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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卢 岳

随着国内消费水平的提升，传统
食品饮料行业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
健康挑战。传统饮料大多以含糖饮
料为主的局面，正在被市面流行的无
糖饮料趋势取代。本报记者看到，最
早提出“0 糖”口号的元气森林，也意
外带火了业界此前无人问津的甜味
剂——赤藓糖醇。

天眼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经营
范围含“0 糖食品、0 糖饮料、无糖食
品、无糖饮料”，且企业状态为在业、
存续、迁入和迁出相关企业超 1200
家。从地域分布来看，广东、湖南、河
南三省的相关企业分列前三位。另
有数据显示，2019 年中国无糖可乐型
碳酸饮料销售占比仅为 3.4%，而欧美
国家占比达到 30%以上，其中英国占
比达到 63%，日本则达到了 44.6%。
业内专家纷纷指出，在消费者追求健
康理念的背景下，国内的无糖饮料、
以及可以取代糖的甜味剂行业，正迎
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机遇。

“减糖”成国家战略

人 类 对 甜 味 的 喜 好 与 生 俱 来 。
资料显示，糖是一种营养素，可以为
人体提供能量。但糖也不能过多食

用，它是一种除能量外不含其他营养
素的物质，摄入糖容易造成饱腹感，
影响人对其他营养物质的摄入，最终
导致营养失衡。在人体大量摄入糖
后，如果不能消耗掉糖所带来的能
量，很容易导致肥胖等健康风险的出
现。摄入量的多寡，是糖是否对身体
有害的主要参考指标。

本报记者了解到，国家卫健委发
布的《中国膳食指南》明确提出：居民
每日糖摄入量不应超过 50克，最好少
于 25 克。国家食品安全评估中心发
布的评估报告则显示，预包装食品中
乳制品、烘焙类和含糖饮料，是居民
糖摄入的三大源头。我国居民每日
糖摄入中有 24%来自酸奶等乳制品，
20% 来 自 蛋 糕 、饼 干 等 烘 焙 食 品 ，
17.7%来自含糖饮料。

以主流的含糖碳酸饮料举例，一
瓶 300 余毫升的饮料就含糖 30 克以
上。每日喝两瓶含糖碳酸饮料，糖摄
入量就严重超标。如果长期无法通
过运动消耗，很容易导致肥胖以及血
糖升高等潜在健康危机。

食品饮料业扛起“科普”大旗

记者看到，在过去数十年，国内
食品和传统饮料企业由于利益原因，
往往很少面向普通消费者开展“如何

健康用糖”等方面的常识教育，国内
消 费 者 饮 食 健 康 素 养 普 遍 存 在 不
足。专家认为，每个消费者都应该充
分认识到糖摄入过量的危害。每个
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自己要
为自己的健康负责，不管爱不爱吃
糖，都应以不影响自己的健康为前
提。如果每个消费者都能科学认识
到糖摄入的问题，国人的健康素养和
健康水平有望获得大幅提升。

同时，国内食品饮料企业更应该应
积极响应《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的
要求，协助国民达成健康中国行动中的
合理膳食。专家倡议，国内饮料企业都
应紧跟无糖的发展趋势，为早日达成中
国人的膳食健康尽一份力。

针对饮料行业，业内人士建议，生产
企业应该主动减少饮料中的糖含量，逐
渐培育消费者对清淡口味饮料的接受
度。为了满足用户对于甜味的喜爱，国
家政策也鼓励食品饮料企业使用甜味剂
来取代糖。实践证明，安全的甜味剂能
有效帮助消费者实现健康减糖目标。

赤藓糖醇火热背后

目前，市场上已存在多种比较成
熟的甜味剂，包括谷物发酵提取的赤
藓糖醇或罗汉果提取物为代表的天
然甜味剂，糖精、阿斯巴甜为代表的

人工合成甜味剂，在口香糖领域使用
多年的木糖醇等。这些甜味剂，均可
成为饮料行业的糖替代来源。

其中，阿斯巴甜作为传统人工合
成甜味剂，虽然在国内外存在不少健
康争议，但由于其价格低廉，一直被
国内知名饮料巨头长期使用。而赤
藓糖醇是目前市场唯一以生物发酵
法天然转化和提取制备而成的一种
零热量甜味剂，国家卫健委认定热值
为零。因其不参与糖代谢和血糖变
化，适宜糖尿病患者食用，以及在低
糖 减 糖 饮 品 、食 品 、保 健 品 等 中 应
用。因其安全性高、耐受性好，受消
费者和学界青睐。但是，由于赤藓糖
醇价格是传统甜味剂价格的 40—80
倍，国内传统饮料企业往往拒绝采用
这一安全甜味剂。直到元气森林成
功搅动行业格局，让无糖气泡水成为
风口上的宠儿，也让赤藓糖醇这个曲
高和寡的甜味剂走入寻常百姓家。

