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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市场监管局之窗丰台市场监管局之窗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三段法”推进

食品生产全程追溯检查
近日，丰台市场监管局将“追溯”思

维运用到食品生产企业检查中，通过严
查企业进货查验记录、生产过程控制记
录、检验记录、贮存及交付控制记录、不
合格品管理和食品召回记录等全过程食
品安全信息，全面了解企业食品安全追
溯体系建立情况，确保丰台区食品生产
企业生产的产品来源可追溯、去向可追
踪。一是严查“进货段”，确保来源可追
溯。检查企业生产用食品原料、食品添
加剂和食品包装材料等食品相关产品进
货查验记录，实现食品来源可追溯、风险
可管控。二是严查“生产段”，实现过程
可控制。查看企业生产用食品原料、食
品添加剂和食品包装材料等食品相关产
品贮存、出库等相关信息，生产过程关键
控制点相关记录(包括工艺参数、环境监
测等)等，全面掌握企业原辅料来源和使
用情况，确保发生食品安全问题时原因
可查清、责任可追究。三是严查“出厂
段”，实现去向可追踪。检查企业成品入
库、贮存、出库、销售等相关信息和食品
出厂检验记录等相关记录，全面掌握食
品销售方向，确保发生食品安全问题时、
产品可召回。 （姬保英）

中秋临近，月饼市场又红火起来。
月饼虽然美味，但高糖、高盐、高油、高热
量的特点让不少消费者望而却步。近年
来，在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膳食行动倡导

“三减三健”的大环境下，消费者更加注
重健康饮食。一众老字号与新锐品牌迎
合消费者健康需求，挑选健康食材制作
月饼，并将月饼规格逐步缩小，由质到量
多层面创新。商家与消费者携手在月饼
市场刮起“健康风”。

新品兼顾美味与健康

9月9日，记者走访北京稻香村刘家
窑店注意到，糖醇月饼在月饼专区占据
了近三分之一的货架，有糖醇红豆、糖醇
南瓜、糖醇莲蓉等多种口味。消费者可
选择方便食用的散装产品或设计精美的

礼盒包装。销售人员表示，近年来糖醇
月饼的款式越来越多，糖醇是一种天然
提取、低热量、无代谢负担的甜味剂，很
受顾客欢迎。

除了代糖的使用，记者还在电商平
台上看到，很多品牌使用荞麦粉、扁桃仁
粉代替小麦面粉，推出“零面粉”“低卡路
里”的荞麦月饼，麸质过敏患者可以尽情
享用的“无麸质”扁桃仁月饼。消费者李
女士对记者说：“老人有糖尿病，这几年
都买荞麦月饼，吃得放心，味道也不错。”

面对日新月异的市场需求，商家在
食材配方的选择上下了大功夫，让消费
者有更多样的选择。知名品牌稻香村推
出了“黑三宝”月饼，选用黑小米、黑小
麦、黑玉米、黑芝麻、黑香米组成的复合
粉，主打营养健康；上海老字号杏花楼推

出的“超仁月饼”，在传统五仁月饼的基
础上加入开心果、碧根果等多种坚果，提
高营养价值。

“小而精”产品受欢迎

在融入健康食材的同时，也有部分
新锐品牌选择了减少单个月饼份量。近
年来，90 后已逐渐成为市场消费的主
力，月饼市场也针对年轻一代消费者推
出小巧精致的月饼礼盒，并逐渐向伴手
礼方向发展，月饼规格点心化已经成为
一种趋势。

消费者王女士对记者说：“以前月饼
单个基本上都得 100克，吃一整个热量
太高，剩半个又容易坏，现在一个 70克
左右正好。”月饼不宜存放过久，按照各
品牌规定的储存条件存放，保质期大致

