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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产业·一家之言一家之言

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95后群体中
40.7%的人表示会每周在家做饭，其中，
做饭 4—10 次的比例占 49.4%，10 次以
上的超过13.8%。

业内人士表示，这意味着以95后为
代表的新生代用户群体，已成为厨电产
品消费主力。他们对新兴厨房电器有着
更高的接受度，对厨电产品的需求也更
注重功能和产品体验。这使得厨电行业
除了功能的实现之外，还要满足个体的
体验感甚至是视觉需求。

厨电新品类持续发力

Gfk中怡康数据显示，2021上半年
家电零售额（不含3C）为4378亿元，其中
厨卫占比为 26.4%。具体到各品类，传
统品类油烟机、燃气灶零售额为197亿、
121 亿元，与去年同比分别增长 23%、
20%。从数据可以看出，一度被业内视
为家电行业最后“红利高地”的厨电，的
确不负众望。

值得一提的是，新兴品类洗碗机、嵌
入式一体机、集成灶零售额分别为52亿
元、24亿元、97亿元，对比 2020上半年，
同比增长33%、65%、67%。

业内人士表示，数据反映出，新生代
消费者的崛起，让厨电消费需求出现更
为深刻的变化。对于厨电产品，除了更
加苛刻的口味要求外，更加智能简便的
操作、与厨房空间的完美搭配等衍生需
求也愈发丰富。

以某知名电商平台为例，1—7月其
厨电销售额同比增长超 40%，其中集成
灶、洗碗机、嵌入式一体机、咖啡机等新
兴品类销售增速明显高于厨电行业平均
水平。这些更具备差异化卖点的“专精
特新”产品脱颖而出，反映出厨电产品从
用户需求出发的工业设计、颜色搭配及
人性化的功能卖点，已经成为主流。

业内人士认为，伴随智能家居风口
的出现，以及新生代消费者对智能产品
的依赖，“智能联动”或将是未来理想厨

房的标配，届时，厨电将迈上新的台阶。
此外，消费者生活方式的变化、人口结构
的调整等机遇接连降临，厨电市场将有
更广阔的蓝海待挖掘。而厨电企业的自
主研发，也将会有更多新品类来助推厨
电市场的壮大。

“集成厨房”悄然兴起

尽管厨电行业保持增长态势，但近
几年一些传统品类受各种大环境影响增
速放缓。这倒逼很多厨电企业在研发新
品类以寻找开拓市场路径的同时，将厨
电行业的又一个风口“集成化”作为主攻
方向。近年来，海尔、美的、老板、方太等
家电头部企业纷纷做出相应布局。

也正是厨电企业对集成灶、集成油
烟机、集成烹饪中心等产品类型的不断
投入，使得“集成厨房”这一场景化概念
在厨电行业内悄然兴起。

据某家居调研数据显示，中国家庭
厨房面积平均只有 5平方米，随着生活

水平的提升，国人开始对厨房空间升级
提出更高要求，这无疑是不少厨电企业
加入“集成厨房”行列的一个重要因素。

相较于传统的单一厨电产品，集成
厨电通过集成、嵌入等形式从既有厨房
中拓展空间，在功能、形态上集整体设计
和烟灶蒸烤等功能于一体，极大提升烹
饪效率。

目前，市面上常见的集成厨电以集
成灶、集成烹饪中心和集成油烟机三大
产品形态为主，还有集成洗碗机、嵌入式
一体机（嵌入式微蒸烤一体机、嵌入式蒸
烤一体机等）产品品类。

业内人士表示，集成厨电是跨越固
有领域，将不同品类产品进行功能集成
化，进而创造出新形态的产品，并不限于
目前市场上常见的品类。未来，在无数
国内外企业、新老品牌势力的驱动、追赶
下，会有更多集成厨电新形态出现，集成
厨电也将迸发出勃勃生机。

