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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妆、代体验、防踩坑，一些靠谱
的美妆博主是不少爱美人士的心头好，
也受到诸多美妆品牌的青睐。然而，这
股美妆风过早地刮向了孩子。社交媒体
平台上出现了一批打着“全网最小美妆
博主”“跟着萌娃学化妆”等噱头的少儿

“网红”。
值得注意的是，背后的成年人赚得

盆满钵满，表演和观看的未成年人却可
能因过早接触物欲世界而三观迷失。此
外，专家指出，引导少儿进行美妆产品代
言，并拍摄上传视频涉嫌违法。

稚嫩的脸庞 成人的模样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当6岁的女
儿提出“想要美妆套装，化优雅熟女妆”
时，山西太原市居民秦女士十分意外。
一番询问过后，秦女士发现，在幼儿园，
少儿美妆博主颇受欢迎。小朋友争相购
买少儿“网红”推荐的美妆产品，还有的
热衷模仿，拍摄“美美的”美妆视频。

记者搜索发现，在小红书、B站、好
看视频、快手等社交媒体平台上，少儿化
妆的图文视频不在少数，有的发布在少
儿美妆博主的主页上，还有的在成人博
主的主页中穿插发布。

“刚过完 5 岁生日，化个纯欲蜜桃
妆”“精致女孩都应该用，我都用了 8瓶
了”……短视频中，香甜音乐背景下，身
穿露肩装的少儿“网红”卷出成熟的发
型，娴熟地化上一层层粉底和眼影，对着

镜头嘟嘴眨眼，用清脆的娃娃音熟练介
绍化妆品，引导网友购买，俨然一副出入
社交场合的大人模样。

“商家和平台为了经济利益忽视价
值取向。”在山西省运城市当幼师的刘婷
说，想变美、想被很多人喜欢是小朋友的
共性，商家和平台利用了这一点，助推美
妆穿搭风潮在儿童中流行起来。

“少儿美妆博主受捧的背后是近年
来快速发展的儿童美妆产业。”广东省化
妆品学会常务副秘书长、暨南大学生命
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刘忠说。有电商平台
发布数据显示，2020年国内儿童彩妆销
售额同比增长了 300%。“85后”妈妈成
为主动给孩子购买化妆品的主力军。

直播电商从业者黄小树（化名）指
出，一个在小红书上拥有10万粉丝的博
主，每接一单广告就能获得数千元收益，
可谓获利可观。

过早化妆实在“坑”娃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多数少儿美妆
博主实际上是由成年人策划制作内容交
由少儿“网红”进行表演，以“吸睛”为目
的，获取流量为商家做广告，进而赚取利
益，纯粹记录生活的博主少之又少。

营造人设，打造少儿美妆博主，不仅
“坑”了自家娃，也“坑”了别家娃。

有家长观察到，为了推销产品，少儿
美妆博主常说“幼儿园小朋友都在用”

“快让妈妈给你购买吧”，对儿童激励作

用明显。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赵
占领认为，美妆产业细分领域众多，若将
注意力投入其中，会耗费大量精力，侵占
儿童的学习、户外活动等时间。且社交
媒体具有一定的成瘾性设计，儿童过早
接触美妆、“网红”等，容易沉迷其中，还
会引起同伴间的效仿，引发攀比。

多位受访专家指出，目前儿童彩妆
的使用存在泛化倾向。广州中医药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美容科主任医师丁慧
说，儿童彩妆产品并不是大众类产品，它
是为艺术类、演员模特等方向的孩子设
计的，供他们在特殊场合短暂使用，但目
前少儿美妆博主等的宣传并没有交代这
一点，只是一味推荐购买。

彩妆研发师、美妆博主王芳观察到，
市面上很多所谓的儿童彩妆声称专为儿
童开发设计、无毒无害，实际上把产品包
装成儿童玩具进行销售；还有的厂家在
送检、备案时只显示“化妆品”，删去“儿
童”等字眼，规避有关部门对化妆品的严
格检查。

记者观察到，一些少儿美妆博主所
说所写的“心机”“绿茶”等内容呈现成人
化趋势，甚至包含“纯欲”“斩男”等软色
情词汇。

“过早地让孩子接触化妆，不会让孩
子建立对‘美’的正确认识，一些孩子的
审美观会变得非常单一，还会使其忽视
对心灵、智慧上，以及自然美和多元美的
追求。”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
主任、中消协专家委员会专家朱巍认为，

