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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族人民都要向劳模学习，以
劳模为榜样

劳动模范，是时代的领跑者。在不
同的年代，一批又一批具有崇高精神和
时代特色的劳动模范，激励着广大人民
群众为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富强而拼搏
奋斗。

“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
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24个
字，精准概括了劳模精神的丰富内涵，
道出了劳动模范之所以能在广大劳动
者群体中脱颖而出的根本原因，为新时
代广大劳动者群体提出了奋斗的目标
和方向。

——爱岗敬业、争创一流，体现的
是劳动模范的本色和追求。

“我热爱高高的塔机，喜欢它那长
长的铁臂、炽热通往天路的神梯，热爱
钢铁般的气息。”谈到对自己工作的热
爱，全国劳动模范、中国建筑一局塔吊
工人王华曾以诗一般的语言表达了自
己的心声。

干一行，就要爱一行，尽职尽责。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工作岗位没
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贡献大小之别。
从掏粪工人时传祥、公交车售票员李素
丽 ，到 水 电 工 人 徐 虎 、邮 递 员 王 顺
友……无数个从平凡岗位上走出来的
劳动模范，传递着鲜明的价值导向：劳
动者只有立足岗位和本职工作，兢兢业
业、精益求精，才会在为社会和国家作
出贡献的同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

干 一 行 ，还 要 专 一 行 ，争 创 一
流。早期的劳动模范产生于劳动竞
赛 ，从 一 定 意 义 上 讲 ，劳 动 模 范 是

“比”出来的。曾创造多项世界纪录
的金牌工人许振超曾说：“咱当不了
科学家，但可以练就一身‘绝活儿’，
做个能工巧匠。”2003年，53岁的许振
超和队友们以 6小时 27分钟的速度，
卸完 3400个集装箱，创造了单船效率
339 自然箱的新世界纪录，在全社会
掀起了“振超效率”的旋风。

——艰苦奋斗、勇于创新，体现的
是劳动模范的作风与品质。

艰苦奋斗，不仅是劳模精神的重要
内容，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一勤
天下无难事”，历年来的劳动模范，他们
身上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奋发奋斗、
苦干实干。

奋斗，让只有初中文化的中铁一局
电务公司电力高级技师窦铁成站在了
技术最前沿，成为高级技师和知识型工
人。从 1999年起，那时已 43岁的他从
辨认一个个字母开始，练打字，钻研
CAD制图软件，书写了近200万字的学
习笔记，记满了90多本工作笔记，先后
解决技术难题69项，并创造多项专利。

创造不平凡的业绩，勇于创新是关
键。近年来评选出的劳模，高级技工、
科研精兵的比重不断增加，知识型、创
新型劳动者不断涌现。“多做一点点、创
新一点点，日积月累，‘高原’才能成
为‘高峰’，才能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
造转变。”全国劳动模范、中国电子科技
集团公司第五十四研究所钳工夏立说。

——淡泊名利、甘于奉献，体现的
是劳动模范的境界与修为。

各个年代的劳动模范，都有一个可
贵的品质：为了党和国家的事业以及人
民的幸福生活，默默奉献着汗水和智
慧。

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一意干社会
主义——这是全国劳模尉凤英始终坚
守的信条。1953年到 1965年间，她实
现技术革新 177 项，重大技术革新 58
项，所获得的奖金全部被她用来购买科

研资料、建图书馆，一门心思搞革新。
“劳模劳模，不劳动算什么劳模！”

全国劳动模范、原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
党总支副书记申纪兰几十年来从未停
止过植树造林、绿化荒山的步伐。她带
领村民坚持不懈植树播绿、修复生态，
使昔日的荒山秃岭变成了草木葱茏的
森林公园。

全国劳动模范、原交通部上海海运
局海员杨怀远总是带着一根小扁担，上
船、下船的时候，他用扁担将旅客的行
李挑上挑下，义务服务38年，书写了为
人民服务的“扁担传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国各族人
民都要向劳模学习，以劳模为榜样，发
挥只争朝夕的奋斗精神，共同投身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

时代在变，但精神不变。“劳模精神
丰富和拓展了中国精神的内涵，充分展
现了我国新时代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
的精神风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中国
劳动关系学院劳动教育学院院长李珂
说。

不断在新的起点上为党和人民创
造更大业绩

自1950年第一批全国劳模诞生至
今，劳模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荣
誉，伴随着新中国的发展进步，影响了
几代人的人生追求。