（佳 欣）

“咖啡配枸杞，明天能早起”“酒要喝
纯的，茶要喝杂的”“减肥不迈腿，只想动
动嘴”……一边熬夜，一边养生，这看起
来很矛盾的理念如今正在成为不少年轻
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年轻人既是熬夜的主力军，又是亚健
康的主要群体。因熬夜、肥胖导致的健康
焦虑，让一些年轻人开始寻求一些独特的

“养生之道”。由此，用于缓解健康焦虑的
神仙水、熬夜水、减肥水、刮油水、元气水、
祛肿水等各类功能性饮品也开始进入市
场，并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所关注。

低糖软饮市场规模增长

《2020国民健康洞察报告》显示，超
半数被调查对象曾担心自己猝死，其中
95后和00后两个年龄段占比最高。

关于“健康困扰”方面的数据显示，
97%的受调查者表示自己存在健康相关
的困扰，其中排名前三的分别是：情绪问
题、皮肤状态不好、身材不好。

年轻人难以改变的生活现状与对自
身健康状况的重视，也让越来越多的企
业看到了市场机遇，在“吃”“喝”方面下
足了功夫。

欧睿数据的报告显示，2020年功能
饮料的市场规模达到450亿元，近5年的
复合增长率达 15%，是软饮料市场增长
最快的子品类之一。

熬夜水是智商税吗

老字号的“同仁堂”“张仲景”“童涵
春堂”等品牌也纷纷推出了熬夜水等草
本茶饮。

笔者在小红书上搜索“熬夜水”，发
现有 40万篇笔记，其中配料多为人参、
红枣、菊花、枸杞等养生滋补品。而主打
养生、健康的各类饮品价格在几元到几
十元不等。

笔者在同仁堂旗下知嘛健康北京双
井店看到，店内一层为咖啡馆，设计感贴

近年轻人，但与传统咖啡馆不同，店内所
有商品都与“养生”息息相关。现场制作
的穿心莲美式、枸杞拿铁、陈皮拿铁等饮
品中都加入了养生药材。店内还摆放了
几款低脂面包及天然酵母亚麻籽、枸杞高
纤乳酪等产品。其中，500毫升的神仙水
每瓶42元、熬夜水每瓶38元。熬夜水原
料标示为枣、罗汉果、菊花、水、人参，神仙
水的原料为枣、葡萄干、桑葚、龙眼肉、人
参、枸杞。

该店店员告诉笔者，与神仙水相比，
熬夜水销量更好，熬夜水采用了咖啡冷萃
技术，并添加有滋补性药材，需要在24小
时内饮用。

“主要是想来体验中西合璧的养生咖
啡，多种药材与咖啡相结合十分有创意。”
一位前去店内消费的女性消费者表示，对
于偶尔喝一次能有多大的养生价值，她并
没有太大期待，主要是打卡感受一下氛
围。该店店员也对笔者表示：“周六日顾
客较多，很多人是前来拍照打卡的。”

那么，各类添加了滋补性原料的熬
夜水、神仙水真的能达到养生滋补、减轻
熬夜负担的普适性功效吗？在饮用量方
面又该如何把握？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
学院副教授吴广枫表示，“熬夜”这个词，
本身就很模糊，熬夜的负面作用对应到生
理指标上，涉及到一系列定性定量数据，
现在都没有明确说法，所以，关于熬夜水
的有效服用量更是无从谈起。“从神仙水、
熬夜水的配料来看，几种原料都是药食同
源植物，对人体健康有一定的益处。但中
医配伍博大精深，配在一起是否能有一加
一大于二的效果不好说。”吴广枫认为，这
些“水”是否有功效，需要数据来说话，企
业可以按照特殊食品的研发程序，做功效
验证实验，开发挖掘原料潜力。

