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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刘 倩 记者 徐 良）
近日，一年一度的恒源祥联合体“质量
月”活动成功举办，来自恒源祥联合体
内 100余家工厂的代表共同参与。此
次“质量月”活动在恒源祥家纺一厂

——红柳家纺举行。“质量月”期间，第
11届恒源祥全员技能大赛在红柳家纺
成功举办。

作为“质量月”传统活动之一，技
能大赛已经连续举办了 11届。今年，

来自恒源祥家纺产业的 12名员工代
表在红柳家纺展开了“枕套缝制”以及

“被单缝制”两个项目的比拼，她们展
示了何为又快又好的缝制技巧。最
终，来自红柳家纺的代表刘武梅和李

国芝分别荣获各项目的第一名。恒源
祥集团副总经理刘帅、红柳家纺原党
委副书记王雨洪、红柳家纺副总经理
郁敏向她们表示祝贺。

从1997年开始，每年9月，恒源祥
联合体都会通过开展一系列形式多
样、内容丰富的“质量月”活动，向包括
100多家工厂，28地区域分会、电子商
务团队的联合体成员以及全社会传达
深化“大质量”的理念。围绕恒源祥品
牌质量经营的中心任务，恒源祥为历
届“质量月”活动提出了鲜明的主题，
这些主题反映了恒源祥质量观的演
变、传承和创新。据了解，本届“质量
月”活动以“品质筑梦冬奥 品牌圆梦
百年”为题。

今年是奥运年，恒源祥集团为东
京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提供了入场
式礼服，还为第二次参加奥运会的难
民代表团提供了高质量的礼仪服饰，
让他们自信亮相开幕式的同时，更加
感动了无数国人。让中国制造走上世
界的舞台，无疑是世界对中国质量的
高度肯定。

2008年，恒源祥作为北京奥运会
的赞助商，以其强大的品牌影响力以
及“倡导绿色睡眠”的创新理念，还为

北京奥运会奥运村、媒体村提供全部
床上用品和窗帘，恒源祥以完美的品质
诠释了“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
运”的真正内涵，受到国际奥委会、北京
奥组委和各国代表团的一致好评。

2022年即将迎来北京冬奥会，这
是 中 国 历 史 上 第 一 次 举 办 冬 奥
会。 2019 年 11 月 18 日，恒源祥（集
团）有限公司正式成为北京 2022 年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正装和家居
用品赞助商。有过生产 2008北京奥

运产品的经验，红柳家纺更有信心和
决心，将一如既往在恒源祥品牌的带
领下，用优质的产品助力北京冬奥
会，让每一个参赛的中国体育健儿都
能圆梦冬奥。

期待 2022 年冬奥会的圣火在这
片热土上燃起，红柳将全力以赴，为这
次盛会的成功举办提供品质一流的产
品和温暖贴心的服务，助力恒源祥品
牌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双丰收。

红柳家纺：让中国制造走上世界舞台

法院公告栏
董建、杨伟：本院受理原告杨顺昌与你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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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义务
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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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日在本院胜芳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霸州市人民法院
张振娟、赵敏、刘宇新：本院受理原告北票市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辽
1381民初 3289号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
答辩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定于 2021年 12月 15日 9时在本院第四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辽宁省北票市人民法院
梁海涛、梁超：本院受理原告孙大鹏与你们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21）辽1381民初1296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60日内到本
院民事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
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北票市人民法院
蹇承根：本院受理原告覃建伟诉被告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黔 2328 民初 882 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在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
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及限期交纳案件受理
费通知，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限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至黔西南州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
王中毅：本院受理的(2021)川2021民初2774
号原告何传银诉被告王中毅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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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
如下：限被告王中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偿还原告何传银借款 100000元及逾期
利息。案件受理费 2300 元，由被告王中毅
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
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
汪耀明：本院受理原告陈吉中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鄂1223民初1794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 被 告 汪 耀 明 支 付 原 告 陈 吉 中 代 偿 款
15000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
履行完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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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金生、刘卫华：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商水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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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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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第 3 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上午 9 时 00 分
在本院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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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立良：本院受理原告李德山与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内 0721 民初 3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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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保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周口中心支公司诉你追偿权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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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
崔国良：本院受理陈敬诉你借款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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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
午 9时 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
丁娜平（丁娜）：本院受理常中生诉你婚约彩
礼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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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8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
赵建平：本院受理王志军诉你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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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 3 日上午 8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
拍 卖 公 告

定于 2021 年 10 月 14 日 10 时在中拍平台拍
卖某医院废旧物资一批。展示：2021 年 10
月 11 日-13 日 15 时止。报名：请具有废旧
物资回收资质的竞买人于拍卖会前到本公
司或中拍平台办理竞买报名手续。起拍价、
竞买保证金等详见竞买资料。咨询电话：
13967350262。

嘉兴市物资拍卖有限公司
遗产放弃继承声明▲谭俊武自愿放弃谭德顺遗产位于湖北省

巴东县清太坪镇大石垭村四组 8 号土建房
子三间全部产权，微信零钱7214元。▲谭剑波自愿放弃谭德顺遗产位于湖北省
巴东县清太坪镇大石垭村四组 8 号土建房
子三间全部产权，微信零钱7214元。▲邓爱萃自愿放弃谭德顺遗产位于湖北省
巴东县清太坪镇大石垭村四组 8 号土建房
子三间全部产权，微信零钱7214元。
和田昆仑利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田昆仑

利来生物制药产业园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
连接、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1、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https://pan.
baidu.com/s/
1fY0tQ8OsFB72ZUzroWtwKA，提 取 码 ：
ut8g。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公
众可通过上面的网络链接查阅环境影响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也可前往和田昆仑利
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厂区内查阅纸质报告
书。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征求意见的
公众范围为本项目周围居民及企事业单
位。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http://
www.xjhbcy.cn/hbcyxh/xxgk/255400/
hjyxpjgzcygs/284162/index.html l。四、公众
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填写公众意见调查
表，也可以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
位提出环保建议或意见。联系人以及联系
电 话 ：联 系 人 ：胡 永 民 。 联 系 电 话 ：
19999492998。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
间：公示时间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个
工作日内。

公告发布单位：和田昆仑利来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孙伟林、张玲：本院受理原告卢瑞诉你追索
劳动报酬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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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双涧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蒙城县人民法院
荣义强：本院受理原告何丽诉你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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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双涧人民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蒙城县人民法院
孙伟林、张玲：本院受理原告张韧诉你追索
劳动报酬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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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双涧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蒙城县人民法院
王赏、袁玉：本院受理原告马凤雷诉你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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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上午10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双涧
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安徽省蒙城县人民法院

吴彦：原告张勇与被告吴彦“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判决如下：1、被告吴彦在本
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张勇偿还借款本
金 1200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本
金 120000 元为基数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按
年利率 6%支付至 2020年 8月 19日，自 2020
年8月20日起按年利率3.85%计算至清偿时
止）。2、驳回原告张勇其他诉讼请求。案件
受理费 1350 元，由被告吴彦负担。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川1921民初2294号民
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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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廊坊铭顺志远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王艳与你方教育培训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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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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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