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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家花生良种重大科研攻
关项目联合体成员单位，河南益人实
业有限公司致力于振兴民族种业，保
障国家油料安全，其益人、益家、益社
会的爱国情怀令业界刮目相看。

位于汝州市的河南益人实业有
限公司是一家集科研与生产为一体
的专业化科技型企业，近 20年来专注
于花生新品种、新技术的研发与应
用，拥有河南益人花生科技研究院、
花生产业技术研发中心、益人农业科
技试验场等系列农业技术服务型企
业。先后注册了“益人实业”“益人科
技”“水寨山”等 8 个类别商标，获得
了 10 余项国家专利。2017 年 12 月 27
日，公司在中原股权交易中心展示板
成功挂牌。2018 年 5 月，公司进入国
家花生良种重大科研攻关项目联合
体。2020 年 5 月 5 日，“益花 1 号”花
生种子搭载长征 5B 运载火箭进入太
空，公司踏上航天育种新时代。

17年来，公司累计投入 8000余万

元研发资金和大量人力、物力，相继
培育出多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
质、高产、稳产“益花”系列花生新品
种。其中，“益花 1号、益花 6号、益花
7 号”已顺利通过国家农业农村部非
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益花 1 号、益
花 1901、益花 1902、益花 1903”已申请
新品种植物保护。“益花红甜”等水
果，富硒、高油酸系列优质专用新品
种，特别是在高油酸花生新品种研发
选育方面有重大突破。“益花”系列品
种的紧密问世，特别是“益花 1 号”高
产优质品种得到了全国花生种业研
发机构、河南省农业农村厅、中华人
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相关部门的肯
定。

近年来，相关权威机构科研人员
分别在河南汝州市、河南长葛市、江
苏睢宁县、吉林松原市等 20多个种植
区进行了科学测产，结果基本一致，

“益花 1号”比其它高产花生品种的产
量普遍高出 200 公斤左右，基本是其

它传统花生品种产量的 2 倍，春播亩
产 高 达 667.3 公 斤 ，夏 播 亩 产 高 达
410.1 公斤，《中国种业》等权威杂志
以《半蔓型超高产花生品种益花 1 号
的选育》为题，刊登了“益花 1 号”的
选育过程、种植技术和具体产量。

记者了解到，“益花”系列品种，
特别是“益花 1 号”普及的这几年，正
是我国脱贫攻坚计划的实施阶段，该
公司积极履行社会义务，加强种植技
术指导，以成本价为贫困地区供应

“益花 1 号”种子，帮助贫困地区群众
增收。

2020 年在汝州市文化旅游局领
导及其驻村工作队的推动下，河南益
人实业有限公司与陵头镇叶寨村结
成对子，帮助该村发展 200多亩“益花
1 号”花生种植，单产达到 600 斤左右
（该村土地贫瘠，没有水利条件，全靠
天上下雨），比该村传统种植的品种
每亩多收 200 多斤，按目前的价格每
斤 3.8 元，2020 年全村多收入 15 万余
元。今年该村已扩大种植范围，助推
了该村乡村振兴的步伐。在小屯镇
杨其营村、西村、路寨村、温泉镇、纸
坊镇、洗耳街道等几十个村均普及了

“益花 1 号”种植，相比其它花生品
种，特别是与种植小麦、玉米等传统
作物相比，均大大提高了收入。

“益花 1 号”具有生长周期短、耐
旱、高抗病虫害能力、强气候适应性
等特点，适合全国大多数地区种植，
目前已推广的有河南、安徽、江苏、广
东、山东、河北、吉林、辽宁、内蒙古等
9 个省（市、自治区）。截至目前，“益
花 1 号”花生推广种植面积已达 100
余万亩，仅 2021年就可为群众多增收
6亿元。

河南益人实业有限公司掌舵人
陈耀全告诉记者，下一步，努力研发
推广“益花”系列高产优质花生新品
种，充分利用收集到的 800 多个花生
种质资源研发出更多的新品种，并稳
步推广到全国各地，进一步增强忧国
忧民的责任意识，解决好花生种源

“卡脖子”问题。计划 5年内在全国新
增“益花 1 号”种植面积 600 万亩，其
它品种 100 万亩，为我国实施乡村振
兴工程做出应有贡献。在此基础上，
将规划建设花生油加工生产企业一
家，逐步拉长产业链，让国人都能吃
到优质的花生油。 （牛付彦）

