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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优源商城是公共网络的第五平台，是与

中国食品安全 315联盟合作打造的新零售生态

系统创新平台。商城面向农村一线，聚集农特

产业，充分发挥电子商务便捷、安全优势，以家

乡馆、家乡代言人、合作社为三大支柱，助力乡

村振兴。

电子商务的未来在农村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普及，特别是伴随智能

化技术的不断升级、快递网络的快速发展、网上

银行及诚信系统的不断完善等诸多方面的综合

发展，电商日益显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特别

是自 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对一些主要经济体

持续产生巨大冲击，越来越多的传统企业正在

大规模进驻电商领域，消费者也不得不尝试新

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电商越来越深入农村

和内陆地区，这些地区仍存在巨大的发展空

间。在某些地区，农村电商也已经成为脱贫致

富的重要途径，并得到大力扶持和推广。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脱贫攻坚战

取得全面胜利后，“三农”工作重心也随之历

史性地转移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阶段。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

主要矛盾、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具有重

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实现乡村振兴

也是每个企业、每个国人义不容辞的历史使

命。保优源商城以“紧跟时代步伐，践行乡村

振兴”为宗旨，积极探索新零售生态系统建设，

全力推广地方特产，加快发展乡村产业，助力乡

村经济发展。

三管齐下打造农特产特色

保优源商城以推广全国各地名优特产为特

色、涵盖生活刚需品，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优质产

品服务，合作社、家乡馆、代言人三管齐下，紧密

结合，打造农特产为特色的线上商城。

商城产品以农产品为主，占商城总产品数

的七成以上。保优源商城与广大农村合作社、

家庭农场、土特产种植基地、禽蛋养殖基地等真

诚合作，根据当地产品特色化，采用差异化销售

策略，大力推广他们的产品，打造农产品特色品

牌。商城采用“保优源+合作社（基地）+农户”的

推广模式，O2O、C2B2C 的运营模式，帮助农户

打通农产品销售渠道，实现“你种我销、你养我

卖”。随着商城的建设和壮大，逐步整合一些地

方资源，推进集约化、规模化、品牌化的订单式

农业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引导推动农业经营由

“种什么卖什么”向“要什么种什么”转变。同

时，在合作过程中注意培育优秀农业合作社，打

造龙头合作社，形成示范效应，引导更多农户、

农产品参与进来，逐步形成“一镇一社”“一村一

品”“一县一龙头”的合作社商业网络，真实做到

消费助农、消费兴农。

保优源商城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平台优势

和技术优势，以省市为区域筹建各地家乡馆，每

个家乡馆精选具有地域特点、品质优异的特色

产品，利用日益成熟的农产品电子商务及订单

农业，进一步鼓起农户钱袋子。家乡馆在优质

的特产产品和广大需求者之间，在田间和餐桌

之间，在农村和农村、农村和城市之间搭建起畅

通的桥梁，既解决了人们买得放心的问题，也有

力地促进了乡村经济的振兴。

产品需要推广，地方特产要让尽量多的人

知道。而且，地方特产不同于其他产品，最懂它

的是当地人、家乡人，只有这些人才能推荐得更

好。为此，保优源商城特别推出了“我爱家乡我

代言”活动，开通了“代言通道”，请富有家乡情

怀的广大消费者来做自己家乡的代言人，真情

推荐、地道讲解自己家乡的产品，分享家乡的乡

情乡味、最美特产，将特色产品通过平台推广到

全国。

建设家乡馆是保证优质源头的关键

“保优源”三个字拆开来就是“保证”“优质”

“源头”，严守产品质量，必须从源头抓起，优质

源头是保障。保优源商城建设家乡馆，就是找

到源头，从源头抓品控，构建从源头到餐桌的供

应链。8月 18日成立了第一个家乡馆——四川

家乡馆，随后又先后成立了山东家乡馆和重庆

家乡馆。

在四川家乡馆里，不仅有中华老字号、中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鹃城牌郫县豆瓣酱，全国农产

品地理标志产品、大凉山州冕宁县泸宁鸡，还有

汉源花椒、洪雅特产藤椒酱麻辣酱、绵阳特产无

花果果茶，更有来自大凉山的突尼斯软籽石榴、

雅安特产汉源金花梨、眉山洪雅红心猕猴桃等

时令水果。集合了众多四川特产的四川家乡

馆，谁能不爱呢？

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来自四川省凉山

州会东县铁柳镇三村村的突尼斯软籽石榴。三

村村地处金沙江干热河谷，独特的温湿气候和

土壤条件特别适合突尼斯软籽石榴的种植和生

长。2016年 2月，在帮扶单位和当地政府的帮

助下，三村村根据自身优势，引进优质的石榴品

种软籽石榴进行大面积专业种植。至目前种植

面积已达八千余亩。通过四川家乡馆的对接，

三村村成为保优源商城“乡村振兴、特产助农”

