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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卢 岳

2021年的教育行业发生了许多变
化，双减政策下全国各地教育培训机构被
整治，进一步规范了市场、净化了行业，为
提高教育质量，实现教育均衡化提供了条
件。

企查查数据显示，全国范围内共现存
49.34万家教育培训相关企业。广东、江
苏和山东，分别以 10.1万家、4.7万家和
4.5 万家位列前三。从注册量上来看，
2019年相关企业注册量达7.4万家，同比
增长36%；2020年共新增8.1万家，同比增
长10%。今年1-8月共新增8.5万家。

艺术教培行业受家长热捧

本报记者看到，随着校外教培机构的

整治力度不断加大，多家教培机构被市场
监管总局顶格处罚。目前，对校外教培机
构的整治，绝大多数地区先是关停没有资
质的培训机构，对资质不符的培训机构进
行整顿。

几家欢喜几家愁，在学科类教培机
构的一片哀鸣中，兴趣、艺术教培市场却
风生水起，很多机构甚至迅速改名并切
入素质教育、艺术教育赛道，美术、舞蹈、
音乐受家长热捧。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
布的《2015—2020年中国少儿艺术培训
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
告》数据显示，目前我国2—12岁少儿超
过 2.2亿人，基数庞大，少儿教育面临前
所未有的发展空间。截至2016年，国内
少儿艺术培训市场规模已经超过400亿
元。随着家庭收入持续增长，参加各类

培训的少年儿童预计每年超过 1 亿人
次。2009年—2016年，少儿艺术培训行
业的市场规模复合增长率约为 12%，到
2023 年，市场规模将有望达到 1161 亿
元。然而千亿级市场的背后一些乱象也
随之暴露，市面上的广告也是五花八门、
眼花缭乱。

虚假宣传乱象横生

“双减政策让不少家长对素质教育
回归关注，我也给女儿选择了少儿芭
蕾。”消费者张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尽管少儿芭蕾费用相对偏高，但包括
自己在内的众多家长报名依旧踊跃。张
瑞告诉记者，相对于学科类教育市场明
显的头部效应，以线下授课为主要形式
的少儿芭蕾课程，在品牌选择上却需要
家长自己做功课。

“从位置距离，到课程和价格，除了
身边家长的介绍外，自己也在当下热门
的社交平台进行了筛选，其中一些考级
和考学优势十分有吸引力，”张瑞向记者
坦言，自己此前在抖音上看到一家名为

“喜朵芭蕾”的机构，运营主体是北京喜
朵芭蕾艺术传播有限公司，该机构最吸
引家长的是“北舞附中免初试”。“北舞附
中是想要走舞蹈出路孩子的理想学校，
如果选择的机构可以让孩子省去考学初
试自然是好事，但在报名前我电话咨询
了北舞附中，却得到‘学校从未授权任何
机构免初试，一律公平考试’的答复。”

随后，记者点击进入喜朵芭蕾相关
账号看到，该机构被描述为国家正规芭
蕾舞学校，但是天眼查资料显示，其隶属
的北京喜朵芭蕾艺术传播有限公司法定

代表人谢欢，该负责人同时担任北京悦
来喜朵文化艺术传播公司、北京圣代喜
朵艺术传播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应理性分析忌盲目相信

记者了解到，消费者张瑞遇到的机
构虚假宣传等问题，近年来并不少见。
值得注意的是，如今各地对课外辅导机
构加强整顿，提高准入门槛，严审授课内
容，对资质准入实行“白名单”制度。而
早在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
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8〕
80号）就已经明确，要依法依规对校外
培训机构进行审批登记、开展专项治理、
强化日常监管，切实规范校外培训秩序，
校外培训机构应依法依规开展培训业务
和相关活动。

根据校外培训机构管理办法，培训
机构不能等同于学校，在学习内容方面
培训机构是对于某一个方面的专业或课
程进行培训；而学校教育有计划对学生
的学习内容进行综合的培训。培训机构
不能发放学历和学位证书，而学校毕业
后会得到相应的学历和学位。在办学资
质上，学校的办学资质条件要求要严格
的多。

