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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孟祥山）小市镇
山城子村正风肃纪监督员在一次对
精准扶贫对象入户走访时发现，第四
村民组的自来水管道和道路年久失
修，导致村民用水和出行困难，虽然
村民多次向该村民组组长白某反映，
但白某仍置之不理，严重影响了该组
近百户村民的正常生活。该监督员
立刻将情况上报至镇纪委，镇纪委迅
速开展调查核实，与相关部门沟通积
极解决村民用水和出行问题，并给予
白某党内警告处分。这是辽宁省本
溪县村级正风肃纪监督工作的一个
缩影。

今年年初，辽宁本溪县纪委监委
坚持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全县12

个乡镇（街道）120 个村（社区）通过
“村推镇（街）审”的方式，将 240名有
较高群众威信、有一定党务工作经验
的人员充实到村（社区）正风肃纪监
督员岗位，有效加强了对村“两委”班
子、村重大事项及全体基层党员的监
督。

为推动正风肃纪监督员更加高
效顺畅的履职，县纪委监委统一印发
了正风肃纪监督员日常工作手册、正
风肃纪监督员走访工作手册、正风肃
纪监督员问题线索台账，对监督员的
工作进一步规范。将监督员教育培
训纳入村（社区）干部培训总体规划，
通过以会代训、专题讲座和分期轮训
等形式，重点组织学习党章、纪律处

分条例及国家的各项支农惠农政策
等方面知识，着力提高监督员的政策
理论水平和履职能力。截止目前，共
对监督员培训126次。

结合去年村“两委”换届工作，共
推选 132 名正风肃纪监督员进入村
（居）务监督委员会，推动基层纪检监
察机构与村（居）务监督委员会有效
衔接，并逐步探索构建村社纪检委
员、村（居）务监督委员会主任、村社
正风肃纪监督员“三位一体”履职模
式。“以前的监督仅仅是对人的监督，
进入村监会后，实现了对人监督和对
事监督的统一，工作开展更加顺畅
了。”东营坊乡南营坊村正风肃纪监
督员这样说。

为提高正风肃纪监督员的工作
热情和履职积极性，各乡镇、街道实
行百分制绩效考核制度，制定绩效考
核细则，通过采取定期和不定期的明
察暗访，对监督员进行常规考核、阶
段考核、年终考核“三合一”的全面考
核，对履职不力的监督员，及时予以
清退。

今年以来，该县正风肃纪监督员
结合“走千家进万户”“正风肃纪乡村
行”活动，主动深入群众宣传党的法
律、法规、政策，共开展各类宣传 317
次，协助村（社区）党组织开展廉政教
育95次，共收集群众反映的对三务公
开中民生政策制定、事项安排、资金
分配等方面的问题和意见11条，协助
镇街纪委进行信访处理和案件查处
工作17件，成为了党和纪检监察工作
的有力助手。

本报讯 日前从新疆自治区政
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以下
简称“中心”）获悉，为推动公共资源
交易信息化、便利化建设，该中心优
化全流程电子交易平台系统和功
能，为公众搭建公共资源“不见面”
交易平台。今年以来，截至 8 月底
已累计开展全流程电子化交易项目
646 个，其中“不见面”交易项目达
到 635个。

该中心实现政府采购项目公开

招标、竞争性谈判、磋商、询价 4 种
采购方式电子化交易，以及矿业权
挂牌出让、市政工程、水利工程、交
通工程、铁路工程项目招标等全流
程电子化交易。中心设立远程异地
评标现场，相关评审专家通过远程
异地评标协调系统，对项目进行评
审，实现全区评标专家资源共享。目
前中心已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昌吉
回族自治州、阿克苏地区、和田地区、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等 5个地

州开展远程异地评标试点工作。
据该中心有关人员介绍，中心

持续完善、升级交易系统，实现中标
供应商线上自助下载中标通知书，
为交易主体提供极大便利，节约时
间成本、经济成本，目前已惠及 35
个项目的交易主体。同时，新疆自
治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投标保证金
电子保函服务系统也正式上线，实
现了从申请、核准、支付、开具到使
用的全流程电子化办理。借助金融

