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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汝州市是酒的发祥地之
一，杜康、仪狄两位造酒祖师均为古
汝州人。宋代宫廷在汝州设酒务，酿
造官酒，明清时期汝州酒厂遍布。新
中国成立初期汝州组建宋宫酒厂，后
酒厂改制，唯一留存的陈家酒坊成为
汝州 200年酿酒史的珍贵传承。

汝州市位于河南中西部，北靠嵩
山，南依伏牛，西邻洛阳，东望黄淮平
原 ，北 汝 河 东 西 横 贯 ，向 有 天 中 之

誉。两山夹一川的地理格局，天中衢
地的区位，四季分明的气候，品类繁
多的物产，为汝州成为中国洒的发祥
地创造了条件，也是陈家米酒生存和
发展的沃土。

陈家米酒源产地为温泉镇陈寨
村，距汝州市区 22 公里，北依古广成
泽，南临北汝河，村落始成于明初。
陈家米酒一世传承人陈法玷，于清道
光年间在王寨吴酒馆村的酒坊做学

徒，掌握了米酒配方和酿造技术，后
传至儿子陈自伦。陈自伦清末被蟒
川杜店酒坊聘为酿酒师，1944 年日军
战领汝州，陈自伦带着自己的儿子也
就 是 三 世 传 人 陈 书 勤 回 到 陈 寨 务
农。陈书勤生子陈金禄，陈金禄 1 岁
多时父亲因病去世，配方由母亲张兰
保存。陈金禄长大后母亲将配方交
给儿子，授酿造要领。陈金禄 2004年
去世前将配方交予儿子陈彦召，嘱不
要让家传米酒失传。

陈家米酒的酿造流程是，先将小
米和优质糯米浸泡四个小时，蒸熟
（两个小时左右）后，降温至 35 度，盛
在固定的容器拌入酒曲。拌匀后盖
好口，糖化 24－36 个小时（此时为甜
米酒）。糖化后再加入水进行发酵 28
天左右，冬天约需要 60 天左右，颜色
为茶色开始进行蒸馏。蒸馏过程中
进行分段接取（此时为高度米酒），按
分段类别封坛入窖，储存脂化后销
售。

自清道光年间创始至今，经五代
传承，陈家米酒的配方和酿造方法没
有改变。陈彦召在传承的基础上发
扬光大，以家传酒业为龙头成立了河
南溢德实业有限公司，现有米酒作坊
一处，建筑面积 400平方米，以北方小
米和优质糯米为原料生产小米酒和
糯米酒两大类，以汝州文化元素注册
商标 6个，年产米酒 50吨。

2020 年 7 月，陈家米酒酿造技艺
被确定为汝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传承人陈彦召大学本
科毕业，是河南溢德实业有限公司负
责人，国家级酿酒师。

陈彦召介绍自己的成长经历时
说，2004年，年轻的他怀揣着梦想，踏
上了“迎奥运骑自行车万里行”的征
程，历时两个多月，途经十六个省市
自治区直辖市，约行一万三千多公
里。回想当时的出发点，他觉得主要
是自己是农村人，家里也比较贫穷，
没有出过远门，也没有什么见识。还
有刚从大学毕业，除了教学也不会其
它的，也不甘心就这样平凡的过一
生，当时想着一定要为自己的家族做
点贡献，为家乡建设出一份力。还有
就是做为汝州一名体育教师，应该为

汝州的体育的事业做出一点贡献，刚
好为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加油，就打
了主题“迎奥运骑自行车万里行”这
样一个旗帜，开始了自己的万里行征
程。

经过将近三个月的骑行，真正使
陈彦召了解了社会博大，对社会的了
解更深，也吃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
真正懂得了什么叫坚持就是胜利，什
么叫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他
说，这也许是他人生的第一次磨练，
也是他成功的第一步，如果这次他都
坚持不住，以后还能做什么事业？

2005 年，陈彦召被分配至全国魔
术专业村——宝丰县赵庄乡周营村，
上班两年后在村里承包近 30 亩地做
特色农业种植，使每亩地的纯收入达
到一万元以上，创造了当时农业种植
的奇迹，成为平顶山市优秀共产党
员，平顶山市优秀大学生村主任的代
表，成为各县学习的榜样，在全县各
乡镇做演讲报告。

