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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0日，海南省定安县翰林镇石六肚田洋间，蛐蛐声此起彼伏，定安
翰林农旺农机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580亩有机水稻长势喜人。再过一个
星期，这季水稻就要开始收割了，此后，这片富硒的黑土地将轮作毛豆。

在海南岛，粮食、瓜菜等作物一年多熟，水旱轮作是当地许多农民、合作
社的共同选择，既有助于减少病虫害，又能以好价格把冬季瓜菜卖到内陆。

除了金糯6号、丝苗香米等本地居民喜爱的品种外，定安翰林农旺农机
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还种了 80亩红光香米，还没收割就以 15元/斤左右的
单价预售了一部分，合作社副社长王上南说：“我们现在都在电商平台上卖
米，红香米好卖得很！下一季要多种点！”

海南岛耕地较少，加上台风等自然灾害的影响，粮食产量不及国内许多
粮食主产区，但即使作为“产粮小省”，海南始终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以政策
鼓励农民，以技术服务农民，在粮食生产的稳产量、稳面积上持续发力，确保
粮食生产安全。今年夏天，海南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干旱，但至今没有大台风
登陆，各种病虫害也在统防统治下得到了有效控制，农业专家及广大农民对
今年海南的粮食丰收信心十足。

9月17日，在琼海市大路镇江湖村大路洋的水稻新品种试验示范区，海
两优7号、旱优78等12种新品种经过近4个月的生长，正在陆续收割中。一
样的栽培技术、一样的水肥管理，不同品种的水稻生长状况很不一样：“个
子”有高有低、产量有多有少、品质有好有坏……

村民杨传仁在田间记录下了一些肉眼可见的差异，更多性状还要等待
琼海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种子站专家的进一步分析。

种子站站长周王鼎向笔者讲述了新品种试验项目的进展：“有的品种去
年还可以，今年又不太行；还有的品种在这里长得好，到那里又表现差了。
所以我们要一季又一季、一年又一年在多地进行试验，反复观察和分析，才
能为本地农民选出产量更高、品质更优的品种，向他们推广。”

近几年，由琼海市农科所选育的常规稻品种“科选十三”受到本地农民的
喜爱。海南岛天气炎热，本地人有煮食稀饭的习惯。琼海忠锐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负责人李忠介绍：“今年我们生产的大米销量最好的还是‘科选十三’，这种米
煮出来的稀饭软滑爽口，吃起来比较解渴、开胃，本地人很喜欢。”

过去，在琼海市靠东的龙寿洋地区，有较大面积的撂荒地。龙寿洋地势
低洼，台风天容易被淹，这导致当地农民不愿意种水稻。今年，当地政府通
过引导农民与第三方农业科技公司合作，成功让龙寿洋的 800亩撂荒地实
现复耕复种。

在有着“天然大温室”之称的海南岛，优越的光热条件大幅度缩短了农
作物的育种周期，形成了全国最大的育种基地。中秋节前后，在海南岛南部
的乐东、陵水、三亚等地的南繁育种基地，备耕备种的繁忙景象随处可见。

各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的育种先遣队伍已经到位了。国庆节之后，还
会有更多育种专家从全国各地来到这个“打好我国种业翻身仗”的第一线，

只为选育出产量更高、品质更好、抗逆性更强的农作物新品种。
近年来，海南省不少市县都抓住了南繁育种带来的机遇，积极推动新型农业技术落地，

实现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经过数年的努力，乐东县已经发展出了一条以玉米育种为核心，囊括农资销售、玉米加

工、农业保险等在内的完整产业链。最近，乐东数万亩的鲜食玉米已经成熟了，这批玉米要
赶在国庆节之前送到市场上。

“鲜食玉米在国庆节、元旦、春节等节假日好卖，当地的种植户会数好了日子去种，让丰
收季赶上畅销季。”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三亚研究院南繁育种与生物安全研究室主任贾瑞宗
告诉笔者。传统粗放的农业生产模式，在海南逐渐成为历史，农业产业迈上了提质增效的新
台阶。 （光明日报）