河南嵩县车村镇人杰地灵，而当地伏牛山脉系野生珍贵中药材
黄精却鲜为人知，其药食同源的价值一直没有被挖掘出来。如今，
这个产业被一位独具慧眼的年轻人盯上了。

2019年 11月，李震宇毅然决然放弃城市优厚的待遇，回到家乡
车村镇自主创业。他敏锐的目光瞄准了黄精，创建了河南云岭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吃尽劳苦，但造福的却是一方百姓。

黄精始载于我国第一部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为我国具有悠久
药用历史的名贵药材之一,以其“得坤土之精粹”而得名，并与人参、灵
芝、茯神成为中医“四大仙药”。其药食同源历史悠久，为2014年国家
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药食同源的中药材之一。

记者了解到，黄精取义“黄土的精华”，因此，黄精被认为是吸
收了自然界灵气的食物。作为“神仙余粮”，生长在伏牛山脉的黄
精却被当地老百姓所忽视。李震宇告诉记者，黄精集药用、食用、
观赏、美容于一身，随着国内大健康的产业的兴起，特别是在营养
保健、中国老年疾病预防等方面的独特作用，对黄精需求越来越
大。由于野生黄精资源日益枯竭，在最新发布的《中国三十大紧缺
药材》中，黄精位列其中，并被列为《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
约》保护种类。因此，黄精的人工种植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机遇，
2020 年 6 月 6 日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批准的黄精产业国家创新联
盟成立大会上提出了黄精产业规模千亿的产业发展目标。

当时李震宇参加了这一盛会，更加看准、认定了这一产业的美
好前景，义无反顾地加大投入，大手笔做大做强这一项目。因为他
很清楚，河南省作为伏牛山鸡头黄精的道地产区，鸡头黄精的产业
化才刚刚起步。功夫不负苦心人。2020 年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
政府出台了《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指
出，支持伏牛山优质中药材生产种植基地建设，这为伏牛山鸡头黄
精的产业化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

他主导创办的河南云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则应运而生。这是
一家集中药材种植、加工、科研、销售和药食同源文化传播于一体，
专注黄精产业，内外贸并举的全产业链经营综合型农业公司。据
悉，公司建立了从种源、育苗到种植的黄精种植资源圃、黄精工厂
化繁育基地、黄精野生抚育基地、黄精仿野生栽培基地、黄精生态
种植基地等五大基地，现有黄精种质资源圃 20 亩；黄精育苗大棚
300 座，占地 300 亩左右；黄精野生抚育、仿野生栽培等种植基地
1500亩左右。云岭农业拥有博士、二级研究员杨铁钢，博士、副研
究员腊贵晓，生药学硕士葛晓瑾等科研力量，成为开发黄精产业的
强有力支撑。

云岭农业历来十分重视技术的创新，以柔性兼职的形式引进了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工产品加工研究
中心、河南中医药大学等科研院所的数十位专家，开展育种、工厂
化育苗技术、标准化栽培、中药材深加工等方面的协同研发，不断
提升公司的技术实力，努力把公司打造成为国内知名、省内一流的
黄精产业化龙头企业，为从中药材大省向中药材强省做出企业应
有的社会贡献。

记者了解到，云岭农业自建立以来就把立足精准脱贫、乡村振
兴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他们通过招聘工人、技术培训、实
地技术指导等形式，和当地政府一道，对帮扶对象进行精准帮扶，
为嵩县脱贫做出了贡献。随着 2021年乡村振兴的实施，云岭农业
将一如既往地扎根农村，以黄精产业为纽带，延长产业链，做大做
强黄精产业，支持当地乡村振兴。 （牛付彦）

公司口号：
团结、奋进、高效、创新。
公司愿景：
做客户依赖的技术服务企业。
公司使命：
专注工程、守正创新、创造价值、成就梦想。
发展理念：
严格诚信，为客户交付满意工程。
以人为本，为员工搭建发展平台。
开源节流，为公司创造合理利润。
公司核心价值观：
坚持目标成就梦想，改善过程追求结果。
学习成长完善自我，合理共赢创造价值。
质量方针：
严格监理 求实创新
尊规守信 科学准确
客观公正 客户满意

河南路星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区春都路1号院
网址：http://www.hnluxing.cn/
邮箱：lysjczx@sina.com
邮编：471002
电话：0379--63590188