机构和担保公司，投标企业可在最
短时间内获取保函，解决了以往投
标保证金缴纳资金额度大、占用时
间长、收退手续繁琐、投标成本高等
问题。

据介绍，新疆自治区政务服务
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还将深入推进
区块链技术应用与公共资源交易平
台深度融合，切实发挥互联共享、阳
光交易、利企便民的支撑保障作
用。 （金 烨）

本报讯（记者 叶德宝）“我们发现小区
里有餐饮店私建露天烟囱。”日前，浙江省湖
州市吴兴区天民园小区业主委员会在接到居
民举报后，第一时间联系食品药品安全社会
监督员上门劝解，并会同吴兴区爱山街道市
场监管所、吴兴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爱山中队
到现场开展巡查，经过政策宣讲，店主拆除了
排烟管道并作无害化处理，受到居民好评。

通过社会共治力量倒逼餐饮主体自律，
是湖州实施“食美药安在湖州”行动的一个创
新之举。“小餐饮点多面广，管理时间长、空间
大，仅靠监管部门的单一监管远远不够。”湖
州市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8月，
该局专门建立了由市场监管部门、社区（村）、
业主委员会、社会组织、媒体五方组成的“五
位一体”联席联动机制，通过科普宣传、工作
指导、整改处罚、社会监督等举措来提升全民
食药安全意识和防范化解安全风险隐患能
力。食药安全是共同富裕的平安保障。作为
推动湖州市共同富裕25项标志性事项清单
之—的“食美药安在湖州”建设，今年取得了
实效。

目前，湖州已建成全国首个县级食安风
险综合治理中心，成功举办全省食品安全抽
检提质增效现场会。德清的正大青春宝药业
有限公司成为全省药品生产“黑匣子”工程首
批试点单位，全省首个国家级化妆品教学基
地落户该市吴兴区美妆小镇，食药现代化治
理持续走在全省前列。

精密智控是筑牢食药安全防线的关
键。湖州在全省率先探索食品违法“简案快

办”执法模式，单个食品违法案件办理时间从
原先的25天压缩至半天，当事人从至少跑3
次变成现场1次完成，案卷数从40至50页变
为无纸化。同时，聚焦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

“一件事”改革，建成“阳光工厂”205家，实现
6大类重点餐饮单位“阳光厨房”全覆盖，655
家生产单位、1453家流通单位接入“浙食
链”，4357家网络餐饮接入“浙江外卖在线”，
湖州市吴兴区上线全省首个美团外卖“阳光
厨房”专区。全市还建成254家农村家宴阳
光厨房和359家学校食堂智能“阳光厨房”,
100%食品抽检任务全部实现抽检分离，监督
抽检完成11512批次。

做好民生实事加快了食药产业提质增
效。今年以来，湖州市市场监管局牵头建成
全省首家智慧药房，31家民生药事服务站挂
牌运行；推进化妆品放心消费行动，实施“百
千万”美丽消费示范工程新三年提升行动，推
进美妆示范店、示范街区创建。另一方面，大
力实施质量兴农工程，新获证绿色食品 91
个，完成续展52个，全市有效期内绿色食品
数量达到383个。

“我们以问题监管为导向，在全市范围
内开展了‘护企为民’百日铁拳行动，共结案
1378件，罚没款351.75万元，线索核查率达
到 100%，食药违法犯罪打击处理数同比上
升10%。”湖州市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接下去湖州市市场监管局将牵头以国家
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县
（市、区）创建申报为契机，打造好“食美药安
在湖州”品牌，筑牢“舌尖上的安全”。

辽宁本溪县村级正风肃纪监督员吹响“前沿哨”

