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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航天在载人航天、月球探测、
火星探测、北斗导航等工程领域取得突破性进
展，不断刷新中国航天新高度。2021年9月17
日，神舟十二号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
陆，在空间站生活工作90天的航天员聂海胜、
刘伯明、汤洪波安全顺利出舱，标志着空间站
阶段首次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是载
人航天史上由中国人书写的又一壮举，掀起了
航天关注热潮。

助力航天事业发展，荣泰健康早在 2009
年 3月便与中国航天结缘。中国航天作为科
技与品质的代表，对合作伙伴有着极高的甄选
标准。荣泰健康作为 1997 年创立的民族企
业，凭借对匠心的坚守、对品质的苛求、对创新
的不断探索，成长为按摩器具领域的实力标
杆。也正是这种精神，让荣泰健康获得了中国
航天的认可与信任，成为行业内唯一的中国航
天合作企业。

2013年3月，在由中国航天基金会主办的
“中国航天基金会颁奖大会暨中国航天事业合
作伙伴座谈会”上，为表彰荣泰健康多年来为
中国航天事业做出的贡献，中国航天基金会特
向荣泰健康总经理林琪颁发了“中国航天事业
贡献奖”。林琪表示，航天事业是一个国家综
合国力的标志，国家繁荣昌盛，企业才有更好

的发展土壤，才有好的发展前景。作为一个有
使命感的民族品牌，荣泰健康有责任也有义务
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荣泰健康在伴随中
国航天事业成长的同时，收获的不仅仅是美誉
度和知名度，还在产品研发领域得到了更多的
启发，许多航天技术、航天原理在荣泰健康按
摩产品的研发领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今年，中国航天选择与荣泰健康再度携手，
达成3年战略合作约定。至此，荣泰健康将连续
15年成为“中国航天事业战略合作伙伴”。

航天是浪漫的理想，也是崇高的使命。成
为中国航天事业战略合作伙伴是荣泰健康来之
不易且珍惜的荣誉。正因如此，荣泰健康在成
立至今24年中没有丝毫懈怠，秉承着“以最舒适
的方式，让人们的生活更健康”的企业使命，践
行“为用户创造价值至上”“拼搏成就梦想”等核
心价值观，在行业国外品牌盘踞的环境中不断
取得突破，以中国智造引领行业前行。

航天科技看似离我们遥远，但实际很多技
术都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2020年8月，中国
航天基金会一众领导到访荣泰健康，王程秘书
长表示：“航天技术民用化，可靠性和实用性是
关键，要围绕消费者需求，为智能家居注入‘航
天基因’，加速技术、产品与市场衔接，推动航
天级产品应用到生活中去。”

荣泰健康与中国航天在合作模式、技术指
导、服务项目等多个方面开展深入合作，致力
于彼此合作共赢，为航天事业发展做出贡
献。荣泰健康始终践行航天精神、航天品质、
航天科技融入企业实践，荣泰健康众多太空
舱按摩椅的设计便来源于航天，产品的“零重
力”功能也来自于航天技术。

携手中国航天，肩负荣誉与使命，荣泰健
康也在不断为推动民族企业走向世界贡献力
量。截至 2021年 6月，荣泰健康按摩椅全球
累计销量已突破2000000台，在行业内具有里
程碑式的意义。荣泰健康在全国拥有近1500
家门店，产品除了畅销全国，还远销东南亚、
中东、欧洲和北美等130国家和地区。年度新
品A60指力大师凭借升级三轴联动3D筋膜机
芯等硬核配置与技术、惊艳的造型，一上市便
成为消费者当中的爆款按摩椅；荣泰健康
RT8900双子座按摩椅是荣泰健康的旗舰款，

产品搭配双机芯等众多专利技术与配置，推出
后便成为高端按摩椅代表之作。

“助力航天事业，建设工业强国”，作为中国
航天事业战略合作伙伴，荣泰健康将深化与中
国航天的合作，将“航天基因”融进公司经营与
产品中，为全球消费者带来更舒适健康的按摩
器具，为中国智造走向世界贡献力量。（文 涛）

