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9.28
CONSUMPTION DAILY

综 合B4
责编:陆 俊

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已经进
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阶段。

产 业 兴 旺 是 乡 村 振 兴 的 重 要 基
础。随着我国乡村产业现代化水平不
断提升，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
业、农民富裕富足的新图景正在铺展
开。近日，就如何进一步推动乡村产
业发展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发挥专业
优势、积极建言献策。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健全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体系

【镜头】“土地托管面积 798 公顷，
每公顷玉米产量 1.4 万公斤。”吉林省
榆树市田丰机械种植专业合作联合社
负责人陈卓对去年的收成很满意。他
介绍，“土地托管”是对农民的田地实
现从种到收的全程机械化服务，“农机
合作社+农户+龙头企业”的经营模式
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头作用，提高
了粮食生产的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吉林榆树的“土地托管”是各地创
新农业经营体系的缩影。据统计，各
级龙头企业通过产销订单、土地托管、
资产入股等方式，带动 1.25 亿小农户
融入现代农业产业。

全国政协委员、农业和农村委员
会副主任陈晓华认为，这正是农业社
会化服务的发展趋势——引导龙头企
业以多种形式与农户、家庭农场、农民
合作社等建立紧密利益联结机制，实
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截至
2020 年底，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
数量超 90 万个，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面

积超 16 亿亩次，让小农户成为适度规
模经营的积极参与者和受益者。

破解农业“小散弱”的瓶颈，需要
向规模要效益的解题思路。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主力
军 ，是 实 施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的 重 要 力
量。全国政协委员、中山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教授刘昕多次深入贵州、云南、
黑龙江等地调研，切实感受到产业兴
旺不仅要支持龙头企业做大做强，更
要关注农民的“真正参与”和“利益共
享”，让农民既有活干，又有钱赚。

“应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
加快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专业化社
会化服务体系，通过股份合作、资产收
益、劳务合作、股份分红等方式，带动
农户深度参与特色产业发展，形成市
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的
格局。”刘昕说。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进农
民合作社质量提升，加大对运行规范
的农民合作社扶持力度。在全国政协
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钱
学明看来，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容易、
发挥作用难，需要政府用好支农惠农
资 金 ，大 力 发 展 专 业 化 农 事 服 务 组
织。他举了广西慧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自主研发“耘眼”APP 的例子：在这
个人工智能农技服务平台上，农户用
手机拍照后即可获得农作物病虫害识
别及防治方案、评估生长状态及产量
等信息，目前该平台已为数十万农户
提供服务。“各地可采用政府购买服

务、直接补贴、定向委托、以奖代补等
方式，培育和扶持育种、播种、农机、收
割等专业农事服务组织。”钱学明说。

截至目前，全国纳入名录系统管
理的家庭农场已超过 300万家，全国农
民合作社超过 240 万家。全国政协常
委、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董事长解学
智认为，还要在此基础上实现粮食产
业提档升级，拓展家庭经营收入空间：

“鼓励有实力的粮食加工企业向产前
延伸，通过订单收购、产业联盟等方
式，参与优质粮食规模化生产，发展

‘产购储加销’一体化模式，打造从田
间到餐桌的全产业链条。”

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延长农业产业链条

【镜头】贵州省盘州市淤泥乡岩博
村曾经是一个“路不通、水不通，一穷
二白两手空”的贫困村。多年来，全国
政协委员、贵州省盘州市淤泥乡岩博
联村党委书记余留芬带领村民办养殖
场、发展种植业、开酒厂，拉动了岩博
村经济快速发展。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县
域经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延长农业产业链条，发展各具特色
的现代乡村富民产业。全国政协委
员、九三学社湖南省委副主委李云才
认为，乡村产业根植于县域，以农业农
村资源为依托，地域特色鲜明、业态类
型丰富、利益联结紧密。“推进全产业
链建设，有助于发挥农业多种功能、提
升乡村多元价值，拓展农民就业空间、

增加农民致富渠道。”
如今，岩博村通过培育全产业链向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领域升级，从农业
单项生产环节向全产业链持续增收拓
展：上游发展高粱种植，促进农民增收；
下游发展有机肥加工，同时以当地特色
文化为基础，发展乡村旅游。“一产往后
延、二产两头连、三产走高端，促进全环
节提升、全链条增值、全产业融合。”余留
芬说，“制定针对性的增收措施，让农民
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

在全国政协委员、云南省农业科
学院院长李学林看来，实现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重点是跨界配置农业和
现代产业要素，促进产业深度交叉融
合，形成“农业+”多业态发展态势。“建
议推进规模种植与林牧渔融合，发展
稻渔共生、林下种养；挖掘农业文化及
生态涵养功能，加快休闲农业、乡村旅
游、民宿经济等产业发展。利用产业
间功能的互补和延伸，实现产业链纵
向延伸和横向功能拓展。”李学林说。