新疆搭建公共资源“不见面”交易平台
互联共享 阳光交易 利企便民

筑牢“舌尖上的安全”倾力打造“食美药安在湖州”品牌

浙江湖州推进食药现代化治理

地方动态

“天然柠檬香抑菌+清爽”“香柚农场
健康泡泡洗手液”“0添加人工色素”“99%
抑菌”“天然抑菌”……开学季，针对孩子
使用的儿童洗手液迎来热销。记者走访
北京市多个超市发现，洗手液品种丰富，
有抑菌洗手液、泡沫抑菌洗手液、免洗抑
菌洗手液、免洗喷雾等。

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以手部
消毒为重点的洗手液一跃成为生活必需
品。随着健康消费需求提升，企业也不
断加大技术升级与创新力度，推出更多
绿色安全、形态多样的产品以满足新的
市场需求。

消杀蓝海新宠

“以前习惯用香皂洗手，疫情后开始
用洗手液，从购买量上来看，目前洗手液
买得会多一些。”北京消费者周女士对记
者说。

疫情不仅改变了大众的生活方式和
消费习惯，也催生出市场对消杀产品的
新需求。具有杀菌消毒功效的清洁产品
包括消毒液、洗手液以及杀菌洗涤剂等
市场需求激增，日常使用的洗手液成为

“新宠”。
北京绿伞首席科学家张辉近日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洗手液是人们用于清
洁手部卫生的清洁剂，疫情催生大量的
洗手液涌现上市，销售火爆。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0年新冠疫
情对84%消费者的消毒产品购买行为产
生了影响。另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显
示，国内洗手液市场规模自2019年起将
继续以 25.3%的年复合增长率增长到
2024年的 84亿元，渗透率也将提升至
55.8%。

疫情初期，消毒杀菌类产品供不应

求，一些企业纷纷转产、跨界生产，一时
间洗手液成为行业风口。日化企业如上
海家化、拉芳，甚至国际品牌LV、Gucci等
纷纷跨界生产洗手液。

山东省日用化学工业协会郭安广秘
书长向记者表示，一直以来，很多消费者
习惯使用香皂洗手，而疫情发生后，洗手
液因其多功能性及避免交叉污染等优
点，被更多人所接受。

辨识抑菌杀菌概念

消费者更看重洗手液的哪些功能？
从阿里平台数据分析来看，2021年 1-5
月线上洗手液热销产品关键词大多强调
抑菌杀菌和消毒功效。

针对消费者比较看重的“消毒”“抗
菌”“抑菌”等功效情况，记者走访商超时
发现，大部分洗手液通常会标注“洗去

99.9%的细菌”“抑制99.9%细菌”“90%抑
菌”“有效抑制99.99%的细菌”……对于
几个“9”之间的差别，北京消费者王女士
表示，自己并不清楚，但感觉“9”越多杀菌
效果越好。

据了解，按照《消毒技术规范》要求，
消毒类产品的杀菌率要大于99.999%；抗
菌类的杀菌率可高达90%以上；抑菌类
通常情况下抑菌率达50%以上。“目前能
达到‘5个9’的消毒洗手液少之又少。”张
辉还表示，一些消费者对“抑菌”理解不
到位，市面上经常出现“除菌”一词，但“除
菌”是没有数量概念的俗语，为此消费者
需正确理解“消毒”“抗菌”“抑菌”等概念，
谨防被忽悠。

绿色驱动创新

如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崇尚绿色

天然产品，希望洗手液能“降低刺激、滋
润皮肤”“温和清爽、保护皮肤”。

对此，北京纬世天然科技股份公司董
事长徐龙虎对记者表示，目前洗手液及消
毒产品的使用量很大，很多家庭购买大量
的消杀用品来清洁家居、清洁手部，但不
少消费者也注意到过度清洁并不利于身
体健康，对环境也不友好。