2008 年，他作为全国优秀大学生
村主任代表，在北京做演讲报告，当
时是全国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选
出三个优秀大学生村主任到北京交
流学习，然后在全国优秀的大学生村
主任中选出四个优秀的代表在北京
做演讲报告。这四个全国优秀的大
学生村主任在做演讲报告的时候，只
有他是最接地气，真正做农业的，也
是演讲最精彩的，受到领导认可。

2013 年，陈彦召回家乡创业，创
办温泉镇第一家奶牛场，由于刚创
业，投资比较小，经济条件也不允许，
牛奶的生产量达不到蒙牛和伊利的
收购要求，最后他在全省考察，调研
学习之后决定做鲜奶吧，自产自销，
从源头到终端都是自己公司经营，这
样也能把利润最大化，市场的抗风险
能力也比较强，最后做到直营和加盟
的鲜奶吧店共计 17家，成为当地盈利
最大的一家牛场，带动了十几个家庭
致富，且有了稳的收入。

2015 年，陈彦召创办河南溢德实
业有限公司，公司主要经营原浆养生
米酒和全国农副土特产品及原生态
养生等。目前加盟商 500 多，实现总
产值近千万元。

塞上金秋，葡萄飘香。9月 26日，
首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
游博览会将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
市开幕。

本届博览会由农业农村部、文化
和旅游部、全国对外友协、宁夏回族
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旨在加强
同世界主要葡萄酒生产国及国内葡
萄产区的交流合作，进一步扩大“葡
萄酒之都”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推动葡萄酒产业高端化、绿色化、
智能化、融合化、品牌化发展。

过去 9 年，宁夏已成功举办 9 届
贺兰山东麓国际葡萄酒博览会。博
览会晋级“国字号”，不仅为宁夏葡萄
酒发展带来机遇，更体现了宁夏在推
动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让中国葡
萄酒走向世界的责任与担当。

“宁夏葡萄酒是国家对外交流的
一张‘紫色名片’，我们将持续推动中
国葡萄酒走出去，先进理念、发展模
式和品种技术引进来，品牌知名度和
影响力打出去。”自治区相关负责人
介绍。

立足优势，荒地变成绿洲

走进青铜峡市西鸽酒庄的 3 万亩
酿酒葡萄种植基地，随处可见果农们
忙碌的身影，一串串晶莹剔透的酿酒
葡萄被采摘下来，经严格筛选后运往
发酵车间。

“好葡萄酒是种出来的！”西鸽酒
庄创始人、酿酒师张言志说，宁夏贺

兰山东麓地处北纬 38度的黄金带，光
照足、降水少、温差大、湿度小，适合
酿酒葡萄生长。此外，这里遍布砂
石，土壤透气性好、富含矿物质，特别
适合种植优质酿酒葡萄。

在宁夏贺兰晴雪葡萄酒庄，不少
葡萄树主干并非垂直于地面，而是与
地 面 倾 斜 生 长 ，呈 现 出“ 厂 ”字 形 。

“‘厂’字形种植，葡萄水平生长，解开
绳子后，很轻松就能把藤埋到土里。”
酒庄创始人容健说。

2020年 5月，“宁夏贺兰山东麓葡
萄酒产业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
落地宁夏，迄今已形成葡萄育种平
台、栽培、微生物、葡萄酒产品工艺、
葡萄酒产业大数据等发明专利 36项，
制定相关标准和技术规程 12项，发表
论 文 40 篇 ，建 立 试 验 示 范 基 地 11
个。如今，一大批酿酒葡萄的最新技
术已经在宁夏大范围推广。

随着宁夏葡萄酒产业的迅速发
展，该产业每年为产区农户提供 12万
个就业岗位，发放工资约 9 亿元。酿
酒葡萄种植将贺兰山东麓 55 万亩荒
地变成了绿洲，酒庄绿化及防护林建
设大幅度提高了产区森林覆盖率。

政企聚力，产业融合发展

“自 1984 年葡萄产业起步，我们
在政策支持下，着力打造一条葡萄酒
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宁夏贺兰
山东麓葡萄产业园区管委会主任曹
凯龙说。

2003 年，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
产区被成功确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产
品保护区。2012 年，宁夏成立了葡萄
产业发展局，这是全国第一个省级葡
萄产业发展管理机构。2013 年，《宁
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保护条例》
施行，宁夏成为全国第一个以地方立
法形式对产区进行保护的省区。