专家预测，国内无糖饮料未来十
年 将 迎 来 黄 金 发 展 机 遇 。 以 日 本
1990 年—2000 年为例，其无糖茶饮料
市场占比从 8.2%提升至 19.3%，矿泉
水仅从 0.9%提升至 4.0%。在元气森
林之后，国内传统饮料企业和新兴品
牌如果能够及时拥抱无糖趋势，也将
充分享受到这一波行业的红利。

10 月 11 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
一批国家标准。

此次发布的《水泥单位产品能源
消耗限额》等4项能耗限额强制性国家
标准和《数据中心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
级》等 4项能效强制性国家标准，旨在
通过提升标准指标提高节能准入要求，
引领行业节能降碳技术进步。30项特
高压交直流混联调控技术国家标准，从
电网仿真分析、继电保护、安全稳定控
制、调度自动化、网源协调、新能源调度
等6个关键技术领域，支撑我国大电网
安全稳定运行，促进我国新能源的规模
化高效利用，推动构建以新能源为主的
新型电力系统，为落实碳达峰、碳中和
能源发展目标提供技术支撑。同时发

布的《汽车信息安全通用技术要求》等
4项标准，规定了汽车以及远程服务与
管理、信息交互系统、网关产品等方面
的信息安全要求及试验方法。这 4项
标准作为汽车信息安全领域重要的基
础性国家标准，将为汽车信息安全产业
的监管提供支撑。《人造板及其制品甲
醛释放量分级》等4项国家标准规定了
室内用人造板及其甲醛释放量分级要
求，基于极限甲醛释放量的人造板室内
承载限量计算方法等内容，引导企业提
高安全要求，为消费者提供更安全的产
品。

据悉，新标准将于发布后 12个月
正式实施，为企业和市场设置了 1 年
过渡期。

无 论 是 商 场 还 是
电商平台，儿童口红、
儿童眼影、儿童粉饼等
广告随处可见。这些
儿童化妆品在安全问
题上给家长带来困扰，
也给监管部门带来新
挑战。

“儿童的皮肤与成
人相比，具有不同的生
理特点，其结构、成分
和功能都与成人有较
大差异。儿童皮肤娇
嫩细薄，且免疫功能尚不成熟，对外
来物质更加敏感，容易受到损害。因
此，有必要对儿童化妆品提出更为严
格的监管要求和技术标准。”国家药
监局化妆品监管司有关负责人表示。

近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儿童化
妆品监督管理规定》，进一步规范儿
童化妆品生产经营活动，保障儿童使
用化妆品安全。《规定》自 2022年 1月
1日起施行。

《规定》明确，儿童化妆品是指适
用于年龄在 12 岁以下（含 12 岁）儿
童，具有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等功
效的化妆品。

“因为儿童化妆品的注册备案管
理严于普通化妆品，一些企业为了逃
避监管，就在其生产的一般化妆品标
签上标注暗示性信息，让消费者误以
为该产品为儿童化妆品，比较常见的
方式就是使用‘适用于全人群’‘全家
使用’等词语。”上述负责人介绍。对
此，《规定》明确，标识“适用于全人
群”“全家使用”等词语或者利用商
标、图案、谐音、字母、汉语拼音、数
字、符号、包装形式等暗示产品使用
人群包含儿童的产品，按照儿童化妆
品管理。

该负责人还介绍，国家药监局在
以往的监管实践中，发现有些商家擅
自“跨界”绕过监管，以儿童玩具、“消
字号”产品等冒充儿童化妆品，给儿
童 的 健 康 成 长 带 来 不 小 的 风 险 隐
患。《规定》就此作出了针对性的要