专业人士分析，少儿艺术市场仍是
一片蓝海，目前国内的机构众多，竞争激
烈，仍处于良币驱逐劣币的阶段，市场规
范有待进一步增强，良好的市场环境仍
需多方合力共建。家长在选择培训机构
时，对于培训机构的资质、教学体系、实
习力量、办学环境等全方位了解，切勿盲
目相信宣传广告等，要理性分析、求证和
判断。

□ 本报记者 卢 岳

近日，乘联会发布 8月汽车销量数
据，新能源乘用车零售销量达到 24.9万
辆，同比增长 167.5%。1-8月新能源车
零售147.9万辆，同比增长202.1%。8月
新能源车厂商批发渗透率 20.1%，已经
超过国务院办公厅去年发布的指向性目
标。新能源市场持续向好的趋势，与传
统乘用车市场呈现出了较大的反差。乘
联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新能源汽车已
从边缘化地位走向主销车型的核心地
位。新能源汽车正在成为消费者心目中
真正能够替代燃油车的出行选择，新能
源汽车的消费环境、产品使用生态在全
行业的努力下也正不断完善。

“本土化”成行业发展关键词
出现这种趋势，一是因为各项技术

逐渐成熟，电池安全、续航等核心方面都
得到了不错的提升；二是如今新能源车
的价格越来越贴近同级燃油车，让更多
消费者触手可及。特别是在高端新能源
车型市场，这一趋势尤其明显。以两年
前在华建厂的特斯拉为例，除上海超级
工厂的本土优势，特斯拉在提升能效、改
进生产工艺实现成本控制举措上也让国
产Model 3和Model Y的实现一次次价
格下调。

本报记者看到，特斯拉在中国先后
建造工厂及科技创新中心、研发中心，无
疑让“本土化”成为当前合资和豪华车企
在中国发展的关键词——供应链本土化
方面，如宝马与宁德时代合作；技术本土
化方面，通用中国前瞻技术科研中心聚
焦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方面的研
发；生产本土化方面，大众在天津、上海
安亭等地投产新能源车型零部件……这
些都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好的体验，形
成“体验本土化”的鲜明优势。

绿色出行生态兴盛
在整个行业的共同努力下，新能源车

正不断为消费市场带来惊喜。如今更多
车主不仅能在“蔚小理”的车型上获得地
道的使用体验，也能在特斯拉车型上听
QQ音乐、看Bilibili、玩欢乐斗地主、刷抖
音……甚至还能和车机用方言进行交
流。值得主义的是，在新能源汽车市场百
花齐放同时，绿色出行生态也随之兴盛。

“专员上门将车开去保养后清洗干
净送回车库，这是之前想都不敢想的。”
一位蔚来车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新能源车企让服务成为了“新势力”中的
常态。而一位业内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同样认为，新能源汽车相关服务正颠
覆着传统的 4S店模式，“记得特斯拉刚
进入中国那年，直营购车的模式就是当

时的新鲜事。没有经销商的层层营销，
全国统一售价让消费者不用货比三家，
试驾完直接在官网下单，省时省力还放
心。维修保养方面，修车前特斯拉会提
前登记好需要的零部件，提高效率和维
修质量标准，打破传统4S店临时问询的
不确定性。”该业内人士指出，在消费者
们的全新体验中，中国汽车行业的服务
革命也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记者注意到，随着近日特斯拉在北
京蟹岛建立的亚洲单体最大交付中心开
业，车主服务的新常态也将随之开启。在
特斯拉北区交付经理张明帅的“特斯拉服
务‘婚恋比喻’中”，将售后环节比喻成婚
后过日子阶段——难免有小磕小碰，但售
后团队会以多样的服务方式维护好车主
用车体验。”据悉，蟹岛特斯拉中心占地面
积约为1.2万平方米，实现室内同时交付
超过一百辆新车；采用的Delivery Vision
智能交付系统支持用户和车企即时查询
流程和各环节运营情况，提升交付效率。
此外，特斯拉通过配合400客服、虚拟服
务中心，实现问题在线解决率可以85%以
上、一次性修复率达97%，客户反馈满意
度保持在93%以上。

