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 合B2
CONSUMPTION DAILY 责编：陆 俊

2021.9.27

9月 22日，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指
导，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联合清华大
学中国城市研究院以及北京汽车博物
馆共同举办的第十五届“922 绿色出行
日”宣传活动暨“绿道工程”公益项目启
动仪式在北京正式举行。作为电动车
行业的代表，爱玛成为行业唯一受邀参
加此次活动的电动两轮车品牌，并被授
予“绿色出行诚信企业”的至高荣誉。

众所周知，我国已经明确将“双碳”
目标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而全球城市
化进程下日益拥堵的交通问题亦成为
必须解决的问题，加之个体化、个性化
出行方式的崛起，以电动两轮车为代表
的慢行交通体系已经成为未来城市低
碳出行的重要力量。

在启动仪式现场，爱玛携旗下多项
领先出行技术、标准化电动车产品矩阵
以及电动出行产业生态等，受到了主管
部门领导、权威人士等高度认可，向各
界展现出了慢行交通体系下的电动两
轮车解决方案。

数据显示，中国电动两轮车的全国
保有量已经超过 3.5 亿台，已经超过汽
车成为社会保有量最多的交通出行工
具，并承载着接近 2亿次的日均交通出

行需求，是整个慢行交通体系中使用用
户最多的品类。

为了引导数以亿万计的电动车用
户实现低碳出行的再度升级，爱玛自新
国标落地实施后充分发挥自己在产业

和用户层面的影
响 力 ，积 极 协 同
相关部门参与到
电动车新国标落
地 工 作 的 开 展 ，
而 此 次 的“ 绿 道
工 程 ”项 目 就 是
其中的一项。

与 此 同 时 ，
爱玛还在全国各
个 城 市 全 面 发
力 、引 导 消 费 者
进行非标车的置

换，并通过推出以“百公里不充电”引擎
MAX系列产品为核心的标准化车型，在
电动自行车、电动轻便摩托车、电动摩
托车等诸多品类全面发力，同时也针对
不同圈层喜好推出了斯波兹曼、小帕等

子品牌，打造出符合多圈层用户的全产
品矩阵，让每个用户都能够在爱玛的产
品阵营中找到适合自己的爱车。

从当下各地新国标换购的情况来
看，爱玛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呈现出十分
火爆的抢购态势，门店内人满为患、排
队取车等盛景，已经成为了品牌的最直
观表现。

在整车研发和智能制造领域打出
了“引擎 MAX”这张超级王牌的同时，
爱玛围绕未来低碳出行生态的打造，也
体现了其作为顶级电动车品牌的筹谋
与思考。

在活动现场，爱玛旗下集维修、保

养、销售配件、车辆销售、租赁、充换电
等多项功能于一体的服务品牌——易
玛车服，成为了各界关注的焦点。

相对于一般服务型平台，易玛车服
围绕着一台“可充可换”的智能电动车，
专业配备智能电池，充电、放电一体接
口，支持换电柜换电、快充模式，彻底解
决了用户“充电难、充电不方便、充电不
安全”的难题。

可以说，易玛车服的推出，是基于
爱玛多年深耕电动出行产业的经验积
累和对用户心理的深层洞悉的成果展
现，以技术为基础构筑起覆盖用户电动
出行、使用、维护的全部场景，用专业的

服务力去解决用户的需求与困扰，已经
完全脱离了当下初级的电动车销售服
务体系，堪称是业界独一档的存在。

业界观点认为，比起绝大多数企业
仍然在搏杀传统换购市场，爱玛显然是
活在未来的长远思维品牌，不仅将为整
个行业的未来转型升级指明方向，也将
为整个城市慢行体系的构建提供极具
参考价值的思路。在强大的品牌力、制
造力，以及未来战略思维之下，爱玛身
为优秀民族智造品牌的责任与担当，在
为超过 5000 万用户带来更加舒心、便
捷、畅享随行的低碳出行体验的同时，
正体现出更多的企业责任和产业责任，
此次“绿道工程”的参与就是爱玛最具
象的表现。如同爱玛科技集团总经理
任勇在现场致辞中所言，爱玛希望可以
引领中国电动车产业在城市慢行交通
出行体系的建设中，充分发挥自己的品
类和产业贡献，助力国家“双碳”战略目
标的达成，用科技的力量守卫我们的绿
水青山。 （杨 子）