据了解，辣椒产业是三墩镇农业发展的优势产业和特

色产业。2021年，当地的辣椒种植面积达4万亩，在促进农

民增收和农业提质增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图为9月21日，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三墩镇鸳鸯山戈

壁晾晒场，村民将刚摘下来的鲜辣椒摊开晾晒。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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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丰收 晒幸福

金秋 9 月，亿万农民欢天喜地，
迎来了第四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多
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

9 月 22 日—23 日，位于长江流
域的浙江嘉兴、湖南长沙、四川德阳
三地同步举办以“庆丰收、感党恩”
为主题的 2021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
主场活动。

浙江嘉兴主场位于南湖区七星
街道农业公园，组织开展农民庆丰
收联欢、“种业振兴”希望之种接
力、数字农业应用展示，展现乡村振
兴的光明前景。湖南长沙主场活动
在长沙县举办，突出深厚的红色文
化基因、灿烂的稻作历史文化、雄厚
的水稻育种实力，展示扛稳粮食安
全责任的坚定决心。四川德阳主场
活动在广汉三星堆镇举办，展现长
江上游丰富多样的优质产品、美丽

宜居的乡村生活、辉煌灿烂的农耕
文化。

9 月 23 日，国家乡村振兴局会
同江西省政府在赣州市于都县举办

“兴产业促消费、庆丰收感党恩”主
题活动。活动现场，中国中化控股
有限责任公司和新希望集团等 55
家单位发起企业消费帮扶联合倡
议，22 家企业举行消费帮扶现场签
约，达成意向签约 30 项，签约资金
9.4亿元。

同一天，2021 年中国农民丰收
节黑龙江主会场开幕式活动在大庆
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拉开帷
幕。随着丰收的锣鼓齐声奏响，渔
民捕获的鱼儿奔腾跳跃，寓意着鱼
米双丰收、丰年喜欢腾。云南省举
办以“庆丰收·奖名品”为主题的表
彰大会，公布了 2021 年云南省“10

大名品”和绿色食品“10 强企业”
“20佳创新企业”获奖名单。

“我们丰收啦！”23 日，在河北
省邢台市信都区前南峪村抗大陈列
馆广场，喜庆的锣鼓震天响，欢快的
秧歌扭起来。当天，前南峪主会场
设有农民演艺区、农业品牌展示区
等，展出 100多种特色农副产品。

除了邢台市，河北多地也举行
了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在保定市
阜平县大道农业生态示范园，村民
们载歌载舞庆丰收；在徐水区神农
现代农业示范园里，19 个县（市、
区）收获的农产品集中亮相。在石
家庄市正定县塔元庄村的同福乡村
振兴示范园，供销联盟成立仪式举
行，河北省名优农产品数字平台正
式上线。

近期，第三届中国·盘锦乡村振

兴产业博览会举行。本届乡博会展
出了农产品加工、智慧农业、美丽乡
村建设等七大领域内容，吸引了
800多家参展商、300多家采购商。

此外，内蒙古兴安盟扎赉特旗
也举办了“庆丰收、感党恩、跟党
走”的主题活动，当地乌兰牧骑、民
间艺术家为观众呈现了热情洋溢的
歌舞表演。活动期间，当地还开展
了农特产品展销品鉴会、乡村体验
游、科普下乡等系列活动。

高原秋意浓，青稞收获忙。这
两天，在西藏日喀则市江孜县，青稞
田里一片金黄，大棚中蔬菜枝叶舒
展。日喀则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今年，日喀则粮食总产预计
达到 44.6 万吨，其中青稞产量长期
稳定在 40万吨以上。