新能源车大有可为
业内人士指出，另一方面，随着产品

和服务带来的体验提升，中国新能源汽

车用户数量跃居世界第一，但建立可供
如此庞大的用户群体使用的充电基础设
施，还需要国家和行业的共同努力。记
者了解到，十四五“新基建”规划明确将
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纳入建设范围，中国
充电网络提速扩展。根据中国充电联盟
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7月，我国充电基
础 设 施 累 计 201.5 万 台 ，同 比 增 长
50.2%。而与之呼应的，是我国新能源
汽车销量连续三年超百万辆，连续六年
位居全球第一，充电设施基础建设仍需
高速推进。

记者看到，基于这一的背景需求下，
新能源车企们也各显神通纷纷推出“送
电”服务，还有蔚来坚持探索的换电模
式、特斯拉的光储充一体化超级充电站
等，都在加速中国充电网络“新基建”的
建设进程。值得注意的时，其中特斯拉
已经建设开通超920个超级充电站和超
1700个目的地充电站，覆盖国内达 330
多个城市。

相关专家指出，今年7月底，中共中
央政治局表示，要挖掘国内市场潜力，支
持新能源汽车加快发展。这无疑继“双
碳”目标提出后，又为中国新能源汽车产
业添上一把火。可以预见的是，在新能
源车行业水平与消费热情成正比后，新
能源车将真正成为市场的“大多数”。

近几年，随着爱国主义题材电影的口
碑攀升，国庆档正逐步壮大。随着国庆档
的如约而至，目前已有《长津湖》《我和我
的父辈》《铁道英雄》三部大制作影片，网
友称为“国庆档三巨头”。除此之外，还有
涉及青春题材和儿童亲子的动电影，为观
影者们提供了丰富选择。

我和我的父辈
上映时间：10月1日

《我和我的父辈》是继2019年《我和
我的祖国》、2020年《我和我的家乡》后的
第三部系列作品。该片由吴京、章子怡、
徐峥、沈腾导演，徐峥、宋佳、欧豪、陶虹、
贾冰、张雨绮等人共同参演。以革命、建

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为历史坐标，通过
“家与国”的视角描写几代父辈的奋斗经
历，讲述中国人的血脉相连和精神传承，
再现中国人努力拼搏的记忆。

长津湖
上映时间：9月30日

《长津湖》以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
役中的长津湖战役为背景，讲述了71年
前，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在极寒严
酷的环境下，东线作战部队凭着钢铁意志
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一路追击，奋勇杀
敌，扭转了战场态势，打出了军威国威。
该片制作班底较强，陈凯歌、徐克、林超贤
联合执导，吴京、易烊千玺饰演一对兄
弟。《长津湖》在服装道具、演职人员数量
上都创下新纪录，有各具风格的三位导演
加持，在战争场面和故事性上应该也值得
期待。

铁道英雄
上映时间：10月1日
本片根据发生在1935年-1945年间，

洪振海、王志胜、杜季伟、刘金山等“铁道
队”队员的真实事迹改编，讲述了抗日战
争时期，临城枣庄英勇的“铁道队”与敌人
斗智斗勇，殊死捍卫家园的故事。该片由
张涵予、范伟、魏晨、周也、俞灏明等主
演。铁道游击队的故事已被演绎过多个
版本，这个版本则是从“年轻的视角”，能
否演出新意至关重要。

