
升级成精加工调味酱、莲藕酱、青虾酱等

热销产品，利润一下子比之前提高了10
倍，带动增加了20多人就近就业。”

泗洪县科技镇长团采取“请进来”和
“走出去”的方式，多次组织乡镇种植大
户、农业企业老板外出观摩学习，邀请省
内外高校专家来洪考察指导，有效促成
传统产业提档升级，为农业特色产业转
型升级、助力全面乡村振兴贡献人才科
技力量。

产业培育：区域发展开“良方”

“去年，我们公司在技术改造中遇到
了人才和技术瓶颈。”泗洪汽车及零部件
产业重点企业、江苏宝时达动力负责人
常保国话锋一转，“通过科技镇长团引
荐，公司和吉林大学韩永强教授成功携
手，达成合作协议，共同研发模块化动力
电池全工况温度窗口调控系统，为企业
转型升级奠定了技术基础，帮助企业逐
步打开了高端市场的广阔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泗洪新材料产业链
领军企业、江苏海明斯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成功引进了墨西哥科学院院士、武
汉理工大学院长宋少先团队，双方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开展蒙脱石在油性
材料中的应用研究，建立“功能皂石粘土
矿物材料技术研究”联合实验室，并同步
申报江苏省重大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这
项研究成果将进一步打破国外垄断，提
升该公司在功能皂石行业的领先地位。”
第十三批科技镇长团泗洪团团长魏锡源
说。

通过科技镇长团的努力，泗洪县还
招引了武汉理工大学首席教授张甜、西
安谢赫特曼诺奖新材料研究院院长徐春
杰教授、西安交通大学高端装备研究院
张小辉教授等一批行业内高层次领军专
家团队。

一年来，来自省内外的 8名科技镇
长团团员为泗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
献力量，先后帮助泗洪县申报入选省“双
创计划”4人、获批科技副总70人，帮助
泗洪本地企业设立研究生工作站10家、
申报高新技术企业31家。（许哲 瞿欢）

本报讯（□ 马 飞 记者 陈思羽）近
日，江苏镇江纪委派驻市人大、政协机关
纪检组组长殷国平，句容市委常委、市委
宣传部部长查兆娣等一行，对句容农商银
行2018-2020年度“文明行业”创建工作
开展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

在现场检查中，检查组分别检查了总
行办公大楼、营业大厅等区域，了解了句
容农商银行在内外环境布置、文化氛围渲
染以及志愿服务活动等方面的特色和亮
点，对句容农商银行打造的新环境、新氛
围、新气象给与了充分肯定。

近年来，句容农商银行紧紧围绕服务
“三农”的初心使命，凝聚“文明行业”创建
工作合力，在护航“三农”“小微”发展，助力
本地社会经济发展上有力发挥了自身优
势，在文明风尚、移风易俗、社会责任、诚信
体系建设中所取得的一系列工作成效，为
促进文明社会发展贡献更多的农商力量。

下一步，该行将持之以恒地围绕“文
明行业”服务标准，一如既往地做好民生
金融、普惠金融、科技金融等各项工作，全
力打造百姓信赖、群众满意、社会认可的

“有责任、有情怀、有温度的百姓银行”。

为进一步弘扬无私奉献精神，
以实际行动践行“学党史、悟思想、
办实事、开新局”的总要求，充分彰
显抗疫决心和展现责任与担当，近
期，江苏江南农商银行组织开展无
偿献血活动，全行党员群众积极响

应，整个献血活动持续 3个小时，共
有150名员工成功献血，共完成献血
量45400毫升。

今年以来，新冠疫情再次肆虐
大地，面对疫情期间临床用血紧张、
街头献血募集量巨减等状况，该行
员工守望相助、争相献血、共击疫
情，在扎实做好抗疫防护工作的同
时，在全行掀起了无偿献血的高潮。

当天上午，该行 3楼会议室，一
张张殷红的献血证彰显着江南人的
无畏精神。医护人员为员工验血、

抽血和讲解献血的意义；员工们在
做好防护的同时，将一袋袋鲜血捐
给血站，去挽救他人生命。献血队
伍中既有党员干部，也有普通员工；
既有常年坚持献血的熟悉面孔，也
有初次参加献血的新人。大伙儿纷

纷表示，无偿献血是每个人力所能
及的公益，虽然不能像医护人员一
样战“疫”在最前线，但能通过无偿
献血等实际行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
事情，也是非常光荣而自豪的。

汩汩采出的热血充分见证了该
行广大员工奉献社会的赤诚之心、
乐于助人的崇高品德和热心公益的
良好形象。常州市红十字血站中心
也向该行表示特别感谢，对该行为
健康常州做出的突出贡献给予充分
肯定。 （毛玉艳 马英俊）

本报讯（□ 陈志赟 记者 陈思羽）近
年来，江苏镇江农商银行结合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现状，积极探索、加强引导，大力推动市
辖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