作为贵州省重点扶持的白酒生产
企业，金沙酒业万吨酱香白酒扩建工程
入选最新出炉的贵州省 2021年“千企
改造”工程升级龙头和高成长性企业名
单，成为贵州省政府实现“工业大突破”
的重点企业。

贵州金沙窖酒酒业有限公司近年
来持续加大企业投入，该公司计划“十
四五”期间，投入巨资用于产能扩能，计
划于2021年、2022年、2023年分别实现
5000吨、5000吨和 20000吨的新产能，
届时，将实现5万吨基酒产能和15万吨
基酒储能，为金沙酒业实现百年品牌夯
实基础。

2021年上半年，金沙酒业已实现营
收23.5亿元。作为中国酱酒头部企业，
金沙酒业坚持以产区引领、产能集中、
品质卓越、生态发展为导向，始终践行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理念，引领金沙产区打造，助力乡村振
兴，助推金沙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将

金沙产区打造成为世界酱香白酒产业
集聚区重要组成部分。

贵州金沙窖酒酒业有限公司位于
贵州省金沙县大水，地处赤水河流域酱
香白酒集聚区的金沙产区。公司发展
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底蕴深厚，是贵州
最早的国营白酒生产企业之一。2007
年，中国 500强企业湖北宜化集团增资
扩股收购金沙窖酒厂，改制更名为贵州
金沙窖酒酒业有限公司。公司拥有员
工3000余人，固定资产达35亿元，年产
基酒达 1.9 万吨，基酒储备 4 万余吨。
2021年，“金沙回沙酒”和“摘要酒”双品
牌价值合计 1036.45亿，位居中国白酒
第12名、中国酱酒排名第3名。

多年来，金沙酒业不断开拓全国市
场，从布局山东、河南中原腹地，到开拓
深圳、西安，再到北京，由南向西向北，
在时间上的连续与空间上的跨越，不断
布局全国，扩大酱酒影响力。公司的销
售市场迅速从贵州市场扩展到山东、河

南、北京、广东、广西、江苏、湖南、湖北、
安徽等全国31个省级市场。

目前，贵州金沙公司旗下共有贵州
“摘要酒”、“金沙回沙酒”两大品牌，产
品主要有金沙回沙纪年酒系列、真实年
份酒系列、摘要酒系列、星级系列等产
品。是甄选金沙优质红樱子糯高粱为
原料，小麦制曲、两次投料、九次蒸煮、
八次发酵、七次蒸馏，秉承端午制曲、重
阳下沙传统工艺酿造而成。具有“微黄
透明、酱香典雅、醇柔怡人、酒体丰满、
回味绵长、空杯留香舒适”的醇柔酱香
之独特风味。

金沙酒业相关负责人表示，在贵州
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金沙酒业
将以“十四五”规划为引领，努力与贵州
各酱酒企业团结共创、群策群力，共同
构建和谐酱酒文化，着力打造共融酱酒
生态，筑就一流酱酒品质，实现共同发
展，不断做大做强做优贵州酱酒产业。

（杨 凯）

贵州金沙酒业持续加大投入 推动企业跨越式发展

用科技构筑未来出行生态

爱玛积极投身爱玛积极投身““绿道工程绿道工程””公益项目公益项目

法院公告栏
秦新忠：本院受理的原告刘新华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1）冀0433民初1134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
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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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副本，上诉于河
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
法律效力。