五个扑水的少年
上映时间：9月30日
张伟（辛云来饰）是一个长相普通、成

绩中游的高二学生，是老师和妈妈眼中的
“差生”。面对多方打压，他也渐渐对自己
失去了信心，直到意外被任命为学校组建
的男子花样游泳队队长，他一点点被改
变……为了心中重燃的热血，少年们决定
一起迎接这场“男子花样游泳”的青春反
击战……

大耳朵图图之霸王龙在行动
上映时间：10月1日
顽皮可爱的霸王龙小分队成员图图、

刷子、大龙和二龙总在幼儿园搞一些让人

头疼的“恶作剧”，家长们总是为此感到焦
头烂额，而“面恶心善”的牛爷爷却成了霸
王龙小分队最害怕的人。随着与牛爷爷
的深入接触，霸王龙小分队了解到最棒的

“恶作剧”是让别人也开心，甚至感到幸
福，为此霸王龙小分队和牛爷爷来到了老
年之家，举行了一场精心策划的演出，由
此开启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霸王龙行动”。

皮皮鲁与鲁西西之罐头小人
上映时间：9月30日
皮皮鲁和鲁西西是一对双胞胎兄

妹，一个调皮贪玩，一个成绩优异。有一
天鲁西西在家里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罐
头，罐头里面出现了五个只有火柴棍高
的小人，鲁西西给他们分别起名博士、上
尉、艺术家、歌唱家、外交官。这对兄妹
在结识了五位罐头小人后，他们的学习
和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开启了
一系列奇幻冒险趣事。

观影提示：
国庆小长假期间，人员流动较大，因

此建议消费者根据目前疫情防控的相关
要求，观看影片时需注意佩戴好口罩，并
配合影院的防疫工作。此外，由于每个
影院退改签政策不同，影票的改退签服
务需根据影院具体情况而定，购买前请
注意影院退改签规则，避免造成不必要
的损失。

（影片资料信息参考猫眼专业版）

提起电信网络诈骗，多数消费者
会觉得离自己很遥远，但事实上，这些
陷阱就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来我
办公室一趟”“朋友借款”等，就是最常
见的电信诈骗手法，看似明显的骗术
却屡屡让消费者上当，可谓“套路虽浅
却杀伤力极强”。

因 此 ，防 范 电 信 诈 骗 要 讲 究 技
巧。马上消费研究院指出，在实际案
例中，面对简单骗术，当事人却很难分
辨出自己已身处骗局。以两个案件为
例，让大家了解电信诈骗的常规套路
同时，有效防范电信诈骗，保护个人财
产安全。

对此，马上消费研究院提示：
面对电信诈骗务必做到六个“一

律”和八个“凡是”

六个“一律”：
只要一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掉；只

要一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掉；只要一谈
到“电话转接公检法”的，一律挂掉；微
信不认识的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
一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八个“凡是”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凡是

叫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
中奖的、领取补贴要你先交钱的；凡是
通知“家属”出事或有急事要先汇款
的；凡是索要个人和银行卡信息及短
信验证码的；凡是要你开通网银接受
检查的；凡是自称教师、领导要求打款
的；凡是陌生网站（链接）要登记银行
卡信息的，一律终止联系。

杀猪盘，作为近年曝光较多的诈骗
类型之一，主要是指通过婚恋平台、社
交软件等方式寻找潜在受害者，通过聊
天发展感情取得信任，然后将受害者引
入博彩、理财等诈骗平台进行充值、骗
取受害者钱财的骗局。根据相关数据
披露，今年上半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

“杀猪盘”金融诈骗案件占比 23%，受害
人中女性占比 74%，年龄分段主要是
22—50岁。

案例一：受害人小傅 6月中旬因为
和女友分手，情绪低落，从网上结识了
一名游戏主播黄某。黄某陪玩陪聊天，
甜言蜜语不断，在和小傅建立恋爱关系
之后，通过刷礼物、转账等形式骗到手
三百多万元。不仅如此，最让人啼笑皆
非的是，小傅心心念念的“女神”竟是
位 200斤膀大腰圆的“女汉子”。