求，明确企业应在儿童化妆品包装上
标注国家药监局规定的标志，方便消
费者快速识别正规的儿童化妆品，防
止其他产品打着儿童化妆品的旗号
浑水摸鱼。

打开电商平台搜索儿童化妆品
可以看到，不少商家在产品主页和详
情页上标注着“天然配方”“无毒可食
用”等宣传内容。针对这一现象，《规
定》特别提出，禁止儿童化妆品标注

“食品级”“可食用”等词语或者食品
有关图案。此外，针对婴幼儿和儿童
在使用儿童化妆品过程中可能出现
的误食、误用风险，《规定》要求化妆
品企业应当采取措施避免儿童化妆
品性状、外观形态等与食品、药品等
产品相混淆，并强制标注“应当在成
人监护下使用”等警示用语。

“儿童健康安全是社会关注焦
点，国家药监局一直高度重视儿童化
妆品的监督管理。”国家药监局化妆
品监管司有关负责人表示，为进一步
落实企业主体责任，《规定》还明确了
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对儿童化妆品
的质量安全和功效宣称负责，并在产
品开发、配方设计、标签使用、安全评
估、生产经营、不良反应监测、不合格
品处置等方面对企业提出了一系列
具体要求。监管部门将加强儿童化
妆品上市后的监督管理，重点对产品
安全性资料进行技术核查，发现不符
合规定的，依法从严处理。

（曾诗阳）

9 月 28 日，中国电子商会更新发
布《雾化电子烟装置通用技术规范》
和《电子雾化液安全技术规范》两项
团体标准（以下简称《团体标准》）。
与此前规定相比，新版《团体标准》增
加多项理化测试指标及测试方法，提
出了雾化液“禁用物质名单”，对电子
烟制定了更明确的安全要求。

中国电子商会电子烟行业委员会
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 90%以上的电
子烟均产自广东深圳。但记者了解
到，目前国内电子烟强制性标准尚未
出台，团体标准由此成为指导企业生
产的重要依据。中国电子商会曾于
2017 年发布国内首个电子烟团体标
准。在此基础之上，本次修订的《团
体标准》参考了法国、英国、美国、欧
盟等国家和地区的规定，融合了《欧
盟烟草指令》和国内相关要求，增加
了多项检测内容。深圳市标准技术
研究院产业标准创新研究所所长、教
授级高工王益群表示，该标准相对欧
盟、美国标准在禁用物质、重金属等
有害物质检测方面更加严格，将促进
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记者看到，在雾化液品质检测
上，《团体标准》新增了“相对密度、折
光指数、粘度、酸值、pH 值”等理化指
标，可更全面检测雾化液，保证品质

稳定性。此外，释放物作为评价电子烟
安全性的重要指标之一，在此次《团体
标准》中首次被规定具体成分限量。

深圳雾芯科技有限公司品质总监
杨勇在对标准内容进行解读时表示，
相较于前版标准，新版标准对内容进
行了丰富和充实，删除了新版标准中
没有引用到的标准文件，以附录的形
式对现行标准中不适用的方法进行
规定，从整体上更加凸显严谨和务
实，内容更加全面，结构更加严谨、科
学，为电子烟行业的监管、市场引导
与调控、行业发展与升级等方面提供
指导性的作用。

据悉，《电子雾化液安全技术规
范》主笔单位为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
研究院，《电子烟雾化类器具产品通
用规范》主笔单位为深圳雾芯科技有
限公司、深圳麦克韦尔科技有限公
司。此外，本次《团体标准》还同步更
新了未成年人保护条款，要求在雾化
器的外包装上标明“禁止向未成年人
销售”的警告语或警示图形符号。

“我们希望通过更完善的团体标
准，提升行业发展水平，”中国电子商
会电子烟行业委员会秘书长敖伟诺
表示，“我们也鼓励龙头企业在团体
标准之上，执行更加严格的企业标
准，引领全球产业发展。

近年来，各类金融犯罪层出不
穷，不法分子更是无孔不入，其中非
法开办贩卖银行卡、手机卡等，更以

“扫村”“扫校”方式诱导消费者及学
生群体办卡，造成较为恶劣的影响。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不法分子是怎样
一步步让大家“摊上大事”的。

