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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广西玉林围绕“十四五”
规划，全力构建轻工业高质量发展新格
局，吹响了振兴轻工业号角。近日，玉林
市轻工业发展工作组召开会议，研究修
改《玉林轻工业发展实施方案》，研究确
定各县（市、区）和开发园区的轻工业特
色园区的选址、规划和产业布局，以及研
究落实今年每个特色园区至少10个招商
引资项目。

玉林市提出，要推动轻工业振兴，打
造广西轻工业产业城，“十四五”期间基
本形成水暖五金、黑白家电、纺织服装、
绿色食品、板材家具、中医药等六条轻工
业产业链，每个县（市、区）至少建成1个
占地面积2000亩以上、产值超100亿元
的特色轻工产业园区。

传统轻工产业焕发活力

记者调查发现，今年以来，日用陶
瓷、芒编、纺织服装等玉林传统优势轻工
产业持续向好。海关数据显示，博白芒
编产业今年1月—6月，竹木草制品出口
997 批次，货值 1.17 亿元，同比增长
44.1%、47.2%；1月—7月，玉林市纺织服
装出口2.9亿元，增长66.3%，日用陶瓷出
口2.2亿元，增长17.1%。

玉林轻工产业外贸数字亮眼，在开
拓内需市场也可圈可点，如三环集团通
过提升产品设计水平，研发出符合消费
者美好生活需求的产品，产品畅销国内
各大城市，并亮相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
博览会，获得中外来宾广泛好评。

这种良好发展局面来之不易。近年
来，玉林市传统轻工产业受人工成本上
升、国际贸易壁垒等不利因素影响，一度
处于低谷。玉林市针对各个轻工产业发

展情况，出台相关产业政策，鼓励企业做
强做大，创新升级成为当地企业发展的
主旋律。

在三环集团，记者看到，在烧结的陶
瓷白胎上，一台机械正用颜料在其胎身
作画，色彩绚烂、清晰的画面瞬间凝结，
没有出现过去图案模糊不清的问题。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公司引进总投资1000
多万元的日用陶瓷智能装饰技术和配套
的颜料产业化设备，现已投产。同时，公
司继续加大颜料研发力度，研发成功了
在烧结白胎上打印1秒钟即可固化的颜
料，攻克了白胎光滑墨水流动模糊不清
难题。“现在我们的产品技术含量更高，
同时我们在产品中融入民族、文化元素，
这是三环产品深受国内外消费者欢迎的
原因！”集团负责人陈诚说。

产品不断升级，品质不断提升，在产
业链上提升竞争力，正是玉林市传统轻

工产业走出低谷的“秘码”。

全域布局打造产业新高地

玉林博白新生态纺织产业园，总规
划面积11000亩，总投资约200亿元，由
玉林市中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
设，以“国内首个全服装产业链园区”为
建设目标，发展针织、毛纺、高端梭织、家
纺等针织类服装等相关产业。

玉林市中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赵克银说，产业园以打造高端品牌的
针织服装为重点，为产业发展提供强大
的要素保障，主要包括工业供水、生活供
水、污水处理、热电联产等，其中生活供
水设施、污水设施、热电联产设施建设目
前分别完成40%、80%、50%，该园区（一
期）计划在今年12月底全面试产。

这个产业园是玉林各县（市、区）争
分夺秒推进轻工产业园的缩影。今年以

来，玉林市委、市政府全域布局，科学规
划，全力打造轻工产业新高地。围绕“十
四五”规划，充分发挥区位、产业、市场等
优势，结合各县（市、区）特色，全面布局一
批轻工产业园区，提升产业规模和层级，
打造特色轻工产业集群，延长产业链，提
升产业附加值。重点抓好园区标准厂房
及“五通一平”基础设施建设，设立轻工
业振兴工作专班，全面推进水暖五金、黑
白家电、纺织服装、绿色食品、板材家具、
中医药等六条轻工业产业链发展。

为加快轻工产业园建设，玉林市各
级各部门办法多、劲头大。北流市正在
推进建设的广西（北流）轻工产业园，目
标是建设 300万平方米的标准化厂房。
然而巨量建设资金如何筹集？北流市通
过土地使用权、厂房收益权质押获得金
融部门大力支持，通过申请发行政府新
增专项债券资金等办法筹集大量建设资
金，在短时间内迅速推进标准化厂房建
设。