功能性饮品谨防虚假宣传

《2017—2022中国健康养生行业市

场发展现状及投资前景预测报告》显示，
当前我国健康养生市场规模已超过万亿
元，用户中 18-35岁的年轻人群占比高
达83.7%。

功能性饮品已成为众多企业布局的
领域，那么该如何看待其发展呢？

IPG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向笔
者表示，各类熬夜水、神仙水等功能饮品
只是从药食同源的角度试图达到减轻熬
夜负担的功效，但是否具有普适性的功
效另当别论，而畸高的售价则肯定是在
向部分消费者收“智商税”。

柏文喜认为，功能性饮品成为众多
企业布局的领域，说明这类饮品具有较
大的市场空间与成长性，也是对于饮品
生产企业乃至中药老字号具有吸引力的
新赛道。但是对于这类饮品功效的过度
宣传，一方面会存在虚假宣传的隐患，另
一方面则可能会触犯医药与食品行业的
一些强制性监管法规。

四川天府健康产业研究院首席专家
孟立联对笔者表示，功能性食品、饮品的
市场份额不断增加，在发展过程中出现
一些问题也是在意料之中。“被称作神仙
水，肯定有夸大的嫌疑。我不否认功能
性食品、功能性饮料的作用，但也不能夸
大其功能，健康生活方式才是根本。功
能性饮料或许在一定范围、一定时间、一
定程度上对身体的某些方面有改善作
用，但从长期看则不能靠功能性食品、饮
料来促进和实现健康。”

孟立联表示，功能性食品和功能性
饮料对于健康的作用是辅助性质的，而
且食用时一定要在医生，特别是中医指
导下进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体质，统
一的配方并不适合所有人；功能性食品、
饮料一定要有个体针对性，对特定的亚
健康状态和引发原因要进行有针对性的
处置。功能性食品和饮料的长期发展一
定要规范、科学。

（王小月）

说起汉服，你会想起什么？
宽袍大袖、裙袂飘飘，宛如李白诗中

的“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
其实汉服在街头已经非常常见。每

逢周末或假日佳节，人们总能在街头看
到成对的年轻男女身着汉服飘飘而过。
对于现代中国年轻人来说，汉服已然成
为其出行、游玩时的常见装扮，上衣下裳
在路人眼中也不再稀奇。年轻人对传统
文化的热爱，带动汉服成为当下的潮流
风尚。

从喜爱到推广，年轻人如何“粉”上汉服？

璇玑是较早接触汉服的一批“同
袍”。2012年出国留学期间，她身着汉服
在街头吹奏竹笛展示中国艺术，引来外
国人围观。照片传入国内，在当时引起
不少网友关注。

“小时候学了竹笛、古典舞等传统才
艺，对我来讲喜欢汉服也成了情理之中
的事。”璇玑对汉服的热爱来自潜移默
化，她自述自己的第一套汉服还是妈妈
塞进行李箱的。首次在国外街头穿汉服
的经历让她惊讶于汉服的魅力，也让她
有了在国内外推广汉服科普的想法。

2014年3月，璇玑担任总策划，总制

片，编舞出演了公益礼仪宣传片《礼仪之
邦》。2017年，在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的
中国女兵们把《礼仪之邦》中的舞蹈搬上
了当地活动的舞台。

从自己喜爱到用心展示推广，璇玑
的经历并非热爱汉服年轻人中的个例。

悦烨未央也属于较早期的汉服“同
袍”。她认为，衣礼文化是中华文化最外
在的一种体现，展示了这个民族对美的
思考和追求。“如今汉服越来越受到年轻
人的关注，一方面因为在形制不变的前

提下其设计融入了更多潮
流元素，另一方面也说明传
统文化越来越受到喜爱。
汉服在设计上蕴含了对古
典和当代等多元美的包
容。”悦烨未央说。

第一次穿汉服出行受
到路人肯定后，悦烨未央从
圈地自萌的“爱好者”变成
传播汉服文化的“同袍”，还

曾一度作为汉服模特在一些文化场合展
示汉服的魅力。“汉服陪我度过了每个重
要时刻，它就是生活方式的一种呈现。”