2021 年初，宁夏印发《自治区九
大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
以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先行区为统揽，把葡萄酒产业纳
入重点发展的九大产业，提出把贺兰
山东麓打造成“葡萄酒之都”的目标，
系统谋划、科学布局，并出台一系列
扶持政策，推动葡萄酒和文化旅游全
产业链融合发展。

如今，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
区，已成为全国最大的集中连片酿酒
葡萄产区和中国最有代表性的葡萄
酒产区之一。葡萄酒产业也已成为
宁夏调整结构、转型发展、扩大开放、
促农增收的重要产业。

刚刚过去的中秋节，贺兰山脚下
的志辉源石酒庄迎来大批游客。文
旅融合，激发宁夏葡萄酒产业发展新
动能。2020 年，宁夏各酒庄接待游客
超过 80万人次，葡萄酒销售量达 2200
万瓶以上，网络销售额超过 3.5 亿元，
同比增长 25%以上。

打造品牌，葡萄酒走出去

2020 年 3 月，宁夏 22 款葡萄酒摘

得 2020 柏林葡萄酒大奖赛金奖。宁
夏先后有 60 多家酒庄的葡萄酒在国
际葡萄酒大赛中获奖，越来越多的宁
夏葡萄酒品牌走出国门。

今年 7 月 10 日，经国务院批准，
全国首个特色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
验区——宁夏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
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挂牌成立，计
划用 5 年时间建成综合产值 1000 亿
元 规 模 的 现 代 葡 萄 及 葡 萄 酒 产 业
区。

据介绍，综试区将坚持产业发展
与生态治理相结合、国际标准与宁夏
特色统筹兼顾，打造全国优质酿酒葡
萄种植与繁育基地，产品远销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中高端酒
庄酒生产基地和辐射全球的葡萄酒
品 牌 交 流 、文 化 传 播 、生 态 示 范 基
地。

“今年我们做了多场直播，线上
销量较往年翻了一番，这得益于多年
来我们在品牌塑造上下的功夫。”迦
南美地酒庄负责人王方说。

2020 年，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葡
萄酒出口逆势增长 46.4%，国际影响
力和竞争力不断提升。

“加拿大市场是世界酒庄都想进
和最难进的市场之一，这次我们西鸽
葡萄酒成功出口加拿大，足以证明宁
夏产区的酒品质‘在线’。”西鸽酒庄
全球品牌大使、来自法国勃艮第的陈
仙妮说。

（人民日报）

蔬菜是居民餐桌上的每日必备。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
断提升，从“有没有”到“好不好”，蔬菜消费也在悄然变化。以
消费为导向促产业提质增效，云南在政策扶持、资金投入、基地
建设、品牌培育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力推动“千亿云菜”
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消费者带来更多的新鲜味道。

蔬菜生产四季旺

走进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路上的沃尔玛超市，在生鲜
区，记者看到，辣椒、土豆、生菜、西芹……琳琅满目的蔬菜堆满
货架。在旁边一处生鲜柜里，来自云南各地的高原有机蔬菜也
整齐摆放。记者看到，普通胡萝卜每斤 2.18元，而包装好的
250克有机胡萝卜售价11.8元。通过随机对比发现，有机蔬菜
的价格比普通蔬菜贵出了6倍至10倍。尽管价格高，绿色有机
蔬菜仍受到不少消费者的青睐。

“有机蔬菜生产更安全，味道更好，价格高一点我们也可以
接受。”在超市购物的昆明市五华区居民孟敏对记者说。

作为我国重要的蔬菜产区，云南近年来以“一县一业”示范
创建、高原蔬菜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为抓手，辐射带动50个
蔬菜生产大县，2020年蔬菜种植面积 1880.7万亩，产量 2737.1
万吨。

“云南凭借低纬度高海拔的地理气候优势，形成了昭通、大
理、丽江等地夏秋蔬菜优势产区，保山、普洱、红河等地冬春蔬
菜优势产区，以及昆明、曲靖、玉溪常年蔬菜产区，生产四季相
对均衡。”云南省农业农村厅绿色食品处一级主任科员谢洁介
绍。

地理气候条件让云南蔬菜品种丰富。据统计，云南省规模
种植的蔬菜达 1800多个品种，其中规模超过 30万亩的品类有
22个。随着蔬菜种类不断丰富，消费者选择多样，对蔬菜健
康、风味、质量的需求也变得更加强烈。