买电动车什么最关键，当然是要跑得远！作为
电动两轮长续航市场的开创者，台铃深谙电动车用
户需求与里程焦虑，精准定位“跑得更远的电动车”
战略，并通过一系列技术创新，奠定了”电动车长续
航市场真正领导者”地位。

随着长续航竞争赛道的不断扩张，台铃也引来
了众多模仿者和追随者。但无论是在营销手段上
的模仿，还是在传播概念上的擦边球，都难以撼动
台铃的竞争优势与成功之道。

坚持原创技术，构建长续航市场领导者壁垒

溯源中国电动车长续航市场开端，其实始于
2018年6月台铃品牌战略发布会。发布会上，台铃
确立了“跑得更远的电动车”的品牌定位，率先展开
长续航市场的战略布局。台铃集团总裁姚立指出，
台铃掌握了节能省电的核心科技，独创的“云动力
系统”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电能转化的效率行业领
先，同时台铃也是行业首家实现 1次充电 600里产
品量产的品牌。

作为目前电动车行业中为数不多始终坚持技
术驱动的企业，台铃已经拥有600多项各类专利，独
创了更具节能省电优势的云动力系统。续航实力
领先优势绝非一日之功，而是历经近二十年的潜心
研发使然，从第一代“高性能电动车”，到“全自动电
动车”“高能效电动车”“云电动车””电动车五大发
明“，台铃的每一步都引领着电动车科技的升级和
进步。

2020年末，台铃发布云动力 4.0省电系统，再
次掀开了电动车科技发展的里程碑式一页。和前
几代云动力系统相比，云动力 4.0省电系统在能量
储备、电池性能、整车性能、能效与转化上得到了
更高的提升和优化。搭载了云动力 4.0的超能系
列，整车综合能效提升 97%，可实现“一次充电，双

倍里程”，性能远超同类产品。因此，超能系列上
市即热销，不仅有力诠释了台铃“省电·跑更远”的
品牌主张，也让台铃在长续航竞争赛道上继续占
据领导地位。

用世界纪录证明长续航市场领导者地位

相比模仿者的过度营销，台铃的长续航领导者
地位不是自说自话，而是用一次次实实在在的续航
挑战跑出来的、证明出来的。续航里程挑战赛台铃
已经坚持做了3年，成为了自身的 IP赛事，“骑行挑
战+直播+公正处公证”的形式让消费者全程可见，
让数据结果真实可信。据数据统计，台铃全国各地
每年举办的里程挑战赛累计超过3000场次。

2018年，台铃米拉在全国巡回里程的挑战赛跑
出了 145.2公里的成绩；2019年，台铃 LION狮子以
202.7公里的惊人记录开启了“两轮电动车 200KM
续航时代”；2020年，台铃自由鹏、N8，分别创造了
123.3公里和161.5公里的续航成绩，打破了彼时电
动车行业纪录；去年 10月，台铃超能版豹子奠定了
电动车长续航市场的天花板，以一次充电 656.8公
里的成绩摘取“一次充电驾驶电动踏板车行驶最远
距离”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荣誉，率先把电动车带入

“千里时代”。时至今日，台铃超能版豹子一次充电
656.8公里的续航，全球仍然没有任何一个纪录能
够匹敌，台铃仍然是最远续航世界纪录的保持者。

一个个打破纪录的里程数据，一场场全面见
证的挑战赛事，一款款经得起考验的产品，无不向
消费者证明着台铃在长续航赛道上的霸主地位。

用国家标准定义长续航市场领导者实力

除了创造世界纪录，在长续航市场持续领先
的台铃也凭借自身的实力，多次参与国家标准制
定，先后携手全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国家自行车电
动自行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国家摩托车质量监
督检验中心（天津）、中科院等多个权威部门发布