案例二：9月 6日,新余市仙女湖区
廖某报警称：8月 20日在抖音上认识一
位自称何某的朋友，并通过抖音确认男
女朋友关系。之后对方表示，其哥哥是
澳门赌场的大堂经理并发给何某一个
网址，说该网站有漏洞，投注一定能赚
钱。何某按照对方提示操作，发现该网
站确能赚钱后注册了账号，但目前现有
的 20万元余额不能提现。

【案例解读】
微淼高研团邢海跃：

“杀猪盘”类诈骗盯紧人性贪念
“杀猪盘”类诈骗虽然臭名昭著，但

依然有很多人备受其害，诈骗形式更是
层出不穷。“P2P”“校园贷”、“套路贷”
等犯罪分子利用金融工具、金融业务，
通过包装、虚构、虚假宣传、承诺高收
益低风险等手段，骗取投资人的合理收
益或本金的行为都是国家严厉打击的
金融诈骗形式。

在上述案件中，诈骗分子往往包装

成“高富帅”“白富美”，通过聊天软件
或婚恋网站与事主建立信任关系，并在
期间展示获利渠道，引诱受害人投注或
投资。先以小额获利开始，逐步引导受
害人加大投入，待平台出现无法取现
时，诈骗分子以出入金手续费、充值满
一定金额取现等理由让受害人继续汇
款；或是更改后台数据造成受害人大幅
亏损的假象，并以挽损为名诱导受害人
继续投入，直至受害人再无资金可投
入。

在金融诈骗防范中，控制“贪念”最
有效的方法应该是投资者本身对金融
投资风险的认知的提升，以及对金融市
场中投资工具及金融市场创造价值的
原理能够有一定的了解，才能够大大降
低投资者上当受骗的风险。

针对各类电信诈骗手段，个体应该
在从事金融活动前就建立起正确的财
富观与投资观，了解了其中的底层逻
辑，丰富了自己的金融知识体系，就能
站在更高的角度合理控制贪念，参与投
资活动的过程中就会变得更为理性稳
健。

我国目前全民金融素养普及还存
在很大的空白，大多数金融专业的学生
都只有到大学阶段才会接触到金融理
财方面的知识，而对于非金融财务专业
的学生，尚无法获得正规的金融理财教
育，而这一问题在我国农村地区更为严
重，也成为大部分人深陷金融骗局的根
本原因。因此，提高金融理财素养意义
重大，谨慎投资、理性消费，并具备合
理的财富管理策略，金融诈骗生存的空
间就会越来越小。近年来兴起的财商
教育正是在这个现实问题的背景下发
展壮大的，通过科学的课程设计让更多
人实现金融理财素养提升，从自身做起
构筑起重大金融风险防范与化解的盾
牌。

消保加油站

学习金融知识 倡导理性消费（二）

电信诈骗防范宝典

艺术培训存乱象“免试”宣传多虚假

国庆档来袭：题材百花齐放 主旋律奏响“正能量”

开启服务新常态 中国新能源汽车正在走向“大多数”