“劳模”中心词是一个“劳”字，关
键是一个“模”字。“模”，体现了一种

“示范”“楷模”的价值导向，体现了一
种榜样的作用，意义就在于让广大劳
动者学习和弘扬劳模身上的精神品
质。在劳模精神的引领与影响下，一
代代劳动者向劳模看齐、向劳模精神
致敬，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劳模
精神，汇聚起劳动托起中国梦的强大
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劳模精神不断发扬光大，并焕发出新
的时代光彩。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
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
更多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
也为劳动者、奋斗者实现人生出彩提
供了广阔舞台。由此带来的变化是，

“老黄牛”风采仍旧，“技术精兵”谱写
新曲。王进喜、时传祥、张秉贵等老
一辈劳模感动了无数人，而“蓝领专
家”孔祥瑞、“华夏第一炼钢工”郑久
强等新一代劳模向“知识型、技术型、
创新型”转变，他们身上的精神同样
感召着无数人。

“我们在评选表彰中注重推荐产业
工人特别是高技能人才，许多80后、90
后的高技能人才已经成长起来。”中华
全国总工会劳动和经济工作部一级巡
视员闵迎秋说，当代工人既要有力量，
还要有智慧、有技术，能发明、会创新，
以实际行动奏响时代主旋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在全
社会大力宣传劳动模范的先进事迹，号
召全社会向他们学习、向他们致敬。”

“劳动模范要珍惜荣誉、谦虚谨慎、再接
再厉，不断在新的起点上为党和人民创
造更大业绩。”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
一代人的担当。随着时代的发展，劳模
还将被赋予更多的时代内涵，但无论是
生产者还是创业者，无论是讲社会效益
还是讲经济效益，劳模精神的内涵历久
弥新。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
程上，我们更需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
激发奋进力量，齐心协力创造新的伟
业、谱写新的辉煌。

（人民日报）

果不其然，北京环球影城刚一开园便
在中秋小长假里登上全国最热门景区的
榜首，正当更多游客紧攥门票准备冲向大
门之时，线上有这样一批人也在拈弓搭
箭，准备大捞一笔，他们就是那些活跃在
电商平台上的环球影城代购们。记者在
淘宝上搜索“环球影城代购”，近百个店家
随即映入眼帘，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代
购中不少选择了“无差价”售卖，园内售价
为349元/根的魔杖349元卖，849元的巫
师袍依旧如此。搭时间不说，还得自掏路
费的环球影城代购们难道“赔钱”只为赚
吆喝？

一周一进货偶尔也接急单

记者在淘宝上以“环球影城代购”
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小黄人爆米花桶、
哈利·波特魔杖、环球影城限定星球水
杯不仅是各个店铺的必备宝贝，更是当
下的热销商品，在销量排名列表中稳居
前列，月销量最高的则已超过百件。

据某淘宝店店主李女士透露，“一般
情况下，我们都会提前跟买家打好招呼，7
天内发货，因此每周去一次环球城市大道
的商店进货就足够了，货品多时3—5天
去一次，把期间内积累的订单购齐，热门
商品适当备一点货。如果有买家需要加
急24小时内发货，也会临时去配货，只不
过需要买家额外交20元—40元不等的加
急费。”

另一位代购吴女士则发现消费者的
需求量相当可观，“在我的所有买家中，除
了部分是因无法到现场以外，我发现也有
消费者是在试营业期间去过环球影城的，
或是已购买好门票、为了去玩提前置办装
备的，所以一个月做下来，完全打消了我
对于持续性客流的顾虑。”

前两天刚刚从代购手中购买了一身
哈利·波特巫师袍的闫女士直言：“我是计
划9月底去环球影城的，按照经验，游客
会很多，体验项目估计也会排队，所以不
想在购物上浪费太多时间，提前买好当天
直接穿着去，免得还得换衣服。”

不收差价攒人气有后招

对于时下环球影城比较热门的衍生
品，记者做了这样一项调查，以当下销量
较高的哈利·波特魔杖为例，官方售价349
元的魔杖在多个淘宝代购店铺中，标价也
均为349元，官方售价为849元的巫师袍
也是如此，按照原价对外销售，除非是加
急单才会收取几十元的费用。同时，记者
向多个店铺进一步咨询以上商品是否会
加收代购费，店主均不约而同地回复，“就
是按照原价卖。”

“我们店大部分商品都是原价买原价
卖，不收代购费，就是想先赚个销量攒个

人气。”李女士表示，“现在做代购的越来
越多了，我们得先把销量做上去，这样以
后搜索店铺的时候才能有机会排在前面，
吸引更多人买，接到更多的订单。”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代购店铺也并非
全部商品都以原价出售，还有少部分商品
存在不同程度的加价，比如官方售价为80
元的环球影城限定星球水杯，代购标价均
在百元左右，官方售价不到200元的小黄
人爆米花桶，代购标价基本都超过 250
元，更高一些的则达到300元左右。