《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
意见》提出，推动种养业向规模化、标
准化、品牌化和绿色化方向发展，延伸
拓 展 产 业 链 ，增 加 绿 色 优 质 产 品 供
给。刘昕认为，农业标准化是加快农
村经济结构调整和确保农民持续稳定
收入的有效措施。他建议，推进菜果
茶标准化示范园、畜禽标准化规模养
殖场、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现代经济
作物产业标准化基地等不同示范点、
示范面的建设，辐射带动农业标准化
举措落地。同时，加快完善建立农产

品质量评价体系，通过制定和完善质
量认证标准和产品评价标准，创评出
一批品质好、规模大、效益高的名牌农
产品。

培养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
管理的高素质新型农民

【镜头】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县马街
镇杜旗堡村，十几个集中连片的温室
格外醒目，工人们正忙着采收棚内的
玫瑰。鲜花种植基地经营者、“90 后”
刘凯槟，6 年前大学毕业后返乡创业。
如今，他的专业种植合作社种植面积
达 500 余亩，为周边 200 余户农民提供
就业岗位。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产业是基础，
人才是根本。培养有文化、懂技术、善
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新型农民，走人
才强农、兴农、富农之路，是推进乡村
产业振兴的治本之策。

全国政协常委、安徽农业大学校
长夏涛发现，当前各地农村涌现出一
大批从事种植养殖业等方面的致富能
手，而农村急需的经营型、技术服务
型 、技 能 带 动 型 人 才 还 存 在 一 定 缺
口。为此，他建议优化乡村人才结构，
造就一批懂技术、会管理、能创新的农
村实用人才带头人。他建议，完善省、
市、县三级农民教育培训网络，组织实
施各类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工程，构建

“一体多元、适度竞争”的农村实用人
才培训体系。

“建立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基地，支
持农业科技院校、农民专业合作社、龙

头企业等主体承担培训，探索田间课
堂、网络教室等培训形式，优化农技推
广人才队伍。”李学林补充道。

人才不仅要引得进，还要留得住。
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副省长陈星莺在
调研中发现，一些地方在引进农业科研
人才时，忽视了当地产业基础和配套水
平，人才发展缺乏合适的土壤，经济收
入、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城乡差距使
得农村对人才缺乏吸引力。

就此，陈星莺认为破解难点，关键在
推动资源、服务向乡镇下沉，优化人才创
业就业环境，引导更多能人返乡。她建
议：“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
向乡村延伸，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公共服务普惠共享。”

余留芬也认为，要把农村的基础
条件打牢，搭建一个效益高、制度完
善、前景好的平台，“先筑巢，再引凤”，
用平台留住真正懂技术、有能力、对农
村有热情的人才。如今，岩博酒厂的
职工近 800人，其中不少是返乡就业的
大学生，填补了企业在技术、营销和管
理等方面的人才缺口。

委员们建议，下一步还要加大对
农村人才队伍建设的扶持力度，营造
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的良好氛围。

“在高标准农田、农产品加工、冷链物
流、电子商务、乡村旅游等项目建设方
面出台更加精准有效的支持政策，切
实帮助解决设施用地、融资担保等方
面 的 难 题 ，为 乡 村 产 业 发 展 保 驾 护
航。”夏涛表示。

（人民日报）

近年来，嘉兴市全面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坚持城乡统筹融合发展，“三农”
事业持续向好。乡村振兴综合评价位
列全省第二，数字乡村建设走在前列。

2020年，嘉兴全市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39801元，连续17年保持浙江
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1.61:1。

嘉兴正全面建设高质量乡村振兴
示范地，全面汇聚全市推进乡村振兴、
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典范城市的强大
合力。

农业兴 高精尖农业产业转型升级

位于平湖农业经济开发区（广陈
镇）的东郁平湖国际植物新品种研究院
里，苹果、樱桃、蓝莓等近百万株种苗茁
壮成长。这里，是东郁果业对外投资的
首个建有研发中心的项目。

而位于嘉兴市南湖区湘家荡的数
字农业工厂，今年 6月正式投产。在这
里，蔬菜瓜果根植于椰糠中，30余个种
植车间温、光、湿、水、气、肥全部实现智
能化控制，生产环境干净卫生。

2020年，嘉兴加快打造全市 7个农
业经济开发区，新引进项目46个，其中，
合同超亿元项目 20个，新增投资金额
44.56 亿元。随着农业产业迈向“高、
精、尖”，现代农业、智慧产业不断转型
升级。嘉兴出台《关于加快高能级产业
平台建设推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指导意见》，力争到 2025年，7个农业经
济开发区、50万亩优质稻米示范区、15
个省级特色农业产品优势区成为现代
乡村产业标杆，乡村产业发展走在全省