凝聚我们的力量
收获明日的辉煌

公司业绩

河南路星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组建于 1995 年，其前身是洛阳
市公路管理局工程质量测试中心即洛
阳市公路建设工程监理部、洛阳市路星
公路工程监理有限公司，2011 年，国家
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公司从洛阳市交
通运输局脱离，国有股份全部退出，成
为股份公司，2017 年 4 月 10 日更名为河
南路星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00万元，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具有交
通运输部公路工程甲级资质（证书号：
交监公甲第 017—2005），可在全国范围
内从事一、二、三类公路工程、桥梁工
程、隧道工程项目监理业务；以及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房屋建筑工程监理乙级、
市政公用工程监理乙级资质，可以开展
相应类别建设工程的项目管理、技术咨
询等业务。公司下属的洛阳路星工程

试验检测有限公司为公路工程试验乙
级资质。

荣获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发的计量认
证：ISO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
书、ISO14001:2015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
书、ISO45001:2018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
系认证证书、AAA信用等级证书。
企业技术实力：

公司技术力量雄厚，专业人员结构
合理，检测设备齐全先进。公司股份制
结构完整，设有董事会、监事会、实行总
经理负责制。下设工程技术部、项目运
营部、经营管理部、综合办公室、财务
部、中心试验室等。目前，公司拥有各
类工程技术和经济管理人员 226 名，其
中高级职称 29 人，中级职称 82 人；交通
运输部监理工程师 45人，交通运输部专
业监理工程师 27人，交通运输部试验检
测工程师 19 人，检测员 22 人交通运输
部甲级造价工程师 4 人，乙级造价师 2
人，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国家注册监理工
程师 42 人，国家一级建造师 11 人，二级
建造师 8人，国家注册造价师 2人，国家
注册结构工程师 2 人，国家注册安全工

程师 3 人，BIM 工程师 2 人，省专业监理
工程师 11人。涵盖了道路与桥梁、工程
经济、隧道工程、合同管理、机电工程、
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市政公
路工程、建筑工程、机电工程、水利水电
工程、测量、房建、绿化、环保、安全等多
个监理专业；以及道路、桥梁隧道、公路
等试验检测专业。公司办公地址位于
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区春都路 1 号，占地
面积 5 千余平方，办公面积 2200 余平
方，试验公司面积 1000 余平方，拥有试
验仪器 300 余套，配备有行业领先的多
功能道路检测车。优质的办公环境，完
善先进的试验检测设备，为公司业务开
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实施监理的工程
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施工进度和投资
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给工程项目带来了
明显的技术经济效益。

公司业务涉及河南、湖南、湖北、江
西、贵州、陕西、黑龙江、内蒙古、西藏等
多个省市自治区。公司凭借强大的专
业技术人员队伍，本着审慎、创新、共赢
的经营理念，务实创新，不断进取，逐步
把公司发展成为国内一流集公路交通

监理、市政道路监理、房建监理、试验检
测为一体的综合性监理企业。

近年来，先后参与并完成多条高速
公路、特大桥、特长隧道、一级公路、城
市快速路、城市互通式立交、市政、房
建 、绿 化 、农 田 水 利 等 项 目 的 监 理 工
作。监理过的工程中，有多项工程获得
国家和省部级优秀工程奖，其中所监理
的项目鹤岗至哈尔滨高速公路伊春至
绥化段建设工程于 2019 年被中国土木
工程学会评为第十六届中国土木工程
詹天佑奖。公司也多次荣获先进监理
单位荣誉称号。

路星公司一惯坚持“团结、奋进、高
效、创新”八字方针，始终秉承“严格监
理、求实创新、遵规诚信”的质量方针，
把“追求卓越、争创一流”作为企业目
标，以“以诚信求生存、以改革求发展”
作为企业宗旨，以求真务实的精神，严
谨负责的作风，为业主提供热情的服
务。多年来，公司积极开拓，勤于探索，
积累了丰富的监理实践经验，建立了一
套行之有效的监理工作制度和内部管
理制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逐步

确立和完善的今天，公司坚持用企业文
化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逐步建立现代
企业制度，以严格的管理，一流的质量，
诚实守信的经营，竭诚为业主服务。

路星公司成立以来，遵循“团结、奋
进、高效、创新”的企业精神，以团结为
基础，以奋进为动力，以高效为依托，以
创新为源泉，把“追求卓越、争创一流”
作为企业目标，在履行行业使命的同
时，追求创新，锐意进取，不断完善和超
越自我。公司本着诚实守信的原则，审
慎、创新、共赢的理念，为业主提供了满
意的服务，为企业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路星监理检测人坚持不懈的追求，将铸
就路星更加辉煌的明天！