美妆风潮低龄化也意味着物化女性、容
貌焦虑等倾向过早地传递到儿童身上。

专家呼吁加强平台监管

受访专家和业内人士认为，儿童代
言美妆产品行为涉嫌违法，应整改下架
违法内容，加强平台监管。朱巍指出，广
告法明确规定，不得利用不满10周岁的
未成年人作为广告代言人。在针对未成
年人的大众传播媒体上，不得发布医疗、
药品、化妆品、美容广告以及不利于未成
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游戏广告等。有关
平台应尽快下架违法视频，整改相关板
块，对存在违法行为的家长、审查不严的
平台依法追责和教育。

专家建议加强对监护人的宣传教
育，改进学校美育工作。北京师范大学
法学院教授刘德良说，监护人应该更加
慎重，不可为短期利益，让儿童过早接触
成人世界。幼儿园和学校也应重视美
育，培养青少年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

此外，还应规范儿童彩妆市场发
展。2021年 6月 18日，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就《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征求
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刘忠表示，征
求意见稿对儿童化妆品的安全性评价进
行了严格要求，但惩处力度还稍显不足，
监管措施仍需进一步加强。同时规范儿
童彩妆广告用语，让确有需要的儿童用
上无毒无害的美妆产品。

（新华社）

“儿童美妆博主”如今已是全网火爆得“不要不要的”。在
小红书、B站、好看视频、快手等社交媒体平台上，少儿化妆的
图文视频不在少数。说到底，他们的主要目的已经不是“为了
流量”，而是“为了卖钱”，就是销售儿童化妆产品。“儿童美妆博
主”的出现，至少在多个方面存在问题。

问题之一，直播乱象咋还没管好？为了治理网络乱象，有
关部门已经规定禁止未成年人做直播，禁止未成年人在网络上
代言。那么，在这些平台上，何以还是出现了诸多“儿童美妆博
主”？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一些商业平台没有尽到自己的监
管责任，说严重点甚至是把有关规定当成了耳旁风！让未成年
人远离网络直播，不能是轻飘飘的一句话，而是需要“高高举起
狠狠摔下”。

问题之二，错误观念咋还有市场？毫不客气地说，“儿童美
妆博主”传播的就是错误的价值观。“刚过完5岁生日，化个纯
欲蜜桃妆”“精致女孩都应该用，我都用了8瓶了”……在一些
短视频中，香甜音乐背景下，身穿露肩装的少儿“网红”卷出成
熟的发型，娴熟地化上一层层粉底和眼影，对着镜头嘟嘴眨眼，
用清脆的娃娃音熟练介绍化妆品，引导网友购买样品。如此宣
扬错误价值观的传播，是何以通过审查的？

为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纽扣，才能让孩子健康成长，而当
错误价值观传播的时候，无疑会影响他们健康心理的养成。正
如媒体报道的那样，不少幼儿园的孩子在观看了“儿童美妆博
主”视频之后，就想着模仿，就想着购买这些产品。这不仅让心
理健康不能养成，还会损害孩子的身体健康，稚嫩的脸庞不能
被世俗气息、商业气息拿来“涂脂抹粉”。

说到底，“儿童美妆博主”背后是“儿童美妆产品”。对于这
些乱七八糟的“儿童美妆博主”需要全网封杀，但是对于乱象纷
纷的“儿童美妆产品”是不是也得管管了呢？需要制定一个儿
童美妆产品的标准，不危害健康必须是底线，而多大年龄才能
化妆也需要有一个引导性的规范。主管部门应进一步加强监
管，加大对生产不合格儿童化妆品的惩处力度，规范儿童彩妆
的销售。

儿童化妆产品热销，别让孩子在“开花”的季节“结果”，涂
脂抹粉的“小大人”还是不要的好。 （郭元鹏）

近年来，儿童美妆博主渐成小视频和
社交网站的热点，在视频中，从开箱到讲
解，从试色到上妆，这些孩子表现得甚至
比成年人还专业。此外，一些明星也热衷
将自己的孩子作为模特来展示儿童化妆
技巧，引来不少未成年人和家长的争相模
仿。空军特色医学中心皮肤科副主任李
强表示，他发现身边儿童使用彩妆产品化
妆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对这一现象，他持
反对态度。