前列，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农村美 新时代美丽乡村蝶变跃升

近年来，嘉兴深入实施“千万工
程”，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累计建成
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3个，省级美丽乡村
示范县 3个、示范镇 36个、特色精品村
117个、3A级景区村庄 62个，市级美丽
乡村精品线29条。美丽经济加速转化，
农家乐休闲农业年接待游客 3406.7万
人次，直接营业收入25.6亿元。

农民富“村村百万”共谋高质量发展

嘉兴深入推进优质教育、医疗、文
化资源下乡，弘扬文明乡风，推动乡村
文化产业发展。截至目前，嘉兴城乡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度达到 97.4%，
其中公共教育、公共安全均等化实现度
达 100%。依托“网格联心·组团服务”

“三治融合”等乡村治理经验、模式，走
出一条“乡村善治”的田间样板路径。
在农村居民收入不断提升、城乡居民收

入比差距不断缩小的同时，统筹城乡发
展正在为农民生活带来巨大的改变。

2019年，嘉兴实现村集体经营性收
入100万元全覆盖。在“村村百万”的基
础上，嘉兴今年出台新一轮《关于实施

“强村富民”计划深入推进村级集体经
济发展的意见》，推出“飞地抱团+”等十
项创新举措，力争到2025年所有村年经
常性收入达到 200万元，迈出建设共同
富裕示范区典范城市的铿锵步伐。

（人民日报）

本报讯 近日，“焕燃新升 气壮山河
—一汽解放CA6SM4燃气牵引产品全国
总投放仪式”于山西太原举行。一汽解
放总经理助理赵国清、一汽解放总经理
助理兼发动机事业部总经理、党委书记
钱恒荣、一汽解放销售公司副总经理胡
晓冬、一汽解放发动机事业部副总经理
黄南翔等领导及广大经销商、大客户和
媒体代表参加仪式，共同见证了解放动
力天然气系列拳头产品—CA6SM4“国
六”发动机的全国投放。

据悉，CA6SM4天然气“国六”动力是
一汽解放智慧动力域的首款 510 Ps天
然气产品，并与解放 J7、J6P、JH6等重卡

车型相匹配，会为用户带来更完善的物
流解决方案。

满足大马力、低气耗两大核心诉
求。动力方面，本次重磅发布的CA6SM4
天然气“国六”发动机，作为一款排量为
13L的重型天然气发动机，攻克了天然气
产品动力难题，动力性与柴油机相当，是
重型卡车的理想配套动力，适应煤炭运
输、快递快运等细分市场物流场景需求。

CA6SM4“国六”天然气发动机首创
高湍动能米勒循环燃烧技术，攻克了大
负荷易爆震的难题，升功率突破 32kW/
L，升 扭 矩 近 200N ·m/L，最 大 马 力 达
570Ps，最大扭矩达 2600N·m，达到 15升

天然气动力性，动力水平国际领先。同
时，高瞬态响应增压进气技术及高油门
响应的复合调速特性技术，加速响应性
国内最快，能完全满足重载、高效运输
需求。

全面进阶，超强实力。实际上，天然
气产品因其能源分布原因带有强烈的地
域性特点。我国中西部地区天然气资源
丰富，加之政府对清洁能源的政策鼓励，
天然气动力在当地运输市场占很大比
重。与此同时，这一带地况又较为复杂，
山区、高原交错其中，对发动机可靠性与
耐用性挑战极大。

为此，解放动力 CA6SM4 在可靠性

与耐用性方面有了进一步的升级。通过
采用高流速高换热的定向强化冷却、火
花塞全流冷却和超薄底板技术，提高低
周疲劳寿命，解决了 2000℃以上的燃烧
温度和 800℃排气温度条件下的缸盖开
裂难题。

以用户为根本，为用户而创新，是企
业责任所在。钱恒荣还表示：“未来，解放
动力还将推出更多更新的自主产品。一
是全球最大排量6SX 16升天然气车用发
动机；二是热效率大于43%的下一代天然
气产品；三是天然气、柴油自由切换的双
燃料发动机。他说：“解放动力将不断创
新，在领先的道路上不断奋勇向前。