同时，北流市加强招商引资工作，全
面落实招商领导责任制，筹建招商工作
专班，重点面向国内外 500强等大型企
业，以及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等发达
地区招商引资。出台灵活的招商政策，
激活北流市各乡镇、各部门招商引资的
活力。

2021年1月—8月，北流市各镇、各
部门洽谈项目 383个，已签约项目 166
个，开工项目81个，竣工项目48个。签
约项目总投资205.88亿元，签约亿元以
上项目33个。

从园区建设到招商引资，玉林各地
火力全开，跑出了玉林市项目招商的“加
速度”。 （桂 宣）

广西玉林打造轻工业产业城
围绕“十四五”规划 全力构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本报讯（记者 刘胜利 □ 魏
公平）9 月 26 日，记者从甘肃省十
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上获悉，2019 年—2021 年，甘肃省
共计划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3454个，
惠及居民 43.07万户，整合为 243个
项目推进实施。

截至今年 8 月底，已完成老旧
小区改造项目 73个、小区 693个,惠
及居民 12.03 万户；在建项目 170

个，涉及改造小区 2761 个，惠及居
民 31.04万户。累计完成投资 84.08
亿元。已新建小区停车场 433 个、
增设停车位 12000 多个，新建充电
桩(汽车、自行车)2000多个，改造水
电气暖管网 1000余公里，新增社区
服务养老、托育、卫生等公共服务
设施 60 多个，新建修缮小区健身

“袖珍”广场、“口袋”公园、街心花
园 300余处。

本报讯（记者 王春宝 □ 董建
伟）9月 23日,以“携手东北亚 共谋
新发展”为主题的第十三届中国—
东北亚博览会在吉林长春开幕。
本届博览会突出东北亚区域合作，
搭建高水平对话平台，推动开放型
经济圈建设。

中国—东北亚博览会由商务
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

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吉林省政
府共同主办，是世界上唯一由东北
亚地区六国共同参与并面向全球
开展经贸合作、高层对话和文化交
流的国家级国际性区域综合博览
会。

本届博览会共设置 7 个展馆，
展览展示总面积约 7 万平方米，包
括科技创新主题馆、汽车馆、东北
亚国家馆、吉林馆、省区市馆、进口
商品馆、新媒体直播馆。东北亚、
欧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
港澳台等地的近 40 个国家和地区
的千余户企业参展。

本届博览会专门设立了科技创
新主题馆，突出科技赋能、创新引

领、绿色发展，涵盖装备制造、信息
通讯、卫星技术、新能源、新材料、
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多个领域。

本届博览会首次设立了汽车
馆，重点展示中国一汽集团自主品
牌、合资品牌最新研发的整车及关
键零部件等。首次采取实体展和

“云上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举办展会，利用 VR、大数据等互联

网技术，构建新型展会形态，打造
永不落幕的“云上东北亚博览会”。

本届博览会将通过高层对话的
形式达成共识，推动中国与周边国
家共同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加强
东北亚区域内资源开发、产业协
同、通道建设、金融互惠等领域合
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与共同繁
荣。

据了解，博览会期间将举办第
十一届东北亚合作高层论坛等 11
项活动，同期还将举办第六届全球
吉商大会、全球秦商大会、2021 中
国 500 强企业高峰论坛、跨国公司
吉林行活动，开展多场商务考察交
流、恳谈、签约活动。

本报讯（记者 郑红梅 □ 杨绳
熙）9月26日, 由北京医疗保险协会、海
南省医疗保障研究会、海南博鳌乐城国
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管理局、中国人寿再
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共同主办的全球创
新药博鳌乐城研讨会在海南开幕。来
自24家北京公立医院的220余名院士、
医生、专家齐聚自贸港，推进京琼两地
在医疗健康领域协同发展。

据了解，为满足人民群众更高层次
的特许药品保障需求，在国家多层次医
疗保险战略指导下，今年7月26日，北
京市医保局指导推出的北京普惠健康
保，上线后就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
注，截至目前已有超230万人投保。其
中，保障范围的25种国内医保目录外
特药和75种海外进口特药（在博鳌乐
城先行区指定医疗机构使用）作为北京