工作的首个试点村。在石榴采摘开卖的季节，

村支书和种植户穿着民族盛装上线直播，给商

城的用户送上了来自山头树下的问候。

建设家乡馆是保优源商城践行乡村振兴战

略的重要举措。家乡馆让保优源商城距离乡村

更近，是实现“走进乡村”的重要一步，有力地促

进了合作社、家乡馆、家乡代言人的紧密结合。

保优源商城将大力推行家乡馆建设，真抓实干，

勇于创新，善于总结，探索一条乡村振兴的“特

色”路线。

打造农产特色
保优源商城大力推行家乡馆建设

法院公告栏
殷琪：本院受理原告徐收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鄂0281民初3452号民事判决书。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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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黄石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刘细国：本院受理原告黄桂兰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鄂 0281 民初 2819 号民事判决书。
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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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黄石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刘璋：本院受理原告章启旺诉你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原告提交证据材料及廉政监督卡、告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易
程序转普通程序）。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上午九时在
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审理。

安徽省太湖县人民法院
王洪岩：本院受理原告王殿祥诉你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辽 0381 民初 5402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南台法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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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及副本九份，上诉于鞍山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特此公告。

辽宁省海城市人民法院
龙红刚：本院受理原告任云根诉你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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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通知
书、告知审判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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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并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下午 15 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人民法庭（盘信人民
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
将缺席审理。特此公告。

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鲍建松：本院受理原告曲国新诉你(2021)内
0428民初1766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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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宝旗：本院受理原告李建华诉你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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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二中：本院受理原告殷俊伟诉你等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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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凤菊：本院受理原告赵电力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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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举证届满
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
本院马岭岗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
蹇勇：本院受理原告马应军诉被告蹇勇劳务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黔0113民初4791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容为:一、被告蹇勇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马应军劳务费5365元
及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 2019年 4月 28日
计算至付清之日)；二、驳回原告马应军的其
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 25 元，
由被告蹇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视为送达。

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
李楷红：本院受理原告尉氏县人民医院诉你
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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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尉氏县人民法院
黄棋楠：本院受理原告霸州市兴顺木业有限
公司与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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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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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殿军、韩经章：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濮阳开
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关支行诉
你们与孟维勇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豫 0928
民初 421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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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濮阳县人民法院
常素菊、孙广民：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濮阳开
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关支行诉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豫 0928民初 4199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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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濮阳县人民法院
宋奇刚、于兴尧：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濮阳开
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关支行诉
你们与孟志刚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豫 0928
民初 403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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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濮阳县人民法院
赵俊浩、段志刚：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濮阳开
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关支行诉
你们与刘晓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豫 0928
民初 420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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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濮阳县人民法院
李厂艳：本院受理原告李先芝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完结，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2021）豫1628民初32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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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人和代表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周
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鹿邑县人民法院
新乡圆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邯郸市伟业地热开发有限公司诉你公司
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公告向你公司送
达(2021)冀0432民初670号民事判决书及民
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
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广平县人民法院
河北坤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许
俊其诉你（2021)冀 0434 民初 891 号买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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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十五日和二十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三日上午九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魏县人民法院
许海永，连文杰：本院受理贾文锋诉你
（2021)冀 0434民初 2655号买卖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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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日和二十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三日上午九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魏县人民法院
刘瑜：本院受理原告王海丰诉被告刘瑜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辽0682民初1961号民事决书。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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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凤城市人民法院
凤城市爱阳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赵云
峰：本院受理原告耿长臣诉被告凤城市爱阳
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赵云峰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
辽0682民初1580号民事决书。自本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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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凤城市人民法院
凤城市爱阳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赵云
峰：本院受理原告闫玉祥诉被告凤城市爱阳
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赵云峰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
辽0682民初1579号民事决书。自本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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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凤城市人民法院
田健：本院受理原告谢德丽诉被告田伟合伙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黔 2731 民初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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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上诉状副本，上诉至黔南布
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
律效力。

贵州省惠水县人民法院
四川省隆昌市响石镇锣鼓村3组35号的洪
平：本院受理原告隆昌市顺诚五金经营部诉
被告洪平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2021）川 1028 民初 3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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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四川
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隆昌市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