“这些限定品比较难买，所以会适当
加价，如果全都按照原价卖，那我们连个
车费都挣不回来，还是需要一些利润的，
薄利多销。”李女士如是说。

正当一些代购想着借限定品获利时，
还有代购则打着其他的算盘。一家代购
店铺店主张先生表示，“我家在通州开了
个民宿，距离环球影城也不算远，想着以
后能借着环球影城多揽揽生意，正好先通

过代购积攒点人气，说不定以后就能有更
多客源，代购、民宿两块生意都不耽误”。

瞄向邮费赚薄利

原价买原价卖，这在代购产业中本就
不是一件常见的事，虽然目前部分环球影
城代购因盘算着攒人气而做出这一选择，
但也有一部分是因同行如此而被迫为之。

“我们也没想原价卖。”某代购店铺客
服无奈地向记者表示，“最开始做环球影
城代购就是想通过中间的差价赚取利润，
也没想订单量暴增一下大赚一笔，就想着
有相对稳定的订单即可，但耐不住竞争对
手按照原价卖了，只能跟着他们的步调去
攒人气了。”

然而，虽然这些代购无奈因竞争对
手选择原价买原价卖，但为了获得利
润，他们也想了其他的方法。“既然竞争
对手走了这样一步棋，我们也就只能换
种方式，通过邮费来换个差价。”该客服
如是说。

据某电商领域从业者透露，与普通
人发快递只是偶尔一两单不同，由于卖
家需要将商品运送给全国各地的买家，
发快递的数量较多，因此可以与快递公
司进一步协商价格，调低每单的快递费
用，但在店铺的商品页面中，仍按照 10
元—15元不等的价格进行标注，并由卖
家承担快递费，从中赚取些许利润，但
也较为微薄。

数字文创产业智库研究员李杰认
为：“有买有卖，有供有需，出现代购的
情况并不意外，说直接一些就是托人帮
忙代买物品，且双方在劳务费上达成一
致。但是代购过程中也会存在风险，比
如到货后质量存在问题等，消费者也需
擦亮双眼。” （京 商）

“双减”政策落地后，中小学生迎
来了新学期的第一个周末，记者在走
访上海的各类培训机构时发现，非学
科类的培训班成为“香饽饽”。

上海市友谊路的一处青少年活
动中心，主要开办的是一些运动、艺
术、科技类的培训课程，记者手边的
这间教室里正在进行的就是一场少
儿泰拳的体验课。

记者了解到，在“双减”政策落地
之后的首个周末，这里整体的咨询订
单量是成倍增长，有不少家长都是带
着小朋友过来参加试听课，也咨询相
关的培训计划。

家长们告诉记者，对于孩子周末
突然减少的课业补习，他们多多少少
还是有一些担心，但想到孩子减轻了
课业压力，能够有更多时间来培养自
己的兴趣爱好，给孩子报一些兴趣班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其实担心还是

多少有一点，但是我相信整个学校的
教育也在调整，我们自己作为家长，
也 要 更 合 理 地 规 划 孩 子 的 课 余 生
活。”家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刚刚过完开学第一周，小朋友们
也感受到了学校课程安排和作业布
置方面的变化，在选择兴趣班来规划
课余时间的时候，大多数都是以孩子
的爱好为主。也有不少家长表示，送
孩子来兴趣班，因为其实之前就有这
方 面 的 打 算 了 ，正 好 现 在 遇 到“ 双
减”，也希望给孩子有一些兴趣爱好
的培养。

记者走访的多家非学科类培训
班负责人均表示，开学第一周的客流
较以往都有明显的增长，不少机构也
专门调整了教学计划，开设专场体验
活动，增加音乐剧团等兴趣培养方
向，丰富孩子们的选择。

（综 合）

国家体育总局发
布 的 第 六 次 全 国 体
育 场 地 普 查 数 据 显
示，与我国庞大的人
口基数相比，体育场
地 存 在 总 量 相 对 较
少、分布不均衡、功
能单一、配套设施薄
弱、商业化程度较低
等问题。

全民健身观念深
入人心，全民健身氛
围 愈 发 浓 厚 。 体 育
运 动 已 成 为 生 活 中
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体 育 场 地 消 费 力 量
不 容 小 觑 。 如 何 进
一 步 优 化 体 育 场 地
消费环境，更好地满
足 广 大 消 费 者 对 运
动健身的要求，大力
促 进 体 育 消 费 市 场
长足发展？