普惠健康保的重要组成部分落地北京。
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

区将通过“四个特许”等政策优势，加快
乐城新政策的推广和特许药械落地使
用，加快京琼两地医疗机构建立信息共
享、医保互认、模式共建的合作对接机
制，更高效地为国内患者提供海外特药
保障。

本次会议为期6天，开设肺癌、血
液、泌尿、消化、乳甲、其他（头颈、皮肤
病专场，生殖神经）多个分论坛，为海内
外特药相关责任医师提供专业化的讲
解和培训，将全面展示全球创新特药多
领域的研究成果及治疗方案，深入探讨
医疗健康领域的未来愿景，广泛推动京
琼两地医疗机构的深度合作。期间，
220余名医生专家还将赴博鳌乐城先
行区参观交流。

“您好，是海澜集团吗？这里是江
阴供电公司，你们的新桥体育馆项目
用电申请我们已经收到，我们需要对
供电情况、线路走向等情况进行现场
勘察，方便过来跟您对接吗？”一早，江
阴市供电公司客户经理李志刚看到市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系统中推送的江阴
市海澜集团有限公司办电需求，赶忙
联系江阴市海澜集团有限公司的相关
负责人，商量新项目用电的具体事
宜。该项目的负责人刘先生表示：“我
这里的项目刚刚办好建设审批手续，
准备下月才开工，江阴供电公司就已
经服务上门了，效率也太高了。”

第二天一早，江阴市供电公司的
客户经理李志刚和陈宇熔再次联系刘
先生，具体了解项目情况，并且赶到项
目现场根据实际情况，给出了基建用
电的解决方案，为项目的后期开展提

出了合理建议。刘先生激动地说：“你
们想得太周到了，真的太让人放心
了！等后面工程正式推进了，我一定
再请你们来现场把关！”

今年以来，江苏省江阴市供电公
司主动延伸服务触角，改变以往坐等
客户上门申请办电的模式，推进供电
营销系统与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系统
（简称工改系统）实现数据互联，资源
互通。客户在办理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时，工改系统按照“成果共享、结果互
认”的原则，自动向供电营销系统推送
办电需求，供电公司第一时间纳入接
电项目储备库，形成线上线下融合的
审批+报装联合服务机制，切实前置
服务关口，让服务跑在客户前面，提升
客户电力获得感，从各方面不断优化
营商环境。

（王菁华 陆筱岑）

5G 自动驾驶、5G 智慧工厂、5G+AI 时间折叠、5G 远程矿
车……如今，数字技术赋能正在改写传统制造业的未来。9 月
28 日，2021 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乌镇落幕，在峰会期间，专家、学
者、企业代表齐聚“工业互联网的创新与突破——产业大脑未来
工厂”分论坛，共探数字经济时代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制造业是浙江的立省之本、强省之基。近年来，为加快新一
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推进制造强省建设，浙江
加码智能制造。

基于智能制造的良好基础，2020年，浙江省经信厅打造了首
批“未来工厂”12 家、“未来工厂”培育企业 16 家，在国内率先提
出并探索“未来工厂”建设的路径和标准。

2021 年上半年，浙江又先后印发《产业大脑建设方案 (试
行)》《“未来工厂”建设导则》等相关文件，开启“智”造新时代。

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卢山指出，“产业大脑+未来工厂”
是浙江推进工业互联网建设，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新探索、新
尝试。浙江将以“产业大脑+未来工厂”为核心场景，继续推进
工业互联网的创新突破，推进数字经济一号工程，实施新一轮
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加快产业高端化、数字化、绿色化发展，实现浙江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盛荣华指出，中国工业互联网发展已经进入
快速成长期，网络化协同、服务化延伸等新模式新业态兴起，赋能、赋智、赋值的
作用不断显现，产业集聚水平不断提升，工业互联网成为新基建的重要组成部
分，成为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盛荣华认为，浙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浙江的探索与实践对推动全
国互联网和制造业深度融合具有重要的示范带动作用。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韩夏指出，工业互联网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
要基石，必将在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我们将坚持
系统观念，秉承开放理念，同国内外各方一道共同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发展大势和历史机遇，推动工业互联网发展再上新台阶。”

在主题演讲中，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校长林忠钦表示，“未来工
厂”既是“产业大脑”的实践基础，又是“产业大脑”的服务对象，是实现“产业大
脑+未来工厂”模式的核心。其表示，“未来工厂”要实现全面数字化、高度智能
化、充分网络化。