在45天到60天之间，存放温
度超过 30 摄氏度时保质期
仅有一周，已拆封没吃完的
月饼保质期则更短。

在喜茶推出的限定月饼
礼盒中，单块月饼为 60克。
将灵感融入包装，以“偷月
亮”为创作契机，积极探索传
统中秋的年轻表达。香港美心推出的

“mini月饼礼盒”，每个月饼约 30克，并
推出了冰皮、水果、甜品、燕窝等多种口
味的不同组合供食客选择。相比传统大
月饼，这种小月饼几口就能吃完，既无需
担心能量摄入过多，还可以避免浪费。

虽然，商家越来越注重健康食材的
选择与点心化精工制作，但消费者仍需
注意食用量。对此，中消协提醒广大消

费者：月饼属于高糖高脂食品，一般消费
者一次不宜食用过多，尤其是对于一些
老年人和糖尿病患者来说，更应该控制
食用量。市场上月饼种类很多，消费者
应结合自身的身体条件和健康状况选择
性地食用。比如，年轻人比较喜欢的冰
淇淋月饼和冰皮月饼，就不太适合肠胃
不好的人食用。此外，吃月饼佐以清茶，
对解油腻、助消化有一定作用。（刘 元）

告别告别““甜蜜的负担甜蜜的负担””今年月饼主打今年月饼主打““无糖无糖”“”“低卡低卡””

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深入开展农业面源
污染防治工作全面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
简称大亚湾经开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
于打赢污染防治坚攻的各项方针政策及工作部
署，高度重视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通过加强
领导，落实责任，强化宣传，分级监管，落实责任、
加强巡查等措施综合整治，有效防治农业面源污
染，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
康，做出了如下行之有效的举措，并制定了科学
的可持续发展的计划：

一、主要工作及成效
（一）严格控制农业面源污染：一是推广科学

施肥技术，促进化肥减量增效：实施化肥使用量
负增长行动，根据《2020年惠州市化肥使用量负
增长技术实施方案》，推广“精、调、改、替”技术措
施，加快推进测土配方施肥等科学施肥技术推广
应用。在大亚湾共计设置 18个测土取样点，根
据测土配方，示范推广有机肥+配方肥、缓控释
肥、侧深施肥等减量增效技术，带动农户转变施
肥方式，提高化肥利用率，减少肥料不合理施
用。二是强化农药使用指导：坚持绿色植保策
略，突出重点地区、主要作物和重大病虫，根据

“2020年惠州市农药使用量负增长技术实施方
案”采用生物虫控技术、灯光虫控技术等措施，农
药使用量较去年减少8.21%，实现农药使用负增
长预期目标，为大亚湾经开区农业绿色发展和高
质量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三是推进农业废弃
物回收利用：近年来，该区采用由第三方专业机
构运行维护方式，积极推进废弃农药包装、农膜
回收利用。已先后在霞冲、厚福径、格木洞、高
一、高二村开展了试点模式。截止目前废弃农药
瓶回收率95%；农膜、肥料编制袋回收利用95%；
尾菜、烂菜、秸秆发酵腐熟制作有机肥还田
85%。

（二）大亚湾经开区投入专项财政资金对全
区 8个农业生产基地开展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
作。西区横畲村和塘布村农业生产基地在原有
防治技术基础上进行了防治技术升级运维，其余
农业生产基地在原有防治技术基础上进行延续
运行维护。7月7日防治运维专业队正式进驻工
作现场，开展相关防治工作，现各项防治工作正
在有条不紊的开展当中。一是防治升级运维：
① 3条生态沟渠主体清理已经完成，现正在种植
美人蕉，预计8月底可以完成，9月生产基地农作
物种植前可投入使用；② 3座拦截沉淀过滤池主
体已经修建完成，过滤网正在制作当中，预计 8
月底可以完成，9月生产基地农作物种植前可投
入使用；③ 5个废弃秸秆与尾菜回收处理站基建
已经完成，其中四个的发酵塔正在安装，8月底全
部完成。9月生产基地农作物种植前可投入。5
个废弃秸秆与尾菜回收处理站月处理尾菜与废
弃秸秆能力约为 70吨（发酵塔容积为 15吨/座，
实际使用按照14吨计算）；④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目前正在确认具体种植作物，确认完成后即开始
采样取土，委外化验分析，在 9月份的农作物种
植时，即可推广；⑤农业生产基地内的农药瓶、化
肥袋、地膜等废弃物正在分类回收当中。二是延
续运维：生态沟渠和污水沉淀净化过滤池运维、
污水处理站运维、持续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尾菜回收发酵制肥站的运维、持续推广农作物病
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定期回收农业生产废弃物运
维、统计耗用物料；三是资金投入与治理面积：
2021年，大亚湾经开区共投入财政专项治理资金
480万元，共计治理污染面积 5752.65亩（西区街
道：塘布村与横畲村农业生产基地治理面积1700
亩；高一高二村农业生产基地治理面积 132亩；
厚福径农业生产基地治理面积 238 亩；澳头街
道：格木洞农业生产基地治理面积 493.85亩；霞
涌街道：苏埔河流域农业生产基地治理面积
451.99 亩；下沙河流域农业生产基地治理面积
455.69 亩；青龙河流域农业生产基地治理面积
1479.79亩；青龙河流域农业生产基地治理面积
801.33亩）。