要完善体育场地
的 基 础 配 套 设 施 。
建立便利商店、体育
器材店、收费冲凉场
所 等 基 础 配 套 服 务
设施，满足消费者多
元化的消费需求，为
消费者提供便利，为体育场地
服务业增添新的消费活力。

要增设体育场地的创新配
套设施。体育场地应打破仅提
供运动消费的单一模式，积极
扩展与运动相关的消费，搭建

“运动+休闲+餐饮”一条龙服务
的直通车，譬如运动馆搭配轻
餐饮，打造塑形减肥餐、运动拉
伸按摩等服务为一体的场所，
优化消费者的消费体验，提升
整体满意度，让体育场馆带动
更多消费。

要推动体育场地的结构智
能化发展。智能化是体育场地
未来发展的一大趋势，要开拓
思路，寻找体育场地与互联网、
大数据、5G 等先进科技的结合
点，加快推动智慧体育场地建
设，完善体育场地智能设备服
务能力，大力发展馆内导航、现
场互动、网上叫餐、电子门票、
手机付费等衍生服务功能，用
智能化服务满足消费者的新需
求，促进提升消费者的消费积
极性。

（梁 硕）

记者从 9月 22日召开的上海市制
造业数字化转型工作推进会上获悉，
上海计划到 2025年打造 100个具有行
业影响力的制造业数字化赋能平台，
实现 80万企业上平台，形成 1000个数
字化标志性工业应用场景。

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吴清指出，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引
擎，数字化转型也成为提升制造业竞
争力的必由之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不仅是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内
容，更是上海构筑未来发展战略优势
的重要支撑。未来三年，上海要推动
全市规模以上企业数字化转型比例达
到 70%，特别是要聚焦“3+6”重点产业
体系，带动全行业平均提质 3%、降本
8%、增效 8%。

目前，上海重点激发多元主体创
新活力，推动在沪央企、地方国企、外
资和民营企业结合行业特色，逐步形
成了以知识化、质量型和数字孪生为
特征的数字化转型之路。在“工业互
联网平台+制造”方面，培育了 26个有
行业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链接
全国 120 多万家企业、820 万台设备；
打造了 3.5 万个工业 APP、150 万个数
据集、5500 个工业算法、2700 个行业
级知识图谱等。在“5G+工业互联网”
方面，上海部署 5G、IPv6 等数字新基
建，到年底全市将累计建成 4.5 万个
5G 室外基站；围绕协同研发、远程设
备操控、柔性生产等场景，建成 20 个

“5G+工业互联网”全链接工厂，推动
航空、汽车、钢铁、船舶等重点行业建

设 500 多个示范应用。在“AI+制造”
方面，重点打造 100+智能工厂，推动
AI 在工业机器人、故障监测、敏捷反
应等场景应用。在“数字化+制造载
体”方面，发布了两批 40 个市级特色
产业园区，落实长三角工业互联网一
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推动标识解析
上海顶级节点面向三省一市上线 29
个二级节点，链接企业超万家、标识注
册量破百亿，涌现了一批新应用新模
式。

会上，长三角 G60 工业互联网创
新应用体验中心正式启动，松江区、光
明乳业、宝信软件、上海市工业互联网
协会分别围绕工业互联网示范基地、
智能化工厂、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生
态体系等主题作经验交流发言。

资料显示，上海是中国近代重要
的民族工业发祥地、民族品牌发源地
和集聚地。昔日，“上海制造”不仅在
中国市场“一枝独秀”，而且远销东南
亚及欧美市场，形成了上海牌手表、蝴
蝶牌缝纫机、凤凰牌自行车、大白兔奶
糖等一系列家喻户晓的上海品牌。而
今上海正借助“数字化东风”加速制造
业转型。

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上海全市
实现工业总产值 3.7万亿元人民币，工
业增加值达到 9657亿元，工业增加值
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达 25%，顺利完
成“十三五”目标。 （中 新）

9月 16日，天津市交通运
输基础设施养护集团有限公
司在津歧公路拓宽改造工程
二标段建设中，首次使用 3D
摊铺工艺和无人驾驶碾压作
业进行路面沥青施工。据介
绍，此次采用的工艺在路面摊
铺沥青时一次成型，相较于传
统方式提高了控制精度、作业
效率、施工质量；同时再配合
无人驾驶压路机进行高效率、
高质量碾压作业，有效避免人
为操作施工过程中路面压实
不均的问题。