本报讯 9 月 17 日
晚 ，2021 北 京 时 装 周
期间，雪莲“温暖的陪
伴”主题品牌服装发布
会在北京首钢园三高
炉华美亮相。

此次，雪莲不仅向
业界及观众献上了一
场承载风格与情怀的
羊绒时尚秀，同时也是
挖掘凸显雪莲品牌底
蕴，传递新时尚、新活
力品牌风格的一次重
要展示。

据介绍，发布会亮
点产品图案设计选取
了老北京文化中浓墨
重彩的京剧脸谱作为
灵 感 来 源 ，采 用 非 对
称、结构打散的图案形
式，脸谱神韵并结合雪
莲花元素，辅以轻快活
泼的配色，使得二者得
以相互交映。让雪莲
的柔美气质与可望而
不可及的文化之美相
互结合，厚重的文化底
蕴仿佛触手可及，不仅让更多年轻人
能够感受“国粹”的精妙绝伦，也能让
老一辈人感受到传统和现代多元的融
合碰撞，彰显雪莲品牌的新时尚、新活
力与新风貌。

（卢 文）

全国政协委员就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建言资政——

产业旺 乡村兴

解放动力努力打造“国六”重型天然气动力新标杆

浙江嘉兴

推进乡村振兴 绘就诗画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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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栏
张丽艳：本院受理原告胡宗敦与张丽艳离婚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
内0721民初227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内来本院亚东法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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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或呼伦
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内蒙古自治
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令狐江华：本院受理原告石左右与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判决：“被告令
狐江华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原告石左
右借款本金 23000元。本案案件受理费 376
元，公告费 300 元，由被告令狐江华负担。”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黔 0322 民初
195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楚米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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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
力。

贵州省桐梓县人民法院
胡建松：本院受理原告梁小华与被告胡建松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判决：

“被告胡建松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原告
梁小华借款本金 50000元，并从 2018年 8月
31日起至该款还清之日止按贵州桐梓农村
商业银行的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本案
案件受理费 1050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
胡建松负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黔0322民初204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楚米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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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贵
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
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桐梓县人民法院
赵新华：本院受理金红雁诉你追偿权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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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砖店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
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法院
湖北神农生态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王贵玉：
本院受理原告王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湖北省随
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 (2021)鄂 1303 民初
193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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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湖北省
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
湖北神农生态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王贵玉：
本院受理原告刘高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湖北
省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2021)鄂 1303 民
初 193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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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湖北
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
廖国：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丽水中心支公司与被告廖国保
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和 15日内。
定于2021年12月14日9时10分在南城法庭
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判决。特此公告。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
宋立衡：本院受理原告扎兰屯市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与你及张波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内0783民初1602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内来本院成吉思汗法庭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呼伦贝尔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
陈国荣：本院受理原告刘万来与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本院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内0783民初1375号民事判决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内来本院
成吉思汗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呼
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
刘金仁：本院受理原告扎兰屯市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与你及刘俊国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
院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1）内0783民初1601号民事判决书。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内来本院成吉思
汗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
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呼伦贝尔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
孙权、孙成：本院受理原告扎兰屯市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与你们及刘凤春，赵国林，郭宝
江，陈万里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内 0783
民初 1604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日内来本院成吉思汗法庭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
东立国、李玉秋、步凤文：本院受理原告扎兰
屯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你们及张凤林，张
广平，李丙华，杨振国，田宏军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本院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内 0783 民初 1590 号民事判决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内来本院成吉
思汗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呼伦贝
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
陈佳喜：本院受理原告扎兰屯市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与你及刘跃，吕桂成，李方权，李方
清，范立国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内 0783
民初 1598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日内来本院成吉思汗法庭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
马中武：本院受理原告扎兰屯市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与你及宋树平，张成才，王少刚，马长
山，魏景文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内 0783
民初 1599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日内来本院成吉思汗法庭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
张仁斌：本院受理原告扎兰屯市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与你及姜学斌，宋宪国，李丙华，谢洪
军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内 0783民初 1603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成吉思汗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
孙恒富、孙恒友、孙施梦、王学峰：本院受理
原告扎兰屯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你们及
孙秀兰，林作福，王再林，金万春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本院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内 0783 民初 1600 号民事判决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内来本院
成吉思汗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呼
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
郑治福：本院受理原告扎兰屯市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与你及刘跃，姜喜龙，孙柏明，李方
清，李生学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内 0783
民初 1595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日内来本院成吉思汗法庭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
娄向文：本院受理原告扎兰屯市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与你及吴河，梁峰，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本院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内 0783民初 1597号民事判决书。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成吉思汗
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
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呼伦贝尔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
徐泽泉：本院受理原告余朝阳诉你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鄂0281民初2876号民事判决书。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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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黄石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徐泽泉：本院受理原告丁永员诉你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鄂0281民初3282号民事判决书。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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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黄石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吕时凯：本院受理原告程厚娣与被告吕时凯
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1）皖0825民初1728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
院寺前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
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安徽省太湖县人民法院
万辉：本院受理驻马店市高飞包装材料有限
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豫 1729 民初 334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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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副
本,上诉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法院
时超华：本院受理原告余芬玲与你离婚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豫 1729 民初 3100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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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河南省驻马
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