目前市场上也出现了一些宣称“天然
植物提取”“天然抑菌”概念的洗手液产
品。据张辉介绍，主打天然洗手液概念的
产品大致有两种，一是产品所用的清洁剂
和原料是从天然油脂里提取，经过加工出
来的清洁表面活性剂；另一种是加入了天
然草本的提取物，有些天然草本的提取物
本身有抑菌作用，如金银花、甘草、茶籽
油、牡丹皮等提取物有抑菌、抗菌成分。

“这些大自然的产物不仅对人体健康有好
处，对自然环境也是友好的”。

中国洗涤用品工业协会理事长汪敏
燕此前对媒体表示，生产企业及相关院
校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加强技术
升级与创新，积极应用新型季铵盐、阳离
子表面活性剂、MES植物基表面活性剂
等，开发生产免洗消毒洗手液、消毒喷
雾、感应洗手液等多种形态产品，使得各
种新型消杀产品迅速面世。

随着技术升级，洗手液产品品类也
进一步丰富，便捷免洗、凝胶、泡沫质地
类产品更受欢迎。

据张辉介绍，新型的凝珠洗手液在
形态上进行了创新。消费者可把一颗含
有洗手液成分的凝珠放在一个瓶子里，
里面加入水，待凝珠融化以后就“DIY”成
抑菌洗手液了。不过，凝珠洗手液的包
装皮可融入水，但并不容易生物降解，还
待继续研发。 （中 消）

满足绿色安全消费需求

花样消毒从洗手开始
近日，国家广电总局宣布立即叫停利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节目

宣传推销槟榔及其制品。可能有人对槟榔还不熟悉，觉得这份通知很
突然。槟榔是世卫组织确定的一级致癌物。2017年，原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公布的致癌物清单中，槟榔果和槟榔嚼块均被列入一级致
癌物，与砒霜（砷）并列。

医学界对嚼槟榔和口腔癌之间的关系有共识。国家卫健委发布
的《健康口腔行动方案（2019-2025年）》中，将咀嚼槟榔与吸烟并列为
两大口腔疾病高危行为，强调“在有咀嚼槟榔习惯的地区，以长期咀嚼
槟榔对口腔健康的危害为重点，针对性地开展宣传教育和口腔健康检
查”。至于危害究竟有多大，图片触目惊心，感兴趣的可自行搜索。

然而，就是这容易致癌的槟榔，在热门网络综艺和视频热播剧里
却能频繁做广告，不仅宣称提神醒脑、常备无患，甚至还打出了“有枸
杞更养生”的概念，全然不提槟榔外包装上明晃晃地印着“长期过量咀
嚼，有害口腔健康”。

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一种自己都承认有害的商品，却能够到
处做广告，而且主要面向年轻人进行诱导式传播，背后首先是经济账。
巧了，湖南卫视所在的湖南正是我国食用槟榔的主要加工地，目前广告
投放最火热的品牌都来自当地。业内估计湖南槟榔产业总产值达300
亿元，超过50%的人习惯嚼食槟榔。只要舍得花钱，槟榔也可以是大金
主。其次，槟榔企业有一定工艺改进，据说是去掉了槟榔碱含量最高的
槟榔核，同时经过浸泡等工序，降低了槟榔碱成分，比过去更安全。某
槟榔企业还被评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实际危害
可能比想象的小，这也许是槟榔被获准做广告的原因之一。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广告法明令禁止香烟广告，也禁止酒类广
告出现诱导饮酒的内容，且不得明示或者暗示饮酒有消除紧张和焦虑
等功效，却没有提及槟榔。按照“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原则，就算明知
槟榔有害，槟榔做广告也不犯法，广告经营者更犯不着拒绝送上门的业务。

近几年，槟榔广告四面开花，把“提神醒脑”的槟榔卖给了很多原本不好这一
口的人，各大品牌的销量迅速增长。电商平台上，有的产品回头客上万。可是，有
多少消费者是在充分了解槟榔之后理性购买的呢？

在湖南、海南等地，槟榔已成了一种文化，还被列入湖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背后是百亿元产业和几十万人的就业。但槟榔有害健康也是不争的事实，国
家和个人救治口腔癌的花费同样是巨资。在争议尚未解决之时，对槟榔产业不宜
一棍子打死，但也不能像灰堆里的豆腐，吹不得打不得。