是化妆品还是玩具？

某电商平台上，售卖儿童彩妆产品的
店铺多会在产品页面注明“专为儿童设
计”“天然配方”等，并晒出“权威检测证
书”。但这些“证书”字样模糊不清，无法
仔细辨别。在询问店家成分是否安全时，
部分商家提供了相关检测证书，但其送检
样品名称也仅是“装扮玩具”等，并非化妆
品。有的客服表示店里售卖的是儿童化
妆品，属于“过家家类”，但到底是玩具还
是化妆品？客服也无法给出明确答复。

今年4月，一位二年级小女孩的家长
向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人民检察院反映
自己女儿在使用某化妆品店售卖的眼影、
气垫、粉底霜等彩妆后脸部出现红肿、溃
烂。当地检察官在县内部分化妆品店、文
具店看到了自称“专为儿童设计”的化妆
品，这些化妆品多以“玩具”之名销售，经
查均为“三无”产品。那么，儿童彩妆产

品，真的如商家所说是专为儿童定制且安
全可靠吗？

智慧芽一位知识产权专家表示，目前
国内企业申请且有效的200多件相关儿童
化妆品专利，其中近60%为外观专利，除
了部分为产品包装外，其他多以玩具品类
申请。

不建议孩子长期使用彩妆产品

“化妆品都会含有一些小分子物质，
甚至可能还有一些小分子蛋白质，如果进
入儿童皮肤、被皮肤免疫系统识别后，容
易发生炎症反应，产生过敏、瘙痒等。”李
强介绍，儿童皮肤与成年人皮肤差异非常
大，孩子皮肤偏薄，皮肤通透性极强，皮肤
结构也非常松散，细胞与细胞之间的连接
弱于成人，这也导致儿童皮肤屏障功能较
弱。同时，不管是所谓儿童彩妆产品还是
成人彩妆产品的使用，都会影响儿童皮肤
的自身代谢，多次使用会破坏皮肤屏障，
让皮肤变得更加敏感。因此，李强不建议
儿童使用各种类型的彩妆产品。针对那
些希望通过教导孩子化妆、引导孩子审美
发展的家长，李强希望家长应更多将孩子
健康放在第一位。

“国内美妆的火爆已从成人延伸到儿
童，看起来只是产品延伸，实质上还是商
人趋利本质决定的。”纺织鞋服品牌管理
专家程伟雄认为，在多元渠道的当下，对
于新兴业态相关部门的监管尚有缺失，而

化妆品企业将市场延伸到儿童美妆产品，
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商业行为。他强调：

“商家的道德底线不可逾越，同时也期待
家长需要具备正确的健康消费理念，让孩
子们自然健康地成长。”

专家还表示，不管从成分还是生产工
艺上看，目前专门针对儿童和婴幼儿的化
妆品、护肤品专利非常少，从专利的数量
和质量上分析，儿童化妆品离规范和成熟
还有很大距离。如今市面上大量产品都
以“儿童专用配方”“安全可用”等话术进
行宣传，建议家长给孩子购买和使用这类
产品时还需谨慎。

儿童美妆产品首要是“安全”

频发的质量问题，为儿童彩妆市场敲
响了警钟。针对儿童彩妆产品乱象，今年
以来，全国各地陆续开展儿童化妆品专项

整治行动。
据北京市药监局化妆品建管处负责

人介绍，我国对于儿童产品有更谨慎的产
品配方安全考量，儿童产品所使用的原料
都要求安全性较高，并有一定的安全使用
历史。最终产品和其中所含原料都须通
过针对儿童使用的安全风险评估，才能作
为儿童产品投放于市场上。

“儿童美妆产品，首要任务是做到‘安
全’。遗憾的是，由于有关标准的缺失，部
分企业对‘美’比较重视，对安全与健康不
以为意。”四川天府健康产业研究院首席专
家孟立联表示，加强儿童美妆产品的标准
化及其标准体系建设，是首要大事。其次，
监管问题也应重视。对美妆产品引起的安
全与健康问题，应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时
处罚，提醒并督促企业重视儿童美妆产品
的安全问题。 （中国妇女报）

可食用果冻口红、食品级儿童防晒
霜……为了迎合消费者对健康绿色的
需求，一些商家推出了“食品级”化妆
品，并宣称此类化妆品安全有机、无副
作用。“食品级”化妆品真的安全到可食
用吗？

