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双 木

前一段时间，河南遭遇特大暴雨，全
省多地受灾严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多
个家居、五金企业灾后及时开展应对措
施，纷纷踊跃捐款、捐物，以不同形式第
一时间全力支援灾区一线。民族品牌勇
担社会责任，带动更多社会力量助力河
南防汛救灾。

方太集团，捐赠500万元。

方太集团捐赠 500万元驰援河南，
用于救灾紧急举措和灾后恢复工作，紧
急调配资源并动员方太河南分公司员
工，全力助力政府和社会各界开展当地
救援行动。

海尔智家，捐赠2000万元。

海尔智家捐款 2000万元，同时派出

上万名服务工程师驰援河南，为灾区用
户提供有温度的援助服务。

鑫方盛，为灾区提供抢险物资。

鑫方盛河南区域公司迅速联系新郑
市有关部门，第一时间从河南物流中心
调集了排污泵、绿水带、防水涂料、护栏
网、防汛袋和防雨工具帮助救灾。

华帝，调拨灾区急需设备和生活物资。

华帝迅速调拨灾区急需设备和生活
物资，启动紧急驰援河南专项行动，联合
壹基金调拨灾区急需的设备和生活物资
送往灾区，为河南郑州及周边地区受灾

的家庭和儿童提供援助。

九牧集团，捐赠价值500万元物资。

九牧集团第一时间协同中华慈善总
会捐赠价值 500万物资，用于河南全境
灾后地铁、医院等公共设施的重建工作，
发起受灾区域“卫浴产品不限品牌，免费
上门检修服务”雷霆响应行动并承诺为
郑州所有地铁卫浴空间提供保障服务。

惠达卫浴，捐赠100万元。

惠达卫浴捐款 100万驰援河南，针
对因“7·20特大暴雨”水灾受损的惠达品

牌产品，河南省内受灾地区的医院、学
校、地铁、火车站、敬老院等公共服务场
所及个人用户，惠达提供免费产品检测、
保养与维修服务、无法维修的产品免费
更换新产品。

恒洁卫浴，捐赠100万元。

恒洁卫浴集团向河南省慈善总会捐
赠 100万元，联合前线的救援机构与慈
善组织，共同支持抗洪救灾及灾后重建
的工作。

玫德集团，调拨物资驰援灾区。

玫德集团及旗下迈克阀门、迈科管
业、玫德雅昌等成员企业，迅速响应，与
郑州、新乡红十字会联系协调，紧急调
拨、采购抢修阀门、消毒液、雨靴、纯净
水、方便面等灾区急需物资，为当地灾民
提供救助。

迅达科技，捐赠价值100万元生活物资。

迅达集团灾后第一时间立即与河南
省郑州市红十字会取得联系，了解目前
紧缺的物资需求后，紧急调拨价值 100
万元生活物资，派专车加急发往河南灾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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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家具将有明确的产品评
价技术规范和标准，这将对规范家具
市场、推动行业绿色低碳发展产生重
要的作用。近日，中国家具协会发布
通知，将在金属家具、塑料家具、竹藤
家具、玻璃家具、石材家具五大类家
具品种中推进“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
术规范”团体标准立项。

据记者了解，为贯彻落实《2021
年全国标准化工作要点》，根据中国
家具协会团体标准工作的总体安排，
中国家具协会决定对《绿色设计产品
评价技术规范 金属家具》、《绿色设
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塑料家具》、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竹藤
家具》、《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
范 玻璃家具》、《绿色设计产品评价
技术规范 石材家具》5 项中国家具协

会团体标准项目计划立项。
中国家具协会通知要求，各项标

准立项的牵头单位，要严格按照《中

国家具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的要
求，做好标准的组织起草、征求意见
和技术审查工作，在标准制定过程

中，要加强与有关方面的协调，广泛
听取意见，确保标准质量和水平，在
2022年 10月前完成制定任务。

据悉，绿色设计产品是指在原材
料获取、产品生产、使用、废弃处置等
全生命周期过程中，在技术可行和经
济合理的前提下，具有能源消耗少、
污染排放低、环境影响小、对人体健
康无害、便于回收再利用的符合产品
性能和安全要求的产品。