日本经营工学研究院(东京)院长关田铁洪认为，未来工厂的追求，按照三句
话总结就是，更高质量、更优成本和更高效率，这是未来工厂的最终也是最高的
追求。

在对话交流环节，多位嘉宾还就“产业大脑+未来工厂”的内涵特征、生态构
建、实践探索及未来发展趋势等内容进行了深入探讨。 （中 新）

家电产业一直是安徽省传统优势
产业之一，相继创立美菱、荣事达等知
名家电品牌，吸引美的、格力、博西华
等一大批国内外知名品牌落户。近
日，安徽将智能家电产业列为全省“十
四五”重点发展的十大新兴产业之一，
并出台《智能家电（居）产业“双招双
引”实施方案》，系统推动该省智能家
电（居）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数字
化、网络化”方向转型升级。

《实施方案》提出加强核心技术研
发，丰富产品结构，向智能家居、智慧
家庭方向升级等 5 项重点任务。围绕
打造“绿色、健康、时尚、简约”家居智
慧生态场景，推进智能家电（居）产业
物联网体系创新、工业互联网体系创
新，加速形成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
资本链、人才链、政策链“多链协同”的
融链发展生态。

围绕打造产业新集群，《实施方
案》提出加快以合肥为主体、芜湖和滁
州为两翼的“一体两翼”家电制造基地
建设。大力引导智能家电（居）及零部
件企业向基地集聚，全面推进合肥、芜
湖 、滁 州 开 展 多 中 心 及 总 部 基 地 建
设。支持蚌埠、马鞍山、阜阳、六安、宣
城等地为多节点的智能家电（居）产业

基地建设。
深入推进“双招双引”，实施一批

重大项目。《实施方案》明确重点瞄准
国内外知名品牌，深入谋划、招引、实
施一批重点项目。引进智慧家庭互联
网企业，培育省内平台，抢占智能家电
（居）产业未来发展制高点。有针对性
地引进关键配套项目，不断提高智能
家电（居）产业链配套率。吸引大型家
电（居）企业将区域总部、事业部、研发
中心、营销中心落户安徽；顶格协调、
顶格推进、顶格服务一批超 10 亿元重
点项目。

安徽家电在产品总量、配套体系、
品牌汇聚等方面优势明显，为大力发
展智能家电、智能家居产业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按照《实施方案》规划，到
2025 年，安徽省将形成世界级智能家
电（居）产业集群。产业总产值突破
6000 亿元，年均增长 14.9%；“四大件”
年产量保持全国领先；百亿元企业达
10 个以上；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6家左右、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 5家左
右；产业配套率达到 70%以上，配套产
业产值突破 1000 亿元；主要家电能效
水平提升 10%。

（新 华）

9月 27日，国家广电总局官网发布
了《关于停止播出“美容贷”及类似广告
的通知》。通知称，近期发现，一些“美容
贷”广告以低息甚至无息吸引青年，诱导
超前消费、超高消费，涉嫌虚假宣传、欺
骗和误导消费者，造成不良影响。为此，
广电总局决定，各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
机构、平台一律停止播出“美容贷”及类
似广告。

“美容贷”是针对想要做医美项目、
但又囊中羞涩的用户提供的分期贷款服
务。但有些分期贷款的利率极高，让女
生虽然成功完成了医美项目，却被高昂
的贷款拖入生活的泥潭。

在网络上搜索“医美贷”“美丽贷”
“美容贷”，相关案例数不胜数。央视财
经9月25日在对多家医美机构进行调查
时发现，大部分医美机构都存在诱骗顾

客进行分期贷款的情况。另据河南电视
台9月12日报道，康某以公司招聘的名
义，高薪诱惑女性来就职，诱骗女性进行
整形手术并借取“美容贷”。

中国消费者协会统计数据显示，
2021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美容
美发类投诉总数为 16459件，同比增长
60%。其中一类集中问题就是诱导消费
者办理美容网贷，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