“从现有标准以及技术规范来看，
并不存在‘食品级’化妆品的概念，也没
有‘可食用’的化妆品。”郑州香料香精
化妆品行业协会秘书长杨超杰介绍，化
妆品是指以涂擦、喷洒或者其他类似方
法，施用于皮肤、毛发、指甲、口唇等人
体表面，以清洁、保护、美化、修饰为目
的的日用化学工业产品。

“作为一种化工产品，化妆品与食
品分属于不同行业。食品的使用方式
是经口摄入，并通过消化系统各个器官
的协调合作来完成消化和吸收，与化妆
品的使用方法、作用部位、作用机理均
不相同。”协会秘书长杨超杰表示，另
外，二者所用原料的禁限用要求，产品
所执行的标准、技术要求、检验标准、生
产环境条件要求也不一样。

实际上，商家打出“食品级”的招
牌，是为了替代“纯天然”“无添加”等早
已被禁用的违法违规宣传，标榜产品的
安全性和高质量。

杨超杰介绍，为了让化妆品在一定
时间内（即保质期内）保持性状稳定、不
腐败、不变质，或多或少会添加水、乳化
剂、增稠剂、防腐剂等化学添加剂。无

化学成分添加的纯天然化妆品并不存
在。

因此，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早在 2010 年发布的《化妆品命名指
南》里就已规定“纯天然”为虚假性词
意，不得在化妆品名称中使用。结合现
行《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对标签标注
内容提出的禁止性要求来看，化妆品标
签中“纯天然”宣称也属于违法违规宣
称。

“纯天然”被明令禁止，这才有了商
家自创的“食品级”化妆品的营销噱
头。不法商家投机取巧，大打法律的擦
边球，暗示消费者“能吃进嘴里的，用在
身上更没问题”，目的只是让产品身价
上涨，销量增加。

除了“食品级”“纯天然”，化妆品中
典型的违法违规宣称还有“特效”“顶
级”等绝对化词语、“再生”“抗疲劳”等
夸大性词语，以及“抗菌”“脱敏”等明示
或者暗示具有医疗作用和效果的词语。

“消费者在购买化妆品时，应仔细
查看化妆品标签标注的内容，通过其语
言环境来判断是否属于上述违法违规
宣称。”该负责人提醒广大消费者保持

警惕性，提高辨别能力，不要被商家的
文字把戏忽悠。

据了解，在国家药监局连续两年开
展的化妆品“线上净网线下清源”专项
行动中，化妆品非法添加禁用原料等严
重违法行为属于重点打击对象。专项
行动期间，各地药品监管部门会同公安
机关重拳出击，查处了一批化妆品重大
典型案件，捣毁生产经营窝点 55个，抓
获犯罪嫌疑人 200余人，涉案总金额超
过 20亿元。

在日常生活中，消费者如何判断化
妆品的安全性？业内专家介绍，公众可
以通过国家药监局发布的化妆品监管
APP 来查询产品信息、了解化妆品知
识、投诉举报。据了解，2021 年 5 月 24
日，化妆品监管 APP 升级，增加了帮助
中心、使用引导页、政策法规库、科普知
识问答、调查问卷等功能。

郑州香料香精化妆品行业协会专
家提醒，消费者使用化妆品发生不良反
应时，应立即停用可疑化妆品，并立即
清理皮肤上的残留物。如果感觉身体
不适，应及时到正规医疗机构接受治
疗。就诊时带上可疑的化妆品及外包

装，以便做斑贴试验等辅助检查，同时
配合医生上报化妆品不良反应报告。

（郑州香化协会）

儿童也能当美妆博主？律师：涉嫌违法

近日，安徽省芜湖市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结合“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在全市范围
内开展儿童化妆品专项检查工
作。

行动中，各级市场监管部
门重点加强对母婴用品专卖
店、大型商超等儿童化妆品经营
主体的监督检查，检查其依法履
行进货查验记录情况、所经营儿
童化妆品的功效标注情况等内
容。同时执法人员还向相关经

营者发放宣传资料，提高化妆品
经营企业主守法意识，营造齐抓
共管的格局。

截至目前，该市共检查母婴
用品专卖店362户、商场119户、
其他化妆品经营者327户，发现
问题产品5种，共出动执法人员
1609人次，抽检2021年1月1日
以后生产的驻留类儿童化妆品
品种2种、经营环节抽检化妆品
12件、查处案件2件。

（芜湖日报）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黑龙
江省黑河市市场监管局官网了
解到，为进一步强化儿童化妆品
监管工作，切实提升化妆品经营
者的法律意识、责任意识和产品
质量意识，五大连池市市场监管
局全面开展儿童化妆品专项检
查工作。