《中国电动车节能白皮书》《台铃科技蓝皮书》《摩
托车节能认证规则》等规则文件，履行行业龙头企
业的责任，带动电动车产业更上一层楼。

除此之外，台铃长续航产品销量也在行业中
遥遥领先，自 2018年以来，台铃接连保持着 60%的
超高增长，连续三年的深耕，长续航产品累计销量
在行业内无出其右。市场是最好的试金石，面对
日益理性决策的消费者，台铃经过长达三年的持
续沟通，已经在消费者心中建立起了“省电·跑更
远”的认知。更为重要的是，长续航领导者形象已
经深入人心，让消费者产生了“长续航=台铃”无可
比拟的品牌联想。 （武建明 杨 子）

荣泰健康再次成为
“中国航天事业战略合作伙伴”

台铃：“跑得更远的电动车”

法院公告栏
张佳佳、付昱：本院受理原告胡正江诉被告
张佳佳、付昱(2021)黔2731民初23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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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泸州众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原告肖世华与
泸州众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欧宣松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川 0502 民初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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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法院
罗伦彬：原告肖邦兵与罗伦彬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川0502民初10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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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法院
陆必友：本院受理安龙兴龙村镇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与梁莲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2021）黔 2328 民初 107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
院领取前述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民事判决书，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
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民事判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
叶家伟：本院受理原告康华力诉叶家伟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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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河南省商水县人民法院
傅华：本院受理的（2021）川1603民初946号
原告李成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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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或四川省
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人民法院
陈枫：本院受理原告贵州惠水源铭顺馨汽车
租赁有限公司诉你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2021)黔 2731 民初 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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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裁
定，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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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南
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惠水县人民法院
周 建 军 （ 身 份 证 号 码 ：
51101119870712491X）：本 院 已 受 理
（2021）川1028民初3610号原告黄陆平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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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元及其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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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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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川旭、杜艳娇、邓立杰：本院受理原告内蒙
古开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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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告知当事人权利义务及
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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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
满后 15 日内，逾期则视为放弃答辩。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 3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上午 8
时 30 分在本院义和塔拉人民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开鲁县人民法院
李俊品、王和于：本院受理的（2021）川 1921
民初 2227号原告通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你方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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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
于四川省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四川省通江县人民法院
王正福：本院受理的（2021）川 1921 民初
2228 号原告王仕勇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方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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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倩：本院受理的（2021）川 1921 民初 2229
号原告黄炳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你方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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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东进：本院受理的原告刘云军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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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30日，逾期不提交即视为放弃答
辩、举证。本案于 2021 年 12 月 28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依法缺席审理判决。特此公告。

四川省通江县人民法院
王继进：本院受理原告张立伟诉被告王继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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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0402民初33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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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王家国：本院受理原告赵萍诉你（2021）辽
0381 民初 7653 号抚养费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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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磊:本院受理陆荣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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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1月18日上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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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金芬:原告袁海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 2324 民初
662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满 60 日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
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将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王毅：本院受理原告曹玲玲与你买卖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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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与义务告知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本
公告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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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的 15日
内、30日内。开庭时间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
第三日上午九时。开庭地点为本院第五审
判庭，逾期则依法裁判。

河北省景县人民法院
杨芝才：本院受理原告王志保诉你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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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振芳：本院受理原告叶廷飞诉你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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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开州区临江镇大兴街137号黄江(公
民身份号码：500234199012293896)：本院
受理原告廖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渝
0154民初 328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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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上诉状及副本一式二份，上诉于重庆市第
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
何维：本院受理原告赵志强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1)皖 0825 民初 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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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明峰、顾忠玉：本院受理黎明方与顾明峰、
顾忠玉、陶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
案号为（2021）黔 2328 民初 1975 号，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
张 宣 勇 （ 身 份 证 号 ：
512930196410295099）：本院受理原告张
晓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因你拒不到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1)川 1381 民初 1040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院判决,可在本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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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
张兵：本院受理原告陈兴友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黔 0626 民初 1419 号民事上诉状，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庭
411办公室领取上诉状，逾期视为送达。

贵州省德江县人民法院
徐莉：原告鲁光琼与马震、徐莉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川0502民初10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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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