“这几年国内消费水平不断提升，过去吃不到的现在吃到
了，还要吃得更好。蔬菜也从无公害到绿色，朝着有机方向发
展。”通海高原农产品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张军说。

通海县是云南省重要的蔬菜生产基地和集散地。金秋时
节，通海县杞麓湖畔沃野千里、生机勃勃，绿油油的菜地一眼望
不到边。记者走进通海高原农产品有限公司的物流冷链中心，
看到蔬菜经纪人正把刚从田间收购来的新鲜蔬菜源源不断运
送进来。“眼下，玉米、娃娃菜、甘蓝、花椰菜、莴笋等正在上市。”张军介绍，这些蔬菜
经过分拣加工后，将被销售到北京、上海等城市或者日、韩、中东等国外市场。

打好“绿色食品牌”

从无公害到绿色再到有机，对蔬菜的生长环境、栽培管理的要求也变得更加严
格。通海高原农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卫表示，围绕着未来消费市场的方向，蔬菜
种植水平也在不断提升。

走进通海县河西镇的通海高原农产品有限公司“001”生态蔬菜种植示范基地，
一块块田地里种植着鲜食玉米、大白菜等蔬菜。杨卫解释，所谓的“001”即指“不使
用化学农药、不用化学合成肥料，好吃为第一追求”。

如何实现？就得从蔬菜的种植方式和科技含量上着手。在示范基地记者看到，
被修整后的每一块菜地都十分平整，田地里预埋了喷灌系统，安装了太阳能灭虫灯、
害虫远程检测仪等设施，基地里还建设了废弃菜叶处理池用来生产有机肥。基地管
理人员解释，通过部署农业物联网设备，接入农事管理系统，能够实现对整个基地气
象、环境、土壤、作物生长状态的监测和管控，为农作物生长提供精细化管理。

“云南省提出打造‘绿色食品牌’以来，着力顺应消费需求，大力推进蔬菜的绿
色、有机生产。”谢洁介绍，云南围绕绿色化发展目标，各级政府通过获证后奖补，加
大化肥农药减量、蔬菜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推广等方式，鼓励和支持企业积极开
展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及农产品地理标志“两品一标”认证（许可、登记）。截至
2020年底，云南蔬菜“两品一标”累计有效获证主体183个、产品1038个。2020年云
南省开展 4次蔬菜产品例行监测，共抽检蔬菜产品 1800个，合格 1776个，合格率
98.67%，高于97.89%的全国平均水平。

小包装成大趋势

除了追求健康、绿色、生态的蔬菜品质，小包装精品化也成为当下年轻人消费的
趋势。

在手机上打开当下流行的生鲜售卖软件，挑选好后下单，第二天蔬菜就被送到
指定的楼下门店。这样的买菜方式是昆明市民李芸的经常选择。“因为家里人口少，
也不是经常做饭，所以我会买小份的盒装菜，比如一根萝卜，甚至两棵小白菜，很新
鲜也精致。”

为了适应电商平台供应的需求，通海高原农产品有限公司也引进了一条精包装
生产线。记者在生产车间看到，分拣好的新鲜娃娃菜放进物料盘，经过生产线，就会
按照三棵一袋包装在一起。

“这样的小包装主要面向大型商超和电商，我们基地采摘时就会控制好蔬菜的
尺寸和品质。”张军说，“目前公司已经和每日生鲜、百果园等电商平台合作供货。”

“当前家庭呈小型化趋势，蔬菜消费需求少量化、小包装呈上升趋势。因此蔬菜
在商超、线上的铺货率正不断上升。”谢洁表示，为精准对接市场，推行小包装蔬菜生
产加工，提高市场供给水平，云南省依托高原蔬菜产业集群建设项目，在砚山、通海、
陆良等地支持新建生产线、改造升级生产车间，提升小包装蔬菜生产产能。

围绕着打造“绿色食品牌”战略部署，云南高原优质蔬菜品牌不断打响。据统
计，2020年，云南省蔬菜产业出口量达140.55万吨，出口金额15.32亿美元，均实现逆
势上涨，近70%蔬菜产品销往全国150多个大中城市和40多个国家及地区。

（经济日报）

回乡创业 传承陈家米酒酿造技艺
——记河南溢德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彦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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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推动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

立足优势 擦亮“紫色名片”