公路工程
洛阳市洛河凌波大桥新建工程（特大桥）
鹤岗至哈尔滨高速公路伊春至绥化段（高速公路）
洛阳市国道310至吉利区新建公路工程（一级公路）
偃师至洛阳至洛宁快速通道新建工程偃师至洛阳段（一级
路）
京港澳高速公路湘潭至耒阳段提质改造工程（高速公路）
延安至延川（陕晋界）高速公路路基桥隧工程（高速公路）
贵州省江口至都格高速公路江口至瓮安段（高速公路特长
隧道）
省道202线海拉尔至伊敏段公路项目（一级公路）
新增国道G208伊龙路口至毛庄段（嵩县境）改建工程（一级
公路）
贵州省闽西南州册亨县极贫乡镇县城至平华公路（二级公
路）
贵州省毕节 S580纳雍县梯子岩至化作公路改扩建工程（二
级公路）
国道107许昌境改建工程（一级公路）
洛吉快速通道洛孟交界至孟津县城段改扩建工程（一级公
路兼城市快速路）
洛阳北环路与洛吉快速互通立交工程项目（翠云峰立交）
S240济邓线特大桥及引线段与洛吉快速通道吉利段改扩建
工程（一级公路、特大桥）
洛阳市环城高速公路高新站东站改建工程（高速公路）
S222许昌鄢临线鄢陵段公路改造工程（二级公路）
省道539偃师山化至顾县营房口改建工程（二级公路）
二广高速洛阳城区段洛河、伊河大桥大修改造工程（二级公
路）

贵州省毕节 S530纳雍县梯子岩至化作公路改扩建工程（二
级公路）
二广高速公路洛阳城区段改扩建工程（高速公路）
三门峡市崤涵生态廊道示范项目（崤涵大道道路工程）
泸陕高速公路宛坪段路面专项工程（高速公路）
洛界高速公路养护专项工程（高速公路）
二广高速公路洛阳城区段朱家仓互通改扩建工程（高速公
路、互通式立交）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省道 314线道孚（扎拖）至新龙县城
段公路改建工程（二级公路）
商丘市市域快速通道建设一期工程（一级公路、市域快速通
道）
市政工程业绩：
天津路等5条道路绿化提升工程（绿化）
洛阳市瀍河回民区塔湾垃圾站新建工程（房建）
洛阳市瀍河区中州路与启明南路游园绿化项目（绿化）
宜阳县寻石路等六条道路绿化工程（绿化）
聂泰路等7条道路绿化移苗工程（绿化）
洛阳市三川大道、玻璃厂南路打通二期、周山大道（绿化）
隋唐洛阳城南城墙遗址公园建设工程（园林）
宜阳县桃远路及东一路东二路北延段新建（道路）
新安县万基路（运煤路）道路提升改造工程（道路）
洛阳市伊水西路立交建设工程（城市道路、立交）
房屋建筑工程：
洛阳市西工区既有建筑能效提升改造工程（二标）（改造）
洛阳市环城高速公路洛阳东站改建工程（房电、机电）
洛阳市瀍河回民区塔湾垃圾站新建工程（房建）
洛阳环城高速公路高新站改建工程(房建、机电)

国道G245马鞍服务区建设项目（房建）
仪陇县国道C245新政停车区建设项目（房建）
试验检测工程业绩：
宜阳县农村公路管理所2017年通村公路项目交竣工验收
S328、S249、S325、S325四座桥改造工程交竣工验收质量检
测（桥梁）
偃师市首阳新区夏都大桥工程检测（桥梁）
S319安虎线洛宁大原至刘营段改建工程竣（交）工验收（二
级公路）
嵩县农村公路项目竣（交）工验收（公路）
伊川县双莘幸福桥新建工程竣（交）工验收（桥梁）
洛阳市环城高速公路龙门站改建工程竣（交）工验收（收费
站）
S243郭木线伊河大桥危桥改造工程交（竣）工质量检测（桥
梁）
洛阳市养护工程四座桥梁交（竣）工质量检测（桥梁）
内乡县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交（竣）工验收道路实体检
测（公路）
107国道安阳境郭王度至小光村段改建工程竣工质量检测
（公路）
107国道安阳境汤阴至鹤壁段改建工程竣工质量检测（公
路）
S328、S243线两路六桥养护大修工程交（竣）工验收质量检
测（公路、桥梁）
水利水电工程：
宜阳县2019年2.7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农田）
孟津2019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农田）
孟津2020年2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农田）