（三）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情况。一是提
高认识，加强领导，落实责任。为进一步加强打
击非法畜禽养殖场的领导和协调，大亚湾经开区
成立了打击非法畜禽养殖场专项行动工作领导
小组，负责领导组织全区打击非法畜禽养殖场工
作。二是加强部门协调，形成防治合力。大亚湾
经开区在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过程中，区社会事务

管理局积极与国土、环保、城市执法、街道办等部
门协调，充分发挥各单位的职能优势，形成合力，
共同做好非法养殖场清拆、非法养殖巡查等涉畜
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确保整改取得实
效。三是强化宣传，营造氛围。大亚湾经开区通
过派发宣传资料、入户走访等方式，加强《畜牧
法》、《动物防疫法》、《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

《广东省饮用水源水质保护条例》、《养殖禽畜污
染防治管理办法》、《关于划定大亚湾区畜禽禁养
区的通告》等法律法规的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使
养殖户了解国家现行动物防疫法律，清楚自己的
权利、责任和义务，促使其自觉履行应尽的法律
责任和义务，为非法畜禽养殖场的监管工作顺利
实施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四是建立健全禽畜
养殖污染防治监管长效机制。为确保禽畜养殖
污染防治监管工作到位，大亚湾经开区立足当
前，着眼长远，建立健全大亚湾经开区畜禽养殖
污染防治长效机制，制订出台了《惠州大亚湾畜
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大亚湾畜禽养殖场管
理工作方案》、《大亚湾区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工作方案 》、《大亚湾区非法养殖场巡查制
度》等，确保禽畜养殖污染防治工作稳步推进。
五是科学划定、及时调整禁养区。2014年11月，
大亚湾经开区依法发布了《关于划定大亚湾区畜
禽养殖禁养区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根
据《惠州市 2015年畜禽养殖业清理整治专项行
动方案》(下称《方案》)、《关于划定大亚湾区畜禽
禁养区的通告》、《大亚湾区 2015年非法养殖场
清拆工作方案》和《大亚湾区畜禽养殖场管理工
作方案》的精神和要求，大力开展禁养区内畜禽
养殖场清理整治，至2016年12月，大亚湾经开区
全面完成了全区禁养区内的畜禽养殖场的清理
工作。2019年 9月，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根据《惠州市生态环境