近年来，汉服也开始在一些国际时
装周引起海外关注。“90后”张突然就是
一位将汉服设计元素带到纽约时装周舞
台的设计师。

“一开始接触汉服时，外国观众只是
觉得汉服元素的设计蛮神秘，蛮好看。”
张突然说，但随着对融入汉服元素服饰
接受度的提高，已有越来越多人开始品

味中国传统服饰背后的文化韵味，比如
汉服中的规制就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哲学
意蕴。“国外汉服爱好者通过服饰元素去
领略文化的味道，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过
程。”

复兴而非复古，当下的汉服有何魅力？

近年来，喜欢把传统文化“穿上身”
的汉服爱好者越来越多，这直观表现为
市场规模激增。

艾媒咨询《2021中国汉服产业现状
及消费行为数据研究报告》显示，从2015
年到 2020年，中国汉服市场销售规模实
现了由1.9亿元到63.6亿元的激增，到了
2021年，中国汉服市场销售规模将突破
百亿元，汉服产业仍有较大发展潜力。

吕晓玮 2006年就开了实体汉服店，
也是最早一批在中国穿汉服上街的“同
袍”。在她看来，汉服爱好者从最早全国
范围内几百人、几千人发展到现在的五
百万人左右，“同袍”圈的快速发展在近

几年尤其明显。
在吕晓玮看来，年轻人中的汉服复

兴并非衣着复古，而是他们对文化传承
的尝试，汉服是年轻人可认同的“文化外
在表达”。汉服“同袍”希望购买、使用汉
服的人都能了解汉服的文化价值，品味
中华传统的审美风格。比如，常见的西
式剪裁往往强调身体曲线，对于人的腿
长、肩线等有着多种要求；汉服则讲求包
裹与含蓄，从体态等角度展现人的气质
和美丽，更符合中国传统审美。

如何让汉服和传统文化都“更出圈”？

汉服商业化让这种国潮服饰被大众
所熟悉，但一些汉服“同袍”对当下汉服
市场的一些“变味”现象也产生了忧虑。
比如，一些汉服过度重视表面设计，忽视
文化元素的表达。再如，一些被追捧的
所谓“汉服明星”往往名不符实，其带货
圈粉的操作又有收割粉丝的嫌疑。

悦烨未央认为，当汉服在短时间内

被快速过度商业化，导致汉服市场出现
“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一些丢掉了基
本设计传统和审美方向的所谓“汉服”泛
滥，误导了一部分购买汉服的年轻人。
另一位“同袍”刘晓琰也认为，“伪汉服”
泛滥让“萌新”“同袍”更在乎衣物的表面
设计，丢掉了对服饰背后文化意蕴的追
求。

年轻的汉服同好者期待，汉服产业
能在良性的意见交流和行业标准的不断
规范下发展壮大，让服饰和其承载的传
统文化都“更出圈”。

部分“同袍”也在思考如何借力而
起。吕晓玮认为，对汉服来讲使用就是最
好的传承。目前汉服还处在“全面复兴的
初期”，需要更多力量来支持汉服，在年轻
人中传播服饰中的文化含义，“穿上汉服
只是年轻人了解背后文化的起点。”

“我希望以后汉服可以进一步成为
年轻人普遍的穿衣选择。你可以穿着汉
服去吃饭，穿着汉服去拍毕业照，穿着汉
服去度过你人生中每一个觉得有意义重
要的有仪式感的日子，因为汉服是我们
的传统服饰，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内
核。”悦烨未央说。

（郝凌宇）

湖南衡阳常宁市塔山瑶族乡的高山秋茶当下正值采摘旺季，当地

茶农抢抓时机忙着采摘、晾晒、炒制茶叶，供应市场。近年来，常宁市塔

山瑶族乡利用当地海拔高、土质好、气候湿润等种植茶叶的天然优势，

采取“村党支部+合作社+农户”模式，引导村民大力发展高山生态茶叶

生产，有效带动当地村民增收。

图为9月11日，湖南衡阳常宁市塔山瑶族乡板角村的茶农在采摘

秋茶（无人机照片）。

周秀鱼春 摄

□ 晨 亮

近期，人社部印发《“技能中国行动”实施方案》提出，
“十四五”时期，要通过实施技能中国行动，新增技能人才
4000 万人以上。大力培养高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
匠，带动形成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技能精湛、素质优
良、基本满足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技能人才队
伍。