（人民日报）

多地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

共庆丰收 共享喜悦

近日，“中国桃乡”保定顺平县望蕊桃产业
现代农业园区举办了第二届燕赵杯中熟桃比
赛，来自保定、衡水、石家庄等全省各地选送的

137 个桃样品中，来自保定市顺平县望蕊鲜桃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久保”、衡水市深州市利仁
果品专业合作社吴赛龙的“砂子早生”等 5个样

品获得金奖，获得 2000 元奖金。同时，活动期
间成立了河北省特色产业协会桃专业委员
会。随后，来自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河北农业
大学、河北科技师范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将对桃
产品发展趋势、桃树整型修剪、桃储运保鲜技
术等开展了技术讲座。

此次活动由河北省特色产业协会、河北省
桃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顺平县人民政府主
办，顺平县农业农村局、顺平县望蕊桃产业现
代农业园区、河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水
果创新团队保定试验站承办。河北省农业农
村厅、河北省特色产业协会、河北省农林科学
院、保定市农业农村局以及顺平县等领导和农
林专家们参加了活动。

笔者在现场看到，工作人员们正在仔细对
全省各地选送的参赛品种进行重量、糖分、硬
度等测定，来自北京和全省各地的桃产业专家
和种植能手来到现场品尝后点评。

样品检测由相关实验室对参赛样品进行外
观、内在品质检测。专家评分由鉴评组根据果
形、果色、单果重、风味等项目进行综合评分。
名次确定依据样品检测结果和专家组打分结
果，按一定权重确定参赛样品的分数及名次。

金奖占取样品数量的 3-5%，银奖占 5-10%，优
秀奖占 10-15%。获奖证书由河北省特色产业
协会、河北省桃产业技术战略联盟颁发；奖金
由顺平县人民政府颁发，金奖 2000 元、银奖
1000 元、优秀奖 500 元。活动还吸引了不少网
络直播高手，在现场，笔者看到许多嘉宾展示
台前赞不绝口。

据评审专家介绍，组委会收到来自保定、衡
水、石家庄、邢台、秦皇岛、邯郸等多地选送的
参赛桃样品 137 个。工作人员依据硬度、含糖
量等初选，初选入围圆桃 40 个，蟠桃 35 个。省
内外专家、从业代表、消费者代表等 9位鉴评专
家依据品相、口感、香气等感官品质和外观检
测结果等打分，最后确定保定市顺平县望蕊鲜
桃农民专业合作社选送的“久保”等 5个获得金
奖，衡水车道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李东道的“霞
脆”等 8个样品获得银奖，衡水市饶阳县家浩果
树种植专业社刘际生的“白油”等 18 个样品获
得优秀奖。

顺平县桃树栽培历史悠久，清雍正前即上
解进贡。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历届县委、
县政府和全县人民的共同努力下，顺平县的桃
产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到 2020 年底，全县桃树

种植面积达到 14万亩，产量 4.5亿斤，实现年产
值 8.3亿元，出现了河口、台鱼、白云等 3个专业
乡 80 多个专业村。顺平县先后被确定为“中
国桃乡”、“全国科技兴林示范县”、“全国经济
林建设先进县”、“全国林业标准化管理示范
县”、河北省优质桃生产基地县，顺富牌鲜桃被
评为河北省名牌产品并进入中南海成为国宴
佳品。2010年顺平桃获得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2012 年被省林业厅确定为十大果品特色县之
一，在历届廊坊农产品交易会上多次荣获金奖
和银奖。

顺平县政府副县长侯英武表示，此次活动
是该县林果业发展的盛事。他恳请省市农业
农村部门和专家们支持顺平，持续提升该县农
业技术水平，做大做强有机林果，推动特色产
业发展、促进群众增收，提高农业科技水平，推
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油蟠桃和普通的久保相比，每斤价格高出
4-5元。作为桃的老产区，竞争力遇到了挑战，
顺平正处在更新换代的发展节点。目前，已经
更新换代的桃树已经达到 1.5 万亩。”顺平县果
树研究所所长张宪成告诉笔者。