局 惠州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做好我市畜禽养殖禁
养区划定情况排查工作的通知》有关要求，大亚
湾经开区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情况排查，进
一步规范了畜禽养殖区划定和管理。由于《通
告》的 5年有效期已到期，根据《关于转发<关于
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管理的通知>的函》
（惠市环函〔2020〕85号），区管委会于2020年3月
5 日印发了《大亚湾区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
案》。六是积极推动禁养区内规模化养殖场的关
停工作。大亚湾经开区原有3家规模养殖场，其
中，大亚湾西区塘布通养殖场已于 2016年 12月
关停，广西建邦生猪养殖场2018年11月20日关
停，大亚湾嘉裕生猪养殖场已于 2019年 5月关
停。目前，大亚湾经开区无上规模的畜禽养殖
场、养殖小区及养殖专业户。七是加强巡查加大
打击力度。大亚湾经开区按照《大亚湾区畜禽养
殖场管理工作方案》实施常态化管理, 通过建立
巡查制度，使巡查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定期组
织各街道办认真开展辖区内非法畜禽养殖场
（户）的巡查监管，及时掌握最新情况，对禁养区
内偷养、复养的养殖场户依法依规严肃查处，特
别是 2018年 6月以来，针对中央环保督查“回头
看”反馈的畜禽养殖污染整治不彻底的问题，大
亚湾经开区积极整改，会同街道办、村委会，充分
调动农村防疫员的积极性，积极发动群众，对大
亚湾经开区农村及周边范围进行全面排查，采取
高压态势，发现一家查处一家，确保清理整治工
作不反弹、不回潮，进一步巩固清理成效。

二、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通过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技术的应用与

实施，确保大亚湾经开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成效
达到省市考核标准目标：农田排放尾水水质达到
国 家 农 田 灌 溉 水 质 标 准
（GB5084-2005），同时达到省市
水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考核优于
V 类水标准；土壤农药残留按照
国家环保部门规定达到土壤环境
质量标准（GB15168-1995）Ⅱ类
二级标准。

（二）持续开展农业面源污染
防治：加强投入农膜、农药瓶、编
制袋回收率在现有的基础提高
2%；尾菜、烂菜、秸秆还田率在现
有的基础上提高5%；

（三）将进一步强化整改措
施，扎扎实实做好各项整改工作，

确保整改取得实效，加强禁养区非法养殖场的日
常巡查，发现一家查处一家，坚决杜绝非法畜禽
养殖死灰复燃，有效防治畜禽养殖污染，保护和
改善生态环境在日常巡查的基础上，重点突出四
个方面的巡查工作：一是突出对靠近河流和居民
生活区等重点地段的巡查；二是突出对有死灰复
燃迹象等重点区域的巡查；三是突出重要节点期
间的巡查。

（四）在监管方式上力求进一步转变。下来
要注重运用提示、劝导、警示、建议等行政指导行
为，实现了由刚性监管向刚柔并济监管的转变，
由管理向服务的转变，营造了和谐的执法环境。
一是通过显眼位置悬挂标语横幅，宣传相关政策
精神；二是通过广播、电视、宣传栏等方式进行广
泛地宣传、告知，做到家喻户晓，引导广大群众自
觉遵守环境法规。三是充分发挥基层干部的作
用，深入养殖场点，面对面做宣传发动和教育，耐
心做好养殖户的思想工作，争取更多的养殖户自
觉遵守法律法规，为整治工作的推进营造强大的
舆论氛围。

法院公告栏
冷祥刚：本院受理的（2021）川2021民初4436
号原告周玉芬与被告冷祥刚离婚纠纷一案，
原告请求：1.判令原、被告离婚；2.养女冷君
蓉由原告抚养，被告给付子女抚养费；3.夫妻
共同财产依法分割，债务共同偿还。因你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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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人员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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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
内。本案于2021年12月22日10时在本院第
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本院将
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
河南彤月蓝天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王梓
铭、秦闳韬：本院受理原告馆陶县中正贸易有
限公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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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绍民：本院受理原告王鑫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豫1424
民初 4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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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世富：关于我院执行的申请人于志满与被
执行人陈世富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被执行
人下落不明，联系不上，现依法公告送达通
知，本院将依法对被执行人名下的移动和联
通手机号进行评估、拍卖。限你在本公告期
满十日内到本院执行局办理相关评估、拍卖
手续，逾期则视为放弃相关权利。本院将依
法确定处置参考价，并对上述标的物依法进
行拍卖，拍卖裁定不再另行公告。本公告自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辽宁省海城市人民法院
李国祥：本院受理苗润吾诉你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1）豫 1729民初 15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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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驻马店
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法院
王建设、王红梅：本院受理李清莲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豫 1729 民初
31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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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
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法院
王军升：本院受理钟玲芝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1）豫 1729民初 33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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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驻马店
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法院
张应舟：本院受理龙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
副本、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通知书、告知审
判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辨状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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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并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三日下午15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三人民法庭（盘信人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缺席审理。贵州省