该行积极推动“党建共建”，助力信用体
系建设，将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与“党建引领
金融惠民”零售转型相结合，在网格化走访
中发放《金融知识手册》，向农户、个体工商
户讲解金融知识，提升信用意识；充分利用
点多面广的优势，利用网点LED显示屏、标
语、海报等加大对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宣传
和引导力度，使广大农户充分认识到信用保
护的重要意义。截至7月末，共走访农户、商
户、企业10万余户,发放《金融知识手册》5万
余份，张贴征信宣传标语2000余条。

为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切实提高
农村经济主体的信贷可获得性，该行全
力贯彻落实“金穗行动”工作部署，高度
重视整村授信，积极开展“信用户”“信用
村”评选工作。制定《镇江农商银行整村

授信三年规划暨 2021年度工作方案》，通
过基础数据采集、大数据分析、授信模型
构建、批量给予农户授信额度等方法，力
争用三年时间实现农村授信全覆盖。截
至 7 月末，该行按照“金穗行动”工作要
求，完成了 1088 户“信用户”、6 个“信用
村”的评定工作；在丹徒区 78个行政村完
成整村授信评议工作，占应开展整村授
信行政村总数的 96%，评议农户 6.98 万
户，授信 4.94万户，授信金额 54.64亿元。

该行从环境管理、人员管理、服务管理
及营销管理四个方面持续优化35个网点布
局，进一步完善功能区划分，改进厅堂服务，
提升客户体验；设立 179个金融便民服务
点，打造“小苏大爱”品牌，推动开展“支付服
务点、综合服务点、智能服务点”的“一行一
品”建设工作，有效提升农村金融服务的覆
盖度、易得性和满意度，实现农村普惠金融
服务由“最后一公里”向“最后一百米”迈
进。

本报讯（□ 陆 飞 记者 汪宏胜）水
是生命之源，地属江南水乡的巴城更是
以水为美、傍水而生，但电鱼、擅自垂钓
等违法现象时有发生，严重破坏湖泊水
域的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自“三整合”
改革以来，江苏省昆山市巴城镇综合行
政执法局承接城管、农业农村等领域集
中下放的行政处罚权以来，将保护淡水
湖泊的生态平衡与环境风貌视作自己的
使命与担当，力争尽展江南水乡的无限
好风光。

抓小抓细，小微执法保护河岸环
境。巴城镇将辖区范围内阳澄湖、傀儡
湖、鳗鲤湖、雉城湖等湖泊列为重点保护
水域，湖泊周边竖立“重点保护水域禁止
垂钓”的标志，但湖泊周边时常存在无视
标示牌擅自垂钓、随意丢弃鱼食袋和鱼
线等垃圾、随地便溺等违法现象，不仅严
重污染湖泊周边环境，还破坏湖泊的生
态平衡。为了长效治理这一违法现象，
根据不同的季节、节假日，调整巡查整治
力度，采用小微执法快速查处模式，做到
从源头治理，坚决严惩破坏和污染湖泊
生态环境的违法者。截至目前，巴城镇
综合行政执法局已立案查处因擅自垂钓
时随地吐痰、便溺、乱倒污水、乱扔口香
糖等废弃物案件约637起。

日夜巡查，专项整治保护渔业资
源。为全面贯彻落实长江流域“十年禁
渔”有关工作精神，保护辖区范围内湖泊
渔业资源，该镇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
员积极参加市级部门举办长江流域“十
年禁渔”渔业行政执法专题培训，系统地

学习禁捕相关政策和渔业行政执法方面
的法律法规，不断提升执法人员自身的
渔业行政执法办案能力。针对使用电鱼
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的违法
现象，成立专门的行政执法小组，多措并
举，通过加强日夜巡查与专项整治相结
合的方式，查处了一批违法使用电鱼等
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的行为，
取得了一定成效。2021年以来，集中开
展非法捕捞整治等专项行动21次，查处
非法捕捞行为32次，收缴“电毒炸”等非
法捕捞工具 8套，立案查处 5起，处罚金
额2000元，另移交至昆山市农业农村局
10起。

多措并举，做好宣传提升保护意
识。治标需治本，只有提升广大人民群
众自觉保护湖泊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的
法律意识，才能更好地保护巴城江南水
乡的原有风貌。该镇综合行政执法局联
合农村工作局、属地村（社区）等部门开
展各项宣传活动，以挨家挨户走访、组织
观看主题宣传片、发放相应告知书等形
式，向广大渔民宣传长江流域“十年禁
渔”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让禁止违法捕
捞的法律意识深入人心，深入践行行政
执法“教育与惩罚”相结合的原则，强化
人民群众自觉保护家乡水环境的法律意
识。

巴城镇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接下来，将以长江流域“十年禁渔”
为契机，强化综合执法队伍农业农村领
域行政执法能力，护巴城湖泊一片宁静，
尽展“五湖环连”的靓丽风光。