（张 文）

“中国桃乡”河北顺平县举办第二届燕赵杯中熟桃比赛

法院公告栏
王胜勇、葛淑梅：本院受理原告乔凤兰诉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送达（2021）豫0223民初2157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北楼315室
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效力。

河南省尉氏县人民法院
王耀魏：本院受理原告武小勇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豫 0223 民初 1772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北楼 315室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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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效力。 河南省尉氏县人民法院
杨广巍：本院受理原告赵丽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遇法定假日顺延）
上午 9时 3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商水县人民法院
赵志峰：本院受理原告河南省嘉泰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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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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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商水县人民法院
连建华：本院受理原告张亚飞诉你追偿权纠
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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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商水县人民法院
王腾飞：本院受理原告王莹新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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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商水县人民法院
梅园厂：本院受理原告陈利峰诉你劳务合同
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遇法定假
日顺延）上午 10 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商水县人民法院
杨军：本院受理原告汪四刚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鄂1223民初168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被告杨军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
还原告汪四刚借款本金 70000元，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经济开发区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本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咸宁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湖北省崇阳县人民法院
李运洪：本院已依法审结原告李凤洋与你运
输合同纠纷一案，2021年9月18日依法作出
(2021)黔0626民初12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主文为：“由被告李运洪在本判决生效后 5
日支付原告李凤洋运输费人民币 40600
元。案件受理费815元，公告费200元，共计
人民币 1015 元由被告李运洪负担”。因无
法向你直接或邮寄送达该判决书，现向你公
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经 60 日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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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铜仁市中级
人民法院。 贵州省德江县人民法院
陈天华：本院受理原告德江县鑫盛钢材诉陈
天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黔0626民初96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文为“由被告陈天
华在本判决生效后 5 日内支付原告德江县
鑫盛钢材划款人民币 11290 元。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82 元，公告费 200
元，共计 282元由被告陈天华承担。”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铜仁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则发生
法律效力。 贵州省德江县人民法院
成启禄：本院受理原告陈泽林诉被告成启禄
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三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
法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人民法院
齐胜普：本院受理师家魁诉你追索劳动报酬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豫0724民初1306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亢村法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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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获嘉县人民法院
河南省新景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原告许军、
王丰、马卫霞、代个杰诉诉你与河南现代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马宝旗等人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结，并作出（2021）豫 1602 民初
2741号民事判决书。被告马伟、马中华不服
该判决提出上诉，现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
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
王营：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香河支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1024民初1366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刘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香河支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1024民初1364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朱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香河支行诉你及第三人香河县城镇房
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 1024 民初
138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廊坊市中级人民
法院。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曹杰、甘文俊、余江平：本院受理原告王柱诉
你三被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三
被告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传
票、廉政监督卡、司法公开告知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第 3日 9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被告刘思治：原告贵州嘉林建材有限公司与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0626民初3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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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德江县人民法院
宋国领：本院受理原告张冬至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2021）豫 1602 民初 4234 号民事判决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60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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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
金加强：本院受理原告卢月红诉你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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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灵
乡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王盼功、梁红都：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分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豫 0402 民初 3274 号、3275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民事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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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建明：本院受理原告刘怡函、侯红彪诉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豫0402民初2380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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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艳喜：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廊坊胜芳支行与你方借款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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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义务告知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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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 2021 年 12 月 13 日上
午 10 时在本院胜芳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霸州市人民法院
史殿军：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廊坊胜芳支行与你方借款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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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义务告知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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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 2021 年 12 月 13 日上
午 9时在本院胜芳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霸州市人民法院
梁大志：本院受理朱晓芳诉梁大志离婚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合
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次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亚东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决。特此公告。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王迎秋：本院受理原告刘伟与被告王迎秋离
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辽 0882 民初 2230 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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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辽宁省营口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辽宁省大石桥市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