家具行业“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
术规范”团体标准的实施，将会对行
业未来发展产生积极的引导作用，改
变目前行业中企业分散、高端产品不
足的现象，促使更多的生产企业改进
生产技术、提高产品的环保性，从而
加快行业的转型升级，提升行业发展
水平，在保护环境、保障人身健康的
同时，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高端
绿色产品消费需求。

□ 双 木

家用厨柜将有高水平的“领跑
者”标准，这对推进全行业的标准建
设和质量提升具有积极的作用。近
日，《“领跑者”标准评价要求 家用厨
柜》标准通过专家组审查。

据悉，该标准将市面上家用厨柜
的主要指标进行了分级评价，标准可
作为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的推进
与开展的依据，指导第三方评估机构
开展家用厨柜企业标准“领跑者”评

估工作。为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
工作的顺利进行奠定基础。

受疫情影响，本次审查会以视频
会议形式召开，中国五金制品协会专
职副理事长柳润峰、金牌厨柜家居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潘孝贞、国家陶
瓷水暖卫浴质检中心主任区卓琨、中
南林业科技大学教授张继娟、国家家
具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张磊等单位的
专家同时在线参与审查，并给出了专
业的评审意见。十余名参与标准制
定的企业代表共同参会，会议由柳润

峰主持。
会议听取了标准起草组的汇报，

对《”领跑者”标准评价要求 家用厨
柜》标准的框架及条款进行了认真细
致的研究与讨论，评审专家组达成 3
个方面的一致意见：1、本标准送审稿
符合标准编写要求，送审材料齐全，
起草程序规范，符合团体标准送审要
求；2、本标准规定了家用厨柜“领跑
者”标准评价的术语和定义、评价指
标体系、等级划分和试验评价方法，
为相关企业标准的制定提供依据；3、

本标准可作为企标“领跑者”制度的
推进与开展的依据，指导第三方评估
机构开展家用厨柜企业标准“领跑
者”评估工作。为企业标准“领跑者”
制度工作的顺利进行奠定基础。

金牌厨柜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总裁潘孝贞表示，经过中国五金制
品协会以及起草组各位专家的努力，
高效、完善地制订了本标准，相信该
标准一定可以在行业内起到引领作
用 ，在 领 跑 者 工 作 中 发 挥 重 要 作
用。

五大类家具将有“绿色”标准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塑料家具》等5项团体标准立项

职业运动员和经常运动的人士，由于身体和运动的特殊性，
对于床垫和睡眠环境有着特别的要求，而良好的睡眠质量对于运
动员来说，是取得更好成绩的有力保障。为了更好地满足这类人
士的需求，知名床垫品牌——大自然床垫，日前推出了一款新产
品——champion活力运动床垫，专注于提升运动人士睡眠质量，
得到了很多运动员与明星的喜爱和推荐。

据大自然床垫睡眠专家介绍，睡眠对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
对运动员来说更加关键。无论是对奖牌的渴求，还是对荣誉的执
着，每一个运动员都为实现梦想而拼尽全力。对于运动员来说，
优质的睡眠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在高强度的训练和对抗赛事
中，只有身体得到充分休息，才能更好地发挥实力，全力应战。

为了让运动员在赛场上更好地发挥，大自然champion活力运
动床垫，通过对运动员的量身定制，帮助每一位爱运动人士和健
康达人有效消除身体疲劳，减少肌肉张力，促进深度睡眠。

新产品推出后，受到了很多运动人士的喜爱，《生活真美好》
栏目明星也积极推荐这款运动床垫，他们觉得，用上这款床垫后，
让热爱运动的自己睡得更好。

一经推出就受到运动员与明星的喜爱和推荐，大自然 cham⁃
pion活力运动床垫有哪些特别之处呢？据大自然睡眠专家介绍，
运动健身后容易腰酸背痛，是因为乳酸在作祟。运动时身体产生
大量乳酸，但又不能及时排除，乳酸堆积导致酸痛。而且，运动后
的身体要更敏感一些，运动之后肌肉较紧绷。真正好的床垫，是
能够帮助肌肉得到更好的舒缓放松的。champion活力运动床垫
根据人体工程学和科学睡眠理论来设计，三段式九层释压护脊结
构，能自动感应身体重力，保持“零压感”的同时给身体均衡支撑，