松桃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徐仕超：本院受理原告陈武笔与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本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黔 0628 民初 1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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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判决，可在本判
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
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孙傑（身份证号码511381198710023533）：
本院受理的（2021）川 1381民初 2547号原告
鲜尧诉被告孙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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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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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
马 小 东 （ 身 份 证 号 码
511381198511170039）：本 院 受 理 的
（2021）川 1381民初 3006号原告文雪梅诉被
告马小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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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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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
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
吴 艺 （ 身 份 证 号 码
5113811981040401053X）：本 院 受 理 的
（2021）川 1381民初 2308号原告张泽全诉被
告吴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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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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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
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
张 兴 刚 （ 身 份 证 号 码
512930196403040856）：本 院 受 理 的
（2021）川 1381民初 3362号原告赵正宽诉被
告张兴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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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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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
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
任 水 平 （ 身 份 证 号 码
510824198102201470）：本 院 受 理 的
（2021）川 1381民初 3005号原告文雪梅诉被
告任水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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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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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
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
包文都苏（包龙）：本院受理原告扎鲁特旗鲁
北镇小青菜店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上诉时间为
送达之日起15日内。特此公告。

内蒙古自治区扎鲁特旗人民法院
辛渭忠：本院受理原告扎鲁特旗鲁北镇瑞丰
农资种子化肥经销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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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书权利义务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
2021年 11月 16日上午 9时在本院第五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参加诉讼将依
法缺席审判。特此公告。

内蒙古自治区扎鲁特旗人民法院
马海明：本院受理宋洪光诉你与马林峰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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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文龙、张松松：本院受理罗淑艳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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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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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洋：本院受理原告孙兆刚诉周洋离婚纠纷
一案，因无法与你联系，公告向你送达起诉状
副本（诉讼请求：依法判决原被告离婚、贷款
10万元和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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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下午16点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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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竹：本院受理原告周凡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无法与你联系，公告向你送达起诉状
副本（诉讼请求：判决被告立即支付原告现金
5000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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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10点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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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柱：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桐梓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
与你联系，公告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
求：判决被告杨柱偿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本金
11870元、利息212.84元、违约金688.75元、承
担案件受理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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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下午14点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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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 卖 公 告

博爱县人民法院将于2021年10月19日10时
至2021年10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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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公
开拍卖以下物品：被执行人所有的位于博爱
县文化路（东段）宏基尊邸小区23号楼1单元
2301号、2302号，25号楼1单元2501号、2502
号、2503号、2504号、2506号，26号楼 1单元
2601 号、2602 号、2603 号、2604 号、2605 号、
2606号，27号楼1单元2706号共14套房产。
标的物详情请登陆博爱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
法拍卖网络平台查看。备注：上述拍品若流
拍，本院将依据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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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登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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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 失 声 明▲掌速通信息技术（淮安）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320802MA1MDQ2972）营业
执照正、副本丢失，公章丢失，声明作废。▲洪泽万利轮毂加工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8290534675792）营业执照正、副本丢
失，公章丢失，声明作废。▲淮安高科楼梯有限公司（工商注册号：
320891000030491）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公
章丢失，声明作废。▲马小龙出生证丢失，性别：男，出生日期：
2013年11月27日，母亲：马巧燕，父亲：马杰，
出生证号：O640014240，声明作废。▲马雅婷出生证丢失，性别：女，出生日期：
2015年12月29日，母亲：马巧燕，父亲：马杰，
出生证号：P640085325，声明作废。▲甘肃合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税控盘丢失，
税盘编号：661937064415，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