（李 然 摄）

“双减”开始！周末音乐培训班学生明显增长

环球影城原价代购只为赚吆喝？

上海加速制造业数字转型
至2025年拟形成千个数字化标志性工业应用场景 体

育
场
地
应
满
足
多
元
消
费
需
求

智能装备助力公路建设智能装备助力公路建设

9月16日，摊铺机和无人驾驶压路机在进行施工作业。

法院公告栏
李金召：本院受理原告郑州奥星实业有限公
司诉被告李金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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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宋河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特此公告。

河南省鹿邑县人民法院
张成：本院受理的原告郭凤莲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已经审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联系，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川 1303民
初 246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
内来本院龙门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供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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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法院
王树海：本院受理原告王井丰与被告王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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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监
督卡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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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本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
后的第 3 日 9 时 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台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辽宁省北票市人民法院
史琛：本院受理原告高殿卿诉你买卖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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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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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彩侠：史云飞诉你变更抚养关系纠纷一
案，本院已经受理。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当事人诉讼权利和
义务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告知
合议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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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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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日上午 9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邱县人民法院
王莹、陈同：本院受理原告刘苓苓诉你
（2021）辽 0381民初6418号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和
十五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九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南台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海城市人民法院
王 建 (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
511028197606150812)：本院受理（2021）
川1028民初2225原告浙江嘉信自动化设备
有限公司诉被告王建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王建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浙江嘉信自动化设
备有限公司垫付款 33000 元，并以 33000 元
为基数，从 2020年 12月 17日起按同期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计算利息，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案件受
理费 636元，公告费 400元，共计 1036元，由
被告王建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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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四川
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四川省隆昌市人民法院
陈桂铸：本院受理原告陈军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本院判令：1、请求法院判
令被告归还原告欠款 110000 元，从诉讼之
日起至判决还款之日按利率 6%计算；2、本
案诉讼费用由你承担。因无法通过其他方
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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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下午 14 时 30 分（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法院
孟性远：本院受理王正仙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庭前文书及开庭传
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答辩期和举证期分别为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和三十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清
水铺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雷 剑 峰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510202196009230613）、庞鹏（公民身份号
码 ：510202198307176239）：本 院 受 理
（2021）川1028民初3263号原告高敬诉你二
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1、
请求隆昌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雷剑峰、庞鹏
支付欠款 787968 元；2、判决诉讼费用由被
告承担。因你二人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二
人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 30日。并定于 2021年 12月 27日 15
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四川省隆昌市人民法院
陈淑娟：本院受理原告张家口众缘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0731民初676号
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陈淑娟于本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张家口众缘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代偿款182581.38元。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
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报纸刊登公告的方
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
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省涿鹿县人民法院
宝占军：本院受理原告张家口众缘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0731民初684号
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宝占军于本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张家口众缘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代偿款176235.38元。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
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报纸刊登公告的方
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
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省涿鹿县人民法院
徐建：本院受理原告张家口众缘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0731民初685号
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徐建于本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张家口众缘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代偿款 170901.71 元。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
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报纸刊登公告的方
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
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省涿鹿县人民法院
国德广：本院受理原告张家口众缘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0731民初683号
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国德广于本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张家口众缘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代偿款179984.02元。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
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报纸刊登公告的方
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
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省涿鹿县人民法院
卢晓东：本院受理原告张家口众缘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0731民初682号
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卢晓东于本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张家口众缘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代偿款 157494 元。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
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报纸刊登公告的方
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
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省涿鹿县人民法院
肖鹏：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太平洋信用卡中心济南分中心诉你金融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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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一、判令被告立即给付原告信用卡欠
款本息共计 57059.55元；二、诉讼费全由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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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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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建建：本院受理原告梁永伦诉你中介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一、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返还给原告护照
原件和 4万元费用及利息；二、本案诉讼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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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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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奋华：本院受理原告西安市住房置业融资
担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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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期限、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
9：30（遇节假日顺延）在综合审判庭公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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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忠辛、陆伟兵：本院受理原告西安国信小
额贷款有限公司诉你与王爱霞、温伟股东损
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期限、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
30（遇节假日顺延）在综合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唐文荣：本院受理龙福花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本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黔0628民初1113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主文为“一、解除原告龙福花与被告唐文
荣之间的婚姻关系；二、婚生女唐清青由原
告龙福花抚养至成年，婚生子唐楠辉由被告
唐文荣抚养至成年，并各自承担抚养费”。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喻春霞：本院受理熊宗龙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本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黔0628民初1469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主文为“不准许熊宗龙与喻春霞离婚”。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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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即发生效力。特此公告。

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李清:本院受理李安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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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起
经 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1
年12月22日上午10时0分在本院花贡人民
法庭公开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