提高金融理财素养
共筑安全防线

法院公告栏
杨 芳 （ 身 份 证 号 码 ：
510681197601205363）：本 院 受 理 的
（2021）川1028民初2173号原告杨超诉被告
杨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杨芳在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杨超借款本金10万
元及利息（利息从 2020年 6月 2日起按 2020
年5月20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一年期贷款利率（LPR）计算至借款还清时
止）；二、驳回原告杨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
被告杨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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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诉讼费2300元，公
告费 400元，合计 2700元，由被告杨芳负担
（此款已由原告杨超预交，被告杨芳在给付原
告杨超借款时一并支付给原告杨超）。自公
告之日起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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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隆昌市人民法院
四川省隆昌市黄家镇糖边村3组58号兰普
财：本院受理的（2021）川1028民初599号吴
昌芬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准予原告金嗣勇
吴昌芬与被告兰普财离婚。）。自公告之日
起 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
诉于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隆昌市人民法院
周国涛：本院受理原告李景动（栋）与你劳务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豫1424民初38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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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河南省柘城县人民法院
夏承红：本院受理李传钧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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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苏 0903
民初8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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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阳城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苏治文：本院
受理高银喜诉你们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
豫 1602 民初 2037 号民事判决书；如你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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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周口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
苗明富（苗国富）：本院受理于万东诉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1）豫1602民初3115号民事
判决书；如你不服本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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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
杨丽云：本院受理聂文峰诉你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1）豫 1602 民初 2977 号民事判决书；
如你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周
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
卢蒙蒙：本院受理陈海峰诉你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1）豫 1602 民初 2736 号民事判决书；
如你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周
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
李付春、闫奎：本院受理原告任爱峰诉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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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公开
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馆陶县人民法院
和焕伟：本院受理原告张尚尚诉和焕伟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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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公开告
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馆陶县人民法院
陈晓兵、刘琳：本院受理原告王伟诉陈晓兵、
刘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陈晓兵、
刘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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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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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艳辉：本院受理原告柯贤文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依法缺席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送达本院（2021）陕0102民初81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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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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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
决生效。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史延梅：本院受理原告张军诉你买卖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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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公开告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次
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太华路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刘峰：本院受理的原告黔南汇生活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与被告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黔 2730 民初
2525号案件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程序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三日下午16时00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高清数字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缺席判
决。 贵州省龙里县人民法院
陈雨刚：本院受理的原告贵州瑞翼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与被告你，第三人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龙里支行追偿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 2730 民初 2805
号案件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程序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限满后第三日下午15时00分(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高清数字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缺席判决。

贵州省龙里县人民法院
李汉良、贵州佰家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的原告贵阳市华升建材有限公司与
被告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黔 2730 民初 2920 号案件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程序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
后第三日上午 10时 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三高清数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理缺席判决。

贵州省龙里县人民法院
陈绪红、余军军：本院受理的原告李加富与
被告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黔 2730 民初 2926 号案件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程序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
后第三日上午 09时 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三高清数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理缺席判决。

贵州省龙里县人民法院
杨红梅：本院受理原告观山湖区萌宝宝服装
店诉杨红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即（2021）黔
0115 民初 10957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之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
午 9时 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
余 江 波 ( 身 份 证 号 码 ：
511021197401252634)：本 院 受 理 的
（2021）川1028民初2369号原告中国大地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隆昌支公司诉你保险
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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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如下：一、被告余江波在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中国大地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隆昌支公司保险损失
费 33035 元及利息(利息从 2021 年 6 月 1 日
起按年利率 3.85%计付至该款付清时止)；
二、驳回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隆昌支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
费 626元，公告费 400元，共计 1026元，由被
告余江波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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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
于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隆昌市人民法院
蒋中兴：本院受理原告杨永琴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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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
监督卡、空白答辩状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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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3日下午
15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安龙县人民法
院普坪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
黄钧杰：本院受理原告朱贻勇诉被告黄钧杰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桂 0422 民初 2771 号民
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当事人须
知、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
料。一、原告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偿还借款本
金 100000 元及利息 22177 元；二、本案诉讼
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本院定
于2021年11月29日上午10时，在本院太平
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
判决。 广西壮族自治区藤县人民法院
邢培栋：本院执行的赵志芬与邢培栋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
0433 执 320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廉
政监督卡、司法公开告知书、被执行人权利
和义务告知书、执行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
满后次日起三日内，自动履行馆陶县人民法
院（2020）冀 0433 民初 868 号民事判决书确
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强制措施包括且不限于冻结、划拨银行
账户、罚款、拘留、限制高消费和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等。 河北省馆陶县人民法院
廊坊铭顺志远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齐翠与你方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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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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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廊坊铭顺志远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路韦与你方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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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3日上午 9时 30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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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