此次专项检查，进一步强化
对母婴用品专卖店、大型超市等
儿童化妆品经营者的监督检查，
重点检查是否履行进货查验制
度、是否存在虚假宣传等情况，
严厉打击违规购进行为，切实保
障儿童化妆品使用安全。检查

过程中，通过张贴海报，发放《化
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方式，宣
传贯彻化妆品相关法律法规，督
促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严格执
行索证索票、进货查验和台账管
理等相关制度，切实增强经营主
体安全责任意识、法律意识和诚
信意识，规范化妆品经营行为。

下一步，五大连池市市场监
管局将持续加强儿童化妆品经
营环节监督管理，继续深入开展

《化妆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办
法》的宣贯工作，强化化妆品经
营者守法意识，为五市市民的

“美丽消费”保驾护航。

近日，为进一步压实主体
责任、落实专项检查措施、推
进专项检查工作，湖南省娄底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化妆品监管
科组织对辖区内儿童化妆品专
项检查工作情况进行督查。

为切实保障儿童用妆安
全，严厉打击在儿童化妆品中
非法添加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
质的违法行为，娄底市自 3 月
底组织开展全市儿童化妆品专
项检查工作，并将儿童化妆品
专 项 检 查 与“ 我 为 群 众 办 实
事”实践活动相结合，专项检
查分为检查部署、检查实施、
检查总结三个阶段，于 9 月底
全面结束。

这次督查主要采取听汇报、

查资料、看现场的方式进行，重
点对儿童化妆品产品抽检、监督
检查、案件查办、宣传培训等内
容进行督查，并认真听取了各县
市区局如何加强化妆品监管、切
实保障公众用妆安全的意见建
议，就如何使化妆品监管有为有
位进行探讨交流。

督查组表示，各县市区局
对儿童化妆品专项检查工作思
想上重视，切实按要求组织开
展了相关工作，取得了较好的
成效。下阶段要在巩固前期专
项检查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实
际不断探索创新，形成工作亮
点，做出特色经验，全力推进
专项检查工作目标任务落实。

（张小容）

爱美也要健康第一爱美也要健康第一

安徽芜湖开展儿童化妆品专项检查

黑龙江五大连池市监局

全面开展儿童化妆品专项检查

湖南娄底市监局

组织开展儿童化妆品专项督查

郑州香料香精化妆品行业协会提醒：

“食品级”化妆品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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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市场监管局之窗丰台市场监管局之窗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查处一起商标侵权案

近日，丰台区市场监管局新发地所接
到来自广州市世忠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的
投诉，称新发地市场内北京祥睿通达商贸
有限公司未经授权擅自使用CJ株式会社
标有“CJTIDE”字样注册商标，存在销售
假冒注册商标产品的行为，侵犯了该公司
的商标注册权，要求予以立案查处。接到
投诉后，丰台区市场监管局新发地所执法
人员，快速行动，主动出击。经现场检查，
并联系商标权利人对上述产品进行辨
认。经广州市世忠商务咨询有限公司辨
认，北京祥睿通达商贸有限公司销售的12瓶“CJTIDE”品牌食品添加剂非CJ株式
会社或其授权生产制造的产品，属假冒注
册商标的产品。初步审查，当事人的行为
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
五十七条第三项之规定，已依法对该店铺
立案查处，案件正在办理中。本案中当事
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行为，不仅侵犯企
业的合法权益，影响企业形象，而且损害
消费者利益。下一步，丰台区市场监管局
将加大对商标侵权案件查处力度，保护知
识产权，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丁圣君）

法院公告栏
沈保强：本院受理原告王亚娟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
（2021）豫 0223 民初 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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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轩梦：本院受理原告王芳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
（2021）豫 0223 民初 1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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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军：本院受理罗时军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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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告
知书、告知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15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松桃苗族自
治县普觉镇普觉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特此通知。

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肖红林：本院受理杨立诉你追索劳动报酬纠
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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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险告知书、告知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10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松桃苗
族自治县普觉镇普觉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特此通知。

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王贺永：本院受理原告何文宝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冀 0821 民初 1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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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
告。

河北省承德县人民法院
罗以和：本院受理胡修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
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
限届满后第3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大渡口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安徽省东至县人民法院
朱贤刚、王涛：本院受理原告吴小磊诉你们
及韩小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无法直接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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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达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和 30日内，开庭
时间定于2022年1月4日上午9点在本院民
二庭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逾期则依法缺
席判决。