江苏泗洪：科技镇长团释放“智”能助发展

镇江农商银行多措并举助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

江南农商银行：“热血”抗疫 聚力同心

昆山巴城镇重拳出击 严惩水乡特色风貌破坏者

句容农商银行高标准做好“文明行业”迎检工作

法院公告栏
方和清：本院受理原告谭君诉你追索劳动报
酬纠纷一案，因你无法联系，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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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红：本院受理原告齐国军与被告王红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辽 1381 民初 2486 号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
达，答辩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2021年11月29日10时在本院第
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辽宁省北票市人民法院
郭凤香、许迎剑：本院受理原告北票市浩源
商场业主委员会与被告北票市昊源商城经
营有限公司、郭凤香、许迎剑物业服务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参加诉
讼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限你二人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
领取，逾期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公告发布
满 90 日未到本院应诉，本院将依法缺席审
理。 辽宁省北票市人民法院
贺明：本院受理原告韩永华与被告贺明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
和 30 日内。公告发布满 90 日未到本院应
诉，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辽宁省北票市人民法院
李永存、路学珍：本院受理原告杨铁均与被
告李永存、路学珍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限你二人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答辩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
内。公告发布满 90 日未到本院应诉，本院
将依法缺席审理。

辽宁省北票市人民法院
郭世金：本院受理原告何帆诉你及陈明贵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黔 0626 民初 759 号民事上诉
状，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事
审判庭 413办公室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 贵州省德江县人民法院
田小龙：本院受理原告田七兰、申青、申红诉
你占有物返还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 0626 民初 656 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民事审判庭 413办公室领取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

贵州省德江县人民法院
熊志国：本院受理原告王朝英诉你离婚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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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下午 14时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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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小浆：本院受理申请人石光琴、石光莲（法
定代理人石成贵）申请宣告彭小浆失踪一
案，经查，被申请人彭小浆，女，生于 1984年
12月 10日，户籍地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
征搭山街道东风路散居 28 号，公民身份号
码 520203198412100066，于 2010年 5月起下
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彭小浆本人
或知道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
系，公告期为三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
裁判。

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
刘邦武：本院受理申请人刘定彬申请宣告刘
邦武失踪一案，经查，被申请人刘邦武，男，
生于 1944年 3月 5日，户籍地四川省安岳县
兴 隆 镇 七 角 村 6 组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511023194403056652，于 2003年 2月起下落
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刘邦武本人或
知道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为三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
判。特此公告。

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
邱靖：本院对原告郭胜与被告邱靖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1）川2021民初28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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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
告。

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
郭风喜、郭艳红：本院受理（2021）内 0783民
初3195号原告裴利明诉被告郭艳红、郭风喜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郭风喜、郭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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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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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李运洪：原告德江县湘跃五金机电经营
部、郑前飞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
0626民初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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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铜
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德江县人民法院
漯河市特驰车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11100068907610Y）及法定代表人
杨同：本院受理原告漯河市农村发展投资有
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须
知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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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新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
邱小双：本院受理原告陈丹丽与你合伙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豫
1424民初 400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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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柘城县人民法院
胡文信：本院受理原告王刚与胡文信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内
0721民初 228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日内来本院三岔河法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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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或呼伦
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呼伦贝尔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李承武、李承伟：本院受理原告付金有诉你
们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陕 0102
民初 39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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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渊霖：本院受理原告薛中军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21）陕 0102 民初 5514 号民事判决
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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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陈首惠：本院受理(2021)黔2731民初2948号
原告罗美芬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上
午 10时(如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审理
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惠水县人民法院
刘爱强、王银英：本院受理原告海南中和农
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你二人及刘海涛小
额贷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公告向你二人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间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九时在本院第二
审判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依法缺席审理。

河北省广平县人民法院
宋爱芳、宋长海：本院受理原告广平县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二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公告向你二人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和举证期间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节假
日顺延）上午九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审
理此案，逾期依法缺席审理。

河北省广平县人民法院
李春景:本院受理原告许昌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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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8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
驻马店市鑫城亿源实业有限公司、李鹏飞、
张莹莹:本院受理原告谢洪文诉你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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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8时 30分(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
刘群山:本院受理原告马美荣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作出的(2021)豫 1702 民初 5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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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做出的(2021)豫 1702 民初 5995 号民事判
决书，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驻马店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
王文娟:本院受理迟恒诉你离婚后财产纠纷
一案，现依法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起 60 日视为送
达。答辩及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九时（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头沟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河北省承德县人民法院
刘山峰：本院受理的原告杨猛诉你不当得利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及
举证责任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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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
届满后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 9
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特此公告。

河南省郸城县人民法院
路俊红，刘章佩，刘龙龙，郭保国：本院受理
原告刘春平诉你们及郭俊保，魏县魏城镇人
民政府，魏县魏州街道办事处确认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2020）冀0434民初230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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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魏县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