法院公告栏
苗文、李凤平：上诉人阿荣旗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向阳峪信用社(2021)内0721民初801号
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撒销(2021)
内 0721民初 801号民事判决书民事判决书
第四项，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彭贵
祥、彭德春、高承利对苗文、李凤平在上诉人
处的借款本息、逾期利息、复利承担连带保
证责任。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逾期将依法审理。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贾国新、杨洪亮、贾国峰、彭宏伟：本院受理
原告阿荣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向阳峪信用
社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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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内 0721民
初289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向阳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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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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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凤龙、沙文刚、吴振海、吴振财：本院受理
原告阿荣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向阳峪信用
社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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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内 0721民
初288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向阳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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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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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雨、赵亚玲、孙玉山、徐振军：本院受理原
告阿荣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向阳峪信用社
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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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内 0721 民初
289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向阳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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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宪林、韩会敏、孙玉发、韩世军：本院受理
原告阿荣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向阳峪信用
社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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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内 0721民
初289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向阳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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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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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兆岩、曹宪伟、李贵柱、付永生：本院受理
原告阿荣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向阳峪信用
社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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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内 0721民
初289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向阳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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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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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启昌、韩旭、梁国峰、刘福强、郑本凡、郭晓
丽、孙利、孙向前、张新华：本院受理原告阿
荣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三道沟信用社与你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内 0721民
初 2898 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原告撤回起
诉。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向阳峪法
庭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王贵、王富、玄光辉：本院受理原告阿荣旗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三道沟信用社与你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内0721民初2992号
民事裁定书。准许原告撤回起诉。自公告
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向阳峪法庭领取民事
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姚德胜：本院受理原告赵喜家与被告姚德胜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1）内 0721 民初 2849 号民事判决书。
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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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伟男：本院受理原告赵喜家与被告陈伟男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1）内 0721 民初 2853 号民事判决书。
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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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安明：本院受理原告赵喜家与被告邓安明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1）内 0721 民初 2850 号民事判决书。
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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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亚娟：本院受理原告李淑英与被告李亚娟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1）内 0721 民初 2847 号民事判决书。
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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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吉：原告姜维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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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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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 月 5 日下午 15 时 0 分在德江县
人民法院高清 3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审判。

贵州省德江县人民法院
李遵军：本院受理闵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本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1）鲁 1321 民初 3298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青驼法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沂南县人民法院
蔡玉林：本院受理马志霞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及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
于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
30分在本院高新区人民法庭不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特此公告。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江苏朵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郭弘越、张智
辉：本院受理季峰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 0903 民初 319 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
院高新区法庭（原潘黄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届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特此公告。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马登云：本院受理原告任岳诉你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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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审判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院定于答
辩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假日
顺延)在本院 4 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
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特此公告。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吴利军：本院受理原告夏宇诉你租赁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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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审判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院定于答
辩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假日
顺延)在本院 4 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
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特此公告。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吴瑶：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德阳东大街支行与被告吴瑶信用卡
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
信用卡透支本金人民币 43920.21 元和透支
利息 40923.61 元、违约金 4753.22 元合计
89597.04（利息、违约金暂计至 2021 年 2 月
24日，之后的利息、违约金按合同约定计算
至所有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2.判令被告
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相关诉讼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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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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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 15 日内。
本案于2021年12月29日9时在黄许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审
理判决。特此公告。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人民法院
何笑云：本院受理原告王俊豪诉你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豫1623民初24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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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送达期限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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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即
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商水县人民法院
河南省博爱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博爱县人民法院将于 2021 年 10 月 30 日 10
时至 2021年 10月 31日 10时（延时的除外）
在博爱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上公开拍卖以下物品：被执行人名下位于
博爱县工业园区的土地使用权及房产。标
的物详情请登陆博爱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
法拍卖网络平台查看。备注：上述拍品若流
拍，本院将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进行第二次拍
卖或变卖。了解该拍品的后续拍卖（变卖）
时间及详情，请登陆博爱县人民法院淘宝网
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查看拍卖（变卖）公告。

河南省博爱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博爱县人民法院将于 2021 年 10 月 30 日 10
时至 2021年 10月 31日 10时（延时的除外）
在博爱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上公开拍卖以下物品：被执行人名下位于
博爱县孝敬镇博王路西侧土地。标的物详
情请登陆博爱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
网络平台查看。备注：上述拍品若流拍，本
院将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进行第二次拍卖或
变卖。了解该拍品的后续拍卖（变卖）时间
及详情，请登陆博爱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
拍卖网络平台查看拍卖（变卖）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