我国作为全球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保持和
增强制造业竞争优势需要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技能
精湛、素质优良的技能人才队伍。但就目前来看，我国面
临人才队伍不足、整体发展不平衡的局面。数据显示，“十
三五”时期，我国加快技能人才培养进程，先后出台一系列
政策和举措，技能人才队伍建设驶入“快车道”。截至2020
年底，全国技能劳动者超过 2 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约
5800 万，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的比例近 30％。但是，从
实际情况看，技术工人短缺问题仍比较突出，尤其是高技
能人才的求人倍率长期保持在 2 以上。据工信部、教育部
调查显示，仅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中，到 2025 年技能人才
缺口将近3000万人。

推动人才资源整体发展是一个全方位、宽领域、多层
次的系统工程。其中，企业既是人才培养的获益者，也是
人才培养的承担者，因此更应该积极发挥在人才培养方面
的作用。所以，“技能强企”行动是基于我国人口和劳动力
供给趋势性发展态势做出的战略性部署，凸显了政策站位
的高度。要在行业内形成“技能强企”的共识，把技能人才
队伍建设与企业的转型升级和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愿景目
标结合起来。还要共同解决行业内的共性问题，共同研究
和推出具有行业特色的职业岗位分类和职业技能标准。

在政策层面，改善当前时代的人才困境，需要进一步
增强人才危机意识，加快人才资源战略储备，更加突出统
筹、均衡、可持续和以人为本的人才资源“整体开发”新理
念。为确保实现目标任务，《方案》从技能人才培养、使用、
评价、激励等环节入手，围绕健全完善技能中国政策制度
体系和实施技能提升、技能强企、技能合作等行动，提出20
条具体举措。

总之，通过实施技能中国行动，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技能人才保障。

年轻人成厨电消费新主力
近五成的95后每周在家做饭4—10次

低糖软饮市场规模增长

熬夜水真能熬出健康吗？

年轻人“入了圈”汉服“出了圈”

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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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常宁市高山生态秋茶采制忙

近日，记者从中
国国家税务总局广东
省税务局获悉，全国
首笔跨境人民币退税
9 月 9 日经由珠海市
横琴新区税务局和中
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
心支行办理，澳门居
民冯女士当日收到了
国 库 退 付 的 120 元
（人民币，下同）退税
资金，实现了跨境退
税快速办理、资金直
达纳税人境外账户。

“这次退税经历
如果用两个字来概括
就是‘方便’。退税申
请可以在网上办理，
不明白的地方还能通
过视频向税务人员咨
询，退的资金直接打
到我在澳门的银行账
户，不需要我去内地
开账户。”澳门居民冯
女士表达了对这次跨
境退税的感受。上个
月底，她通过跨境人
民币银联电子缴税方
式缴纳了一笔 120元
的印花税，后因交易
合同取消需要申请办
理跨境退税。

据 广 东 省 税 务
局介绍，跨境人民币
退税是该局联手中
国人民银行广州分

行为方便澳门等境外非居民纳税
人，率先在横琴推出的一种税收退
库方式。纳税人在境外可通过电
子税务局网站或 V-Tax 远程自助
办税平台申请退税，税务部门审批
后开具税收收入退还书送国库办
理退库手续，国库将退税资金通过
境内商业银行划转至纳税人指定
境外账户，纳税人即可收到所退税
款。