河南省太康县人民法院
赵燕：本院受理原告马金凯与你方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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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并定于 2021 年 12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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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盼盼：本院受理原告李现伟诉你离婚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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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及举证期限分別为 15日和 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十时在本院包屯
人民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扶沟县人民法院
李美娥：本院受理原告张冬梅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豫 1621 民初 2097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你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张
冬梅借款35000元及利息。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 60日内本院包屯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河南
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扶沟县人民法院
拍 卖 公 告

通许县人民法院将于 2021 年 11 月 10 日 10
时至 2021年 11月 11日 10时止（延时除外）
在通许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上，对开封市育新街 6号的国有土地使用
权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活动。特此公告。

河南省通许县人民法院
袁永梅：本院受理四川合江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
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之日起 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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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 10时在合江县人民法院九支法庭开庭
审理，届时未到，逾期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特此公告。

四川省合江县人民法院
董云航：本院受理原告刘保英诉你方委托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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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义务告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时（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城关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河北省临漳县人民法院
王杰：本院受理原告尚连锋诉你和刘兵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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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
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城关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
决。特此公告。

河北省临漳县人民法院
张先念、田茂强：本院受理原告赵以贵诉你
二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诉讼请求为：1、请
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
款共计 95000.00 元，其中 2019 年 4 月 15 日
40000.00元借款由担保人田茂强负责偿还；
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二人去
向不明，无法直接送达应诉手续，故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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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案并定于
2021年 12月 21日下午 14时 30分在本院尚
嵇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
张先念、唐德文：本院受理原告刘佳诉你二
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诉讼请求为：1、要求
被 告 向 原 告 偿 还 三 次 借 款 本 金 共 计
58000.00元，并以 58000.00元为基数按 2020
年10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从2018年1
月起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2、判决被告唐德
文在 36000.00 元的限额内承担连带担保责
任。因你二人去向不明，无法直接送达应诉
手续，故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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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的期限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
内。本案并定于 2021 年 12 月 21 日下午 15
时30分在本院尚嵇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
何亮初：本院受理原告胥鲁林与你、何小阳、
胡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诉讼请求为：1、判
令被告偿还欠款 12900元；2、判令本案被告
承担本案的所有费用；3、判令被告支付相应
利息，应支付 2019年 12月 19日到 2021年 5
月 27 日期间年利息 15.4%的利息，金额
2846.12元。因你下落不明，无法联系，使用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本案定于2021年12月20
日15时30分在本院鸭溪人民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不到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
祖小平：本院受理邓群方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起诉状副本，限
你在公告之日起60日内领取上述文书，公告
期满后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和答辩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并定于 2021年 12月
28日上午 9时在仪陇县人民法院永乐人民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如未到庭，本案依法缺
席审理。

四川省仪陇县人民法院
吴强：本院受理杨文宝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起诉状副
本，限你在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领取上述文
书，公告期满后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和答
辩期限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并定于2021
年12月28日上午10时在仪陇县人民法院永
乐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如未到庭，本案
依法缺席审理。

四川省仪陇县人民法院
王渐飞：原告西安百钢工贸有限公司诉你债
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川1324
民初 244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原
告西安百钢工贸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仪陇县人民法院
张达彪：本院受理上诉人陈小群与你离婚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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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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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三日上午 9时（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徽省太湖县人民法院
吴忠市富农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富农第六牧场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信息公告
一、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⑴建设项目名称：
吴忠市富农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富农第六
牧场。⑵建设地点：吴忠市利通区五里坡奶
牛生态养殖基地四期。⑶建设项目概要：建
设标准化牛舍及辅助设施。二、建设单位及
联系方式：建设单位：吴忠市富农奶牛养殖
专业合作社。地址：吴忠市利通区扁担沟镇
五里坡奶牛养殖基地。联系人：吴志雷，电
话：13299577777。三、编制单位名称：驰久
（宁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四、网络链接：
项目公众意见表及报告网络链接为：链接：
https://pan.baidu.com/s/
1r7shiUXDsM_k9IKmyWcWmA，提 取 码 ：
tjm1。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邮
寄地址：吴忠市利通区扁担沟镇五里坡奶牛
养 殖 基 地 。 电 子 邮 箱 ：375082346@qq.
com。六、有效日期：2021年9月29日-10月
18日。

吴忠市富农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