医学界认为槟榔致癌，一些企业界人士宣称新技术能让槟榔安全有保障，各
执一词。相关部门应及时介入，用科学客观、公开公正的检测数据为槟榔定性。它
是毒、是药还是食品，得有个说法；在此基础上，应抓紧制定监管办法，是禁是管还
是放，要用科学说话，以法律为准绳。

叫停槟榔广告很有必要。有争议的槟榔，配不上太洗脑的广告，尤其不能让
不明就里的未成年人被误导，冒着危害健康的风险去追这种时尚。在结论出来前，
槟榔广告应当先静一静为好。 （经 报）

某国际运动品牌的球鞋“闪电倒
钩 ”在 国 内 上 市 以 来 ，热 度 一 直 不
减。记者在某潮牌购物平台发现，发
售价为 1599 元的球鞋，已经被炒到 2
万元左右，最高甚至达到 69999元，溢
价超过 40 倍！尽管鞋的价格被炒到
令人咋舌，但截至记者发稿时，已显
示有超过 1100人付款。

所谓“炒鞋”，就是把一些潮鞋购
入后加以囤积，等到价格上涨时再卖

出。一些产量少的爆款运动鞋，一转
手就能卖高价。

不仅是国际品牌，一些国内品牌
的鞋也被热“炒”。记者浏览各购物
平台发现，一款参考发售价仅 1499元
的明星同款篮球鞋，价格已被“炒”到
48889 元。另一款原价 899 元的篮球
鞋，目前的价格为 5999—6999 元，而
且断码严重，大部分号码显示无货。

而“炒鞋”之风背后则藏着商家

的套路。某运动鞋品牌的一名王姓
导购表示，许多品牌商都会在发售限
量款明星联名高端球鞋时，采取预约
排队、抽签购买的方式进行“饥饿营
销”，通过增加球鞋稀缺性提升品牌
价值。同样有购潮鞋经历的小彭说，
有些限量的球鞋，官网上根本不会显
示。

“专业”的“炒鞋客”也是推高鞋
价的帮手。记者了解到，“炒鞋客”通

过专业的抢鞋软件，从官方发售的渠
道以发售价抢买热门款。他们会在
某款鞋处于低价时，在炒鞋平台集中
入手大量同款鞋，一旦达到某种数
量，便可以左右这款鞋在二级市场的
定价。

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熊超
认为，球鞋品牌方、“炒鞋客”以及各
种二级市场交易 APP 平台，将所谓的
潮鞋价格抬到了一个本不该有的天
价。有些“炒鞋”行为可能涉嫌违法，
要小心风险。根据价格违法行为行
政处罚规定，经营者相互串通、操纵
市场价格造成商品价格较大幅度上
涨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违法所得 5倍以下的罚款。 （刘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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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动辄被抬高到几倍甚至几十倍，已脱离穿着属性

“炒鞋”之风刹不住！谁在点火？

现制饮品、手工酸奶、冰棍、烘焙、文创产品……9月16日，作为老字号
探索创新的产物，北冰洋全新体验店“北平制冰厂”正式亮相环球影城。游
客可以体验到“北平制冰厂”的各种现制饮品、手工酸奶和手工巧克力。记
者了解到，这是“北平制冰厂”正式开业的第三家店。 （王 洋 文/摄）