（中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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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栏
唐真伟：本院受理的(2021)川 0522 民特 126
号申请人唐庆荣申请宣告唐真伟失踪一案，
申请人唐庆荣称，2008年被申请人外出后一
直未与家人联系，经多方查找均无下落。下
落不明人唐真伟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
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
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唐真伟将被
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唐真伟生存
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知
悉的下落不明人唐真伟情况，向本院报告。
本案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二日(如遇节假日顺
延)上午 9时 30分在合江县人民法院福宝法
庭开庭审理。

四川省合江县人民法院
王丛利：本院受理郑祖亮诉你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鄂1221民初1866号民事判决书，你
可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簰洲湾人民法
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收到判决书后或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咸宁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湖北省嘉鱼县人民法院
四川省射洪市万林乡夏家大田村11组居民
罗 奎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510922199210175094)：本院受理的(2021)
川 0922民初 1309号、1310号原告郑玉燕、张
靓与你委托合同纠纷两案，已审理终结。现
因你下落不明，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
书。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
告郑玉燕返还购房定金50000元，向原告张靓
返还购房定金50000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遂
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四川省射洪市人民法院
董向杨：本院受理原告王燎诉你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川 1381 民初 2514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民
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提出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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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
梁永芳：本院受理原告汪永清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川1528民
初2208号的诉状、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
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
内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30分
（如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共乐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四川省兴文县人民法院
邓朝露：本院受理原告杨樊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川 1528 民
初 2209 号的诉状、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
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六
十日内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
为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10
时（如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共乐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四川省兴文县人民法院
王天林：本院受理原告邓星银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川1528民
初2210号的诉状、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
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
内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10时30
分（如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共乐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四川省兴文县人民法院
张小军：本院受理原告邓国昌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川1324民初3781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主文如下：被告张小军于本判决生效日起
十日内偿还原告邓国昌借款本金33813.1元
及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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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
效力。 四川省仪陇县人民法院
罗华平：本院受理原告周有明诉你劳务合同
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
知书、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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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 2021年
12月2日9时整在本院复兴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届时未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四川省仪陇县人民法院
周学强：本院受理原告邓小郎、邓泽久、张高
荣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并定于2021年12月2日9时30分至10时30
分在本院复兴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
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四川省仪陇县人民法院
严晓大、李玲、王小永：本院受理原告黄爱近
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 0812民初
42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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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沛：本院受理杨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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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第二十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
缺席判决。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
朱沛：本院受理周进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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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第二十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
缺席判决。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
朱沛：本院受理蔡旭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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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第二十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
缺席判决。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
朱沛：本院受理陈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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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第二十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
缺席判决。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
朱沛：本院受理黄伟伦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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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第二十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
缺席判决。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
高龙建：本院受理原告何建超诉你劳务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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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辩和举证期间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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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河北省广平县人民法院
高文忠、杨保生：本院受理原告丁克锋诉你
们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0432民初329号
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对原告的起诉。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邯郸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裁定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广平县人民法院
韦景文：本院受理贵州圣际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与韦景文追偿权纠纷一案，案号为
（2021）黔2328民初1282号，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
姚卫红：本院受理原审原告贵州省安龙县融
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与原审被告姚卫
星与你民间借贷纠纷再审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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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诉讼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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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下午 14
时 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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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波：本院受理原告赵忠诉你、张宣平房屋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并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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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 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2021年 12月 14日上午 9
时 0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
陈丽：本院受理原告朱强坤诉你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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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向
本院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
五日。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二日上午九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鹿邑县人民法院第三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将依法缺席判
决。特此公告。

河南省鹿邑县人民法院
蒙尚辉：本院受理蒙仙丽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合议庭
成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日 10:0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茂兰
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荔波县人民法院
李佳晋：本院受理衡立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川1321
民初 2478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盘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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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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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 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
张英梅、戴东林：本院受理河北天飞自行车
制造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
0430 民初 43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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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邱县人民法院
李军、杨博、西安菱璐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陈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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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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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正：四川省江油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
27日在消费日报刊登的一则公告中，原案号

“(2021)川10781民初1732号”应为“(2021)川
0781民初1732号”。特此更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