安睡时也能保持脊椎正常生理曲线，有效改善和保护人体的皮肤肌肉骨骼疲劳，让
身体在睡眠中迅速得到恢复，缓解运动过后的酸痛感，让人得到高质量的睡眠。

此外，运动过后，身体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保持较高热值，因此睡觉时，需要一个
更好的降燥散热的环境。champion运动床垫，全部采用透气的3D面料设计，能够有
效帮助人体排出湿气浊气，睡觉时, 不会让身体感觉闷热，睡眠过程中也不容易导
致出汗；美国宇航服同款恒温黑科技的加入，可以减少人体熟睡时能量流失，打造适
宜的睡眠温度，冬天使用也很合适。

人体运动过后躺在床上，很容易掉落皮屑和汗水，这些都是螨虫的食粮，床垫简
直就是螨虫的能量补给站。而螨虫又易导致哮喘、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皮炎等的发
病，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你有时醒来身上莫名红痒、脸上莫名长痘。

大自然运动床垫采用了新一代的锌护盾抗病毒技术和光触媒抑菌技术，抑菌防
螨不在话下，为睡眠微环境提供更深层守护。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让人们
意识到抵抗细菌病毒、提高免疫力的重要性，预防病毒和细菌会成为未来生活中的
常态。

大自然运动床垫最精巧的一点是在外观设计上，床垫表面纹样设计是动感水波
纹与经典横条纹的激情碰撞，视觉饱满清爽，线条生动立体，为每一位运动人士呈现
一幅优雅清爽又不失动感立体的自然画作。

在颜色方面，champion运动床垫主色调为白色，清新简约，侧边以浅蓝色网格做
点缀，经典大气。而亮眼的五环荧光彩带围边则为这款床垫增添了一丝动感，看上
去青春而富有活力，必定是不少时尚运动爱好者的心头好。

不管是“颜值党”，还是“浅眠党”，或是“运动爱好党”，想要获得更好的睡眠质
量，体验与众不同的床垫，大自然champion活力运动床垫都能满足这些需求，让使用
者全身心得到放松。 （陆 文）

对于宾利而言，豪车已不仅是
它的唯一代表，宾利家居凭借其精
湛的技艺和风格更是成为宾利的骄
傲，经典设计精髓及奢华优雅的格
调，不断给世人呈现出尊贵、典雅的
高品质家具产品，宾利家居床，完美
延续品牌极致理念，是超越时间的
典藏之作。

宾利引以为傲的自然是它那精
湛的手工工艺，床的每个细节里都
暗涌着绅士的元素，宾利代表性的

双翅 LOGO 以及皮革编织感十足的
设计线条、汽车内饰中标志性的菱
形格纹装饰等经典设计，都被融入
每一张床的细节中。

Tiverton 系列，用拼接的手法，给
出了另一种沉稳大气而暗藏趣味的
宾利空间，床头板的实木贴面与皮
质，更多的配色碰撞，都让起居空间
更耐得住细细品鉴。

除了材质上的严苛选择，在颜
色上，宾利家居也十分用心，无论与

纯净现代的白色皮质，还是高贵静
谧的蓝色丝绒搭配，皆可诠释出独
一无二的高贵格调。宾利家居床也
能够量身定制，有多款皮质、面料新
色,可供专属选择，满足多风格空间
的需求。

2021宾利新款Ramsey系列床，在
床头板采用流线型翼展元素，将床头
部分拥入怀中，床脚部分做了“隐形
式”设计，让整个床看起来浮于地面。

在 Ramsey 床颇具流动感的影响

下，整个空间都有着精致的舒适感，
床头两侧可增加延伸背板，手机、书
本等方便置于袋中，方便收纳物品，
线条及结构协调的比例打造出舒适
自如的休息空间，展示出对于高品
质生活的热爱。

圆润优雅的设计，流畅柔和的
线条营造出大气稳重、柔和舒适的
奢华之感，结合精湛的手工技艺，该
款床呈现出宾利家居的高贵血统与
现代简约的尊贵气度。

《“领跑者”标准评价要求 家用厨柜》标准通过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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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利也做家居 完美延续品牌极致理念