首先，不法分子利用部分民众想
要赚钱但又对金融知识了解不够的
现状，以资源回收利用为由，诱导民
众租售借卡和支付账户。

在大量收购各类银行卡和支付
账户后，用于洗钱、诈骗、涉黑等犯罪
活动，通过在校学生租购该学校其他
学生的卡和支付账户，通过其村民租
购其他村民的卡和支付账户。

最后，学生和村民将接受法律制
裁并承受严重后果，例如 5年不能开
卡和支付账户，或纳入个人信用记录

和违法记录等。

马上消费研究院专家提示：

1、不要因为“蝇头小利”出租出
借出售个人银行卡、支付账户及电话
卡，以免触碰法律红线；

2、务必清楚自己名下的银行卡、
电话卡等情况，如果名下存在不明卡
片，应及时办理注销，以免给自己的
生活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如若遇到银
行卡、电话卡被盗或遗失，应该及时
向有关部门挂失，避免造成更大的损
失；

3、如发现有买卖银行卡、支付账
户和手机卡的违法犯罪行为，请及时
拨打110报警。

希望大家切忌租、售、借、收购卡
和支付账户，以免扰乱国家秩序，触
犯国家法律。

元气森林带火赤藓糖醇背后：

饮料业扛起“科普”大旗 无糖成国产饮料新趋势

“遇事不决，量子力学”。这是一
句科幻常用梗，意思是遇到难以处理
的问题时，借科学之名强行大开脑洞
（蒙混过关）。

近年来，标称“量子护肤”“量子
面膜”的产品开始浮出水面，这些产
品 中 博 人 眼 球 的“ 量 子 ”真 的 靠 谱
吗？近日，全国政协委员潘建伟在央
视“两会夜话”栏目中当场打假，直言
带“量子”的护肤品肯定不好，仅仅是
因为“量子比较时髦，大家都喜欢挂
个名”而已。

事实上，不只是护肤产品喜欢挂
“量子”的旗号，这一概念已套用到多
种日常用品中。一些网购平台上，充
斥着五花八门的“量子”产品，在无良
商家的吹嘘之下，无论什么产品，但

凡加上“量子”二字，马上变得神奇又
神秘起来。量子水杯、量子鞋垫、量
子磁力假睫毛、量子老花镜，就连袜
子都是集科技能量芯片和负氧离子
于一身的，还有不少量子保健产品，
有的甚至用“量子医学”来拉大旗作
虎皮。产品评论区，还有不少给出好
评的。

在线下商店，也有不少消费者为
“量子”产品交了“智商税”。

去年某教育培训机构宣称，能运
用“量子波动速读”这项技能，让学生
用 5 分钟看完 10 万字左右的书籍。
匪夷所思的是，这波神乎其神的操作
一时间受到很多家长追捧。

“不打针、不吃药、不开刀，就能
让很多病快速好起来，就连心脏病、

肾衰竭、癌症等很难治的病也都能快
速好起来。”这是去年年底，央视《每
周质量报告》在揭秘“量子医学产品”
节目中报道的案例，重庆的李女士
称，当地某电子商务公司这样的推销
骗光了她的退休金。

专家表示，目前我国量子科技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量子通信、量子计
算、量子精密测量这些领域，量子技
术暂时还没有与日用品扯上关系。
然而，从早前的“纳米拖鞋”“强离子
排毒仪”到现在的“量子”产品，这些
用“高科技”概念包装营销的现象从
未消失，甚至愈演愈烈，花样迭出。

此类骗局之所以层出不穷，与公
众 缺 乏 相 关 的 科 学 知 识 有 很 大 关
系。公众对量子科技不了解，甄别能

力不高，容易受到“伪科学”的蛊惑。
相关部门要加强科普，用老百姓听得
懂的语言、灵活多样的方式，发布权
威的量子科研资讯和科普文章、漫画
等。同时，还可以通过线上线下活
动，让公众了解最新科学进展，防止
受到网上谣言的蒙骗。

终结“量子”产品骗局，更需要监
管部门加大工作力度，让“伪科技”产
品再无立锥之地。对“伪科技”欺诈
行为露头就打，要一查到底，绝不姑
息；要督促电商平台严格把关，将涉
嫌虚假宣传的“量子”产品一律下架，
从源头净化市场环境；要开展线上线
下“飞检”活动并增加频次，防止不法
商家“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庞 鹤）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一批国家标准

国家药监局