老字号碰撞娱乐文化老字号碰撞娱乐文化
““北平制冰厂北平制冰厂””落户环球影城落户环球影城

法院公告栏
钱杰：本院受理原告李天伟与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结。判决如下：被告钱杰在
本判决生效后立即支付原告李天伟货款
15730 元，并支付违约损失（损失的计息方
式：自 2021年 5月 13日起按年利率 3.85%计
算至清偿时止）。案件受理费 193 元，公告
费 600元，共计 793元由被告钱杰负担。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川 1921民初 1917
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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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通江县人民法院
向明：本院受理原告裴兵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结。判决如下：被告向明在本
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原告裴兵借款 20000
元，并支付资金利息（利息的计息方式：以本
金 20000 元为基数自 2021 年 6 月 17 日起按
年利率 3.85%计算至清偿时止）。案件受理
费 300元，公告费 600元，共计 900元由被告
向明负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川
1921民初 2343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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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四川省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通江县人民法院
周相勤：本院受理原告陈全友诉你民间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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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告
知书、诉讼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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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案定于
2021年 12月 23日上午 9时 0分在本院马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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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裕强：本院受理原告畅路捷通（北京）商贸
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诉讼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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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12月23日上午
10 时 0 分在本院马鞍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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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鹏飞：本院受理原告殷建国与你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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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
政监督卡、司法公开告知书。自发出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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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井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河北省涉县人民法院
任荣华：本院受理的（2021）川 1381 民初
2303号原告蒲运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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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克志、康克兰：本院受理四川阆中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起诉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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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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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诉讼请求：请你们偿还贷款本金
50000 元及利息 4387.62元。自公告之日起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未公告期满
后的 20 日内。本案于 2021 年 12 月 13 日上
午 9点 30分在阆中市人民法院千佛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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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元奎（512930197208108776）：本院受理
原告张仕兵诉被告陈元奎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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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
送达本院（2021）川1381民初3185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陈元奎在本判决生效
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张仕兵砂石款 65000
元。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应于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履行，逾期则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 1426 元，公告费 600 元合计 2026
元，由被告陈元奎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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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兴强：本院受理原告赵海梅诉被告柴兴强
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在外地
址不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川1321
民初 270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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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
魏峰：本院受理的原告周彦俊与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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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四川省巴中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法院
刘振春、贾宝龙：本院受理杜洪付诉刘振春、
贾宝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上午9时30分在本院亚东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特此公告。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樊祥龙：本院受理原告陈翠红诉你排除妨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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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害，排队
妨碍，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5万元，并承担本
案诉讼费用。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上述文件，逾期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楼德法庭
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山东省新泰市人民法院
李春华：本院受理原告李传勇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1.判
令原被告离婚，依法分割共同财产；2.判令
婚生子李志豪由原告抚养，被告支付抚养
费；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上述文件，逾
期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
第 3日上午 10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楼德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山东省新泰市人民法院
王玉增、王宏艳：本院受理原告刘广军、希文
英诉被告王玉增、王宏艳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 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靠山庄法庭
网上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
决。 河北省遵化市人民法院
贾松（身份证号码511303198205190016）：
本院受理的（2021）川1381民初2932号原告
李德志诉被告贾松劳务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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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云海、孙晓荣、四川省巅峰水电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罗国平、蒲加珍、鲜
开广、李琼英、安永科诉你们、四川天府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阆中支行第三人撤销之诉一
案，案号为（2021）川1381民撤2号。因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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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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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十五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
本案于 2021年 12月 23日 09时 00分在阆中
市人民法院第十审判庭开庭审理。届时未
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
刘 元 强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512927195110042839）：本院受理原告陈
俊诉被告阆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第三人
四川省阆中安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动产
抵押登记一案，案号为（2021）川 1381行初 1
号，本院为查清案件事实，依职权追加你为本
案第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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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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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十五日内。本案于2021年12月14日09时00
分在阆中市人民法院第十审判庭开庭审理。
届时未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
祖晶：本院受理祝金平诉你及陈兵、中国平
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盐城中心支公司、
上海一嗨成山汽车租赁南京有限公司、国任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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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十九法庭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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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大庆：本院受理张洋生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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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露：本院受理原告王玮诉你民问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苏 0812 民初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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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明权：本院受理原告戴家勤诉你民问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苏0812民初36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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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峡金岸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李春海诉
你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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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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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峡金岸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陈奋英诉
你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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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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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