家居五金企业捐款捐物 助力河南灾区救援及重建

法院公告栏
郾城区李集镇便民超市：本院受理原告上海
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侵害商标权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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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
00（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射洪县复兴镇雷堂村陈德荣、胥勋
碧，灵华村王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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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你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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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案于 2021 年 12
月 6 日 10：00 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
理。届时未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四川省射洪市人民法院
四川省射洪县复兴镇三江村赵晓红、九圣村
王华、绵阳市游仙区仙人路魏庆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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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你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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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本案于2021年12月6日9：00在本院第
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届时未到，本院将依
法缺席审理判决。

四川省射洪市人民法院
四川省射洪县伏河乡新奇村杨林、大竹县石
河镇玉子铺村黄春陶：本院受理浙江易顺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与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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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本案于2021年12月3日9：00在
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届时未到，本
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特此公告。

四川省射洪市人民法院
方雪玲：本院受理原告王自强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答辩期与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
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封丘县人民法院
刘露：本院受理原告李冬诉刘露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商水县人民法院
王超：本院受理原告王汹诉王超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商水县人民法院
陈冰：本院受理原告吴友理诉陈冰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无法与你联系，公告向你送达
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依法判决被告陈冰
立即偿还原告吴友理借款 100000 元，并自
2017年 2月 16日起以本金 100000元为基数
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至2020年8月19日，
自2020年8月20日起以本金100000元为基
数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每月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的四倍计算利息至借款还清时止（暂计算
至2021年6月1日为96063元）；本案诉讼费
用由被告陈冰承担）、合议庭告知书、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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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21 年 12
月 21日上午 9点 30分在本院桐梓县楚米法
庭开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桐梓县人民法院
淮安宝粤隆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吴锦权
诉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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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 3 日下午 2 时 3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三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
判决。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
封伟兵：本院受理金祥崇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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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
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
贵州共创建设劳务有限公司、贵州共创建设
劳务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本院受理安徽东
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诉你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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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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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晓燕：本院受理盱眙县鹏胜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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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
汪习军、戴胜兰、汪明明：本院受理原告朱长
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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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苏 0812
民初66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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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艳：本院受理原告谢彬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苏0812民初50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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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波：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台安县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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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
点（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佛人民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辽宁省台安县人民法院
陈淑熔：本院受理的（2021）川 0522 民初
2934号原告四川合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被告刘大海、陈淑熔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成员告知书、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要素
表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本院
开庭审理时间为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3 日
（节假日顺延）上午 9时 30分在本院先市人
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本院将依
法缺席审理判决。

四川省合江县人民法院
张芳芳：本院已依法受理原告陈启芬诉被告
张芳芳、刘小芹、刘遵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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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公告向你送达前述相
关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视为
送达。答辩期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21 年 12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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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德江县人民法院
雒玲（511381198111067649）：本院已受理
原告李玉珍诉被告卢军不当得利纠纷一案，
经审查，你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现依法追加你
为本案共同原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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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案件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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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案定于2021年11月18日上午9点30分在阆
中市人民法院老观人民法庭开庭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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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红军（户籍地四川省南充市阆中市寿山寺
东街 11号 3幢 1单元 3楼 1号,公民身份号
码为 511381198112175270）：本院受理原
告吕正群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
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21 年 12 月 20
日下午 15 时在本院保宁人民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
袁志坚：本院受理的原告陈红、袁鑫诉你”确
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30日，逾期不提交即视为
放弃答辩、举证。本案于 2021年 12月 21日
上午 10 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审理判决。特此公告。

四川省通江县人民法院
重庆市开州区义和镇双店村 4组 100号吴
正春：本院受理原告谊度（深圳）科技有限公
司与被告古吴正春追偿权纠纷四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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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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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
定于2021年12月21日9时00分(遇法定假日
顺延)在本院中和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
合并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
重庆市开州区义和镇兴业村 1组 3号裴立
伟：本院受理原告谊度（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与被告古裴立伟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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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
本案定于2021年12月21日10时00分(遇法
定假日顺延)在本院中和人民法庭第一审判
庭开庭合并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
梨树县龙伟（泷伟）食用菌专业合作社、张
伟：本院受理梨树县沈洋镇人民政府诉你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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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五日上午九时（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孤家子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吉林省梨树县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