河北省馆陶县人民法院
宋 军 （ 身 份 证 号 码 ：
511028197201253215）：本 院 已 受 理
（2021）川1028民初3650号原告唐宗连诉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决
被告归还原告借款 480000 元；2、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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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简转普裁定书、合议庭成员
告知书、廉政监督卡等相关文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与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本案将于2021年12月15日9时在隆昌市人
民法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如逾期未到
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四川省隆昌市人民法院
梁方玉：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物产信息系统集
成有限公司诉张登峰和你追偿权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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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送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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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冯村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封丘县人民法院
黄力美：本院受理原告杨明勇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因你长期在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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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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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届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8 时 30 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民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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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安福：本院受理原告岑仕梅诉你同居关系
子女纠纷一案，因你长期在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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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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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 3日上午 8时 30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
何安海：本院受理原告陈祖科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长期在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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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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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届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8 时 30 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
北票金河丰源矿业有限公司、朝阳金河粉末
冶金材料有限公司、喀左鑫兴矿业有限公
司、朝阳飞马装备制造有限公司、鲁凤军、李
凤芹、孙晟博、孙志国：本院受理原告朝阳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北票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
辽 1381 民初 2744 号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
达，答辩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定于2021年12月14日9时在本院第四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辽宁省北票市人民法院
杨瑞芳：本院受理原告王玉梅与你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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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长兵：本院受理原告张绍英诉赵小燕、陈
长兵（2021）黔2731民初1378号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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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诉讼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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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3日上午9时（如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惠水县人民法院
王明：本院受理原告刘芳与被告王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1）苏0831民初1410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被告王明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刘芳偿还借款15000
元并承担利息（从 2021 年 5 月 17 日起按照
年利率 3.85%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案件
受理费 176 元，公告费 360 元，合计 536 元，
由被告王明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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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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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法院
赤峰市川蒙节能建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喀喇沁旗牛家营子镇仓窖村十三组诉你
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等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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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 30日内，
并自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在本院牛
家营子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
依法缺席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人民法院
张志彬：本院受理原告高瑞江与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民事裁定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起诉要点：1、请求被告张志彬立即偿还拖欠
原告的欠款本金2万元，并按月利率2%的标
准支付自 2018年 4月 26日起至 2021年 4月
12 日止的利息 14000 元。(20000 元×0.02×
35个月)；2、诉讼费由被告张志彬承担。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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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8时 4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6号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人民法院
吴金荣、周镔：本院受理原告张丽军与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民事裁定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起诉要点：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
偿付借款本金三次，(分别为2009年11月18
日人民币11万元，利率为3分。2011年2月
18 日人民币 6 万元，利率为 3 分。2011 年 4
月 18 日人民币 15 万元，利率为 2 分。共计
本金32万元。)并按上述三笔借款本金和利
率(按1.5分的标准计算)，向原告支付本金及
利息。利息从被告借款之日起至 2021 年 4
月 26日被告还清全部本金 32万元、利息 34
万元，合计 66万元。如未按期偿还借款 32
万元，应向原告支付自 2021 年 4 月 27 日起
至被告还清上述三笔借款之日期间的借款
利息(按 1.5分利率算)。2、本案的诉讼费用
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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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
日上午 8 时 4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6
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决。特此公告。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人民法院
郎丰顺：本院受理原告温秀芹与你离婚后财
产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民事裁定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起诉要点：1、请求法院判决被告立即给付原
告 5500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
费用。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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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8
时4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6号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人民法院
徐海龙：本院受理原告姚海军与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民事裁定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起诉要点：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徐海龙
偿还原告借款 4700 元；2、请求法院依法判
令被告按月利率 2分支付自 2020年 01月 19
日起至还清时止的借款利息。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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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
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8时40分（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 26 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特此公告。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人民法院
朱燕辉：本院受理原告段永国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廉
政监督卡、司法公开告知书、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
12月 15日上午 9时在我院魏镇法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魏县人民法院
李晓行、邹长海、范亚楠：本院受理原告于金
恒诉你执行程序异议之诉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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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
定假日顺延）在本院七号法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海城市人民法院
赵丙涛：本院受理原告于高秀娟诉你离婚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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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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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
午 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七号法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海城市人民法院
杨春利：本院受理的（2021）川 1921 民初
3326 号原告杨丽琼与被告杨春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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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监
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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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期限届满，三日后在通江县人民法
院沙溪法庭开庭。特此公告。

四川省通江县人民法院
贺勇、朱玲：本院受理的（2021）川 1921民初
3325号原告廖荣华与被告贺勇、朱玲“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依法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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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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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日内，期限届满，三日后在通江
县人民法院沙溪法庭开庭。特此公告。

四川省通江县人民法院
黄新宇：本院受理原告四川德智律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
川 1325民初 79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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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
公告。

四川省西充县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