维权成本高。
记者了解到，广电总局此次发文前，

浙江省卫健委、网信办等十部门也联合下
发《医疗美容乱象整治百日攻坚行动方
案》，决定从2021年9月至12月联合开展
医疗美容乱象整治百日攻坚行动。该方
案要求组织对小额贷款公司进行排查，打
击涉及医疗美容领域的违规放贷行为；督
促银行机构、小额贷款公司规范开展金融
营销宣传，审慎开展相关业务；严禁银行
机构与无贷款业务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合
作开展“医美贷”业务，打击涉及医疗美容
行业“套路贷”的行为。

（广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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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打造智能家电（居）产业集群
列为“十四五”重点发展十大新兴产业之一

全球创新药博鳌乐城研讨会在海南举行

江苏江阴供电：

资源互通助力电力项目“加速跑”

突出区域合作 搭建对话平台 推动开放型经济圈建设

第十三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在长春市举行

甘肃计划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将惠及居民43.07万户

地方动态

广电总局重拳封杀“美容贷”广告
医美乱象整顿已进入密集期

法院公告栏
任子忠：本院受理原告马成与被告任子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陕 0831 民初 776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苗家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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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陕西省榆林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陕西省子洲县人民法院
任子忠：本院受理原告马成与被告任子忠合
伙协议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陕 0831 民初 777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苗家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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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陕西省榆林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陕西省子洲县人民法院
任子忠：本院受理原告马颀栋与被告任子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陕 0831 民初 778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苗家
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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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陕西省榆林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陕西省子洲县人民法院
李成东：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德阳市分公司诉你财产保险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该案的起
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0时00分（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太平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未到将依法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四川省西充县人民法院
王祝祥：本院受理的原告杨永顺与被告你劳
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 2730 民初 3490 号案
件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限满后第三日上午09时30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三高清数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缺席判决。

贵州省龙里县人民法院
孙加其：本院受理贾振仁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
证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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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2时（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二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
缺席判决。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
张磊：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淮安分行诉你及江苏登达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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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下午2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
江苏铸明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江苏铸明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南北热再生环保材料有
限公司、王祖明、干雪芳：本院受理中国信达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诉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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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下午2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十二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
左群方：本院受理原告赵培猛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苏 0812 民初 3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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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
院。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
马如建：本院受理原告曹桂刚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苏 0812 民初 3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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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
院。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
王庆海、程辉：本院受理原告王阴玉诉你二
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豫 0221 民初
197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于镇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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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开
封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杞县人民法院
高化胜：本院受理原告刘燕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依法判
决原被告离婚，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领取上
述文件，逾期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
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楼德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山东省新泰市人民法院
吴芬芳：本院受理的（2021）川1921民初3489
号原告王刚与被告吴芬芳“离婚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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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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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点在本院铁佛法庭公
开开庭进行审理（遇法定假日顺延）。届时
未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四川省通江县人民法院
王洋、孙国成：本院受理原告邱永平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
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即视为
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
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楼子店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人民法院
刘建东、刘好科:本院受理张爱田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21）冀 0982民初 1203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民事判决书，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沧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河北省任丘市人民法院
刘丽威、李军区：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任丘支行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该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
0982 民初2450号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书，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沧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特此公告。

河北省任丘市人民法院
王永明：本院受理原告神灯好车融资租赁(广
州)有限公司诉王永明追偿权纠纷一案，诉讼
请 求 为 ：1、请 求 判 令 被 告 支 付 代 偿 款
78265.29元，并代偿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
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资金占用利息；2、
请求判令原告有权对车牌号为浙BV06T1的
车辆申请进行拍卖、变卖，并就拍卖、变卖该
财产的价款进行优先受偿；3、本案诉讼费用
由被告承担。因你去向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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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日
下午14时30分在播州区人民法院尚嵇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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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超、刘爱飞：本院已依法审结原告马源骏
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21年9月27日
依法作出(2021)黔 0626 民初 1638 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主文为:“被告尹超、刘爱飞在本
判决生效后 10日内共同归还原告马源骏借
款本金人民币28950元。并从2015年5月28
日起以 2895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 1%计算利
息至还清借款本金28950元之日止。案件受
理费 524元，公告费 350元，由被告尹超、刘
爱飞承担”。因无法向你们直接或邮寄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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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贵州省德江县人民法院
赵明超：本院受理原告赵朝红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
（2021）豫 0223 民初 2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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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建华：本院受理原告刘彦磊诉你案外人执
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送达（2021）豫 0223民初 17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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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磊、任丘市东福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中国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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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特此公告。

河北省任丘市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