河南益人：争做中国花生育种领跑者 李
震
宇
发
展
黄
精
人
工
种
植
促
家
乡
经
济
振
兴

法院公告栏
孙中艳：本院受理原告杨瑞芳与你房屋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冀1081民初3090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胜芳法庭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
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霸州市人民法院
王辉、张坤、罗秀琼：本院受理原告四川仪陇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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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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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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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四川省仪陇县人民法院
邬雪莲、邓云林：本院受理原告四川仪陇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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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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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上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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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四川省仪陇县人民法院
秦天伟：本院受理原告秦学诉你买卖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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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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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日上午 11时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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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四川省仪陇县人民法院
施继龙：本院受理原告刘惠明诉你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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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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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下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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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四川省仪陇县人民法院
李素梅：本院受理原告王服平诉你离婚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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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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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日下午 15时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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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四川省仪陇县人民法院
李智江：本院受理原告谊度（深圳）科技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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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下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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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四川省仪陇县人民法院
罗攀：本院受理的（2021）川 1921 民初 3454
号原告四川隆盛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与
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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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
午 9 点在本院铁佛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遇法定假日顺延）。届时未到，本院将依法
缺席审理判决。 四川省通江县人民法院
岳鹏：本院受理的原告刘勇与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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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上午 10时在本院铁佛法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遇法定假日顺延）。届时未到，本院
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四川省通江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21年 9月 23日立案受理的（2021）
川1623民特38号申请人彭春芬申请宣告公
民死亡一案。申请人彭春芬称，其与成思瑞
系母子关系，因成思瑞于 2021年 9月 4日从
邻水县石永镇万秀桥村 15 组返回邻水，途
经城北镇金钟村白水河时不幸被洪水冲走，
后经城北镇政府、派出所、蓝天救援队等多
次搜救，至今未找到成思瑞。下落不明人成
思瑞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本院申
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
报的，下落不明人成思瑞将被宣告死亡。凡
知悉下落不明人成思瑞生存现状的人，应当
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
人成思瑞情况，向本院报告。

四川省邻水县人民法院
刘丽琼：本院受理冯胜云与你离婚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川 1623 民初 2092 号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石永人民法庭领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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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四川省邻水县人民法院
樊仕兵：本院已受理原告德江县文峰广告经
营部诉你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告知审判组织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 2021
年 12月 29日上午 9时 0分在德江县人民法
院高清中法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贵州省德江县人民法院
张俊：本院受理原告曹恒勇诉你（2021）内
0428 民初 2733 号劳务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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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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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浩：本院受理原告北票市诚信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与被告北票泓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杨林峰、崔浩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答辩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
内。公告发布满 90 日未到本院应诉，本院
将依法缺席审理。

辽宁省北票市人民法院
胡佳、绵阳嘉鹏森林业开发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北川羌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与你们、李华栋、吴小均、四川汉鑫软木制
品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川 0726
民初 5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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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四川
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则视为放弃
相应权利。

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穆念学：本院受理原告罗永德与被告穆念学
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川0522民初3028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准许原告罗永德与被告穆念
学离婚。案件受理费260元，由原告罗永德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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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四川省合江县人民法院
韩泽民：本院受理原告杜培华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无明确
通信地址，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四川省南部
县人民法院(2021)川 1321 民初 2836 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内容为：“一、被告韩泽民在本
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杜培华偿还借款
本金55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以
借款本金 55000 元为基数，自 2011 年 10 月
1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
布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或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计算)；二、驳回原告杜培华的其他诉论请
求”。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该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上
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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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继军：本院受理的(2021)川1921民初2453
号原告李菊香诉被告杨继军“离婚纠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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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速驰：本院受理的(2021)川1921民初2408
号原告徐文英诉被告马速驰“追索劳动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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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梅：本院受理李青与你同居关系子女抚养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黔
0521 民初 391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

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刘明秀：本院受理王国新与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黔 0521
民初 313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

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高毅：本院受理贵州大方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黔 0521民初 269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

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梁梅：本院受理唐龙勇与你同居关系子女抚
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
黔 0521 民初 203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

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石小英：本院受理吴建国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
和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60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小牛群法庭公开审理，
逾期依法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人民法院
曹永林、王丽华、刘振军、张艳华：本院受理
喀喇沁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
成员通知书和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小牛群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人民法院
更正：四川省隆昌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
24日在消费日报刊登的一则公告中，原案号
“（2021）川1028民初2225”应为“（2021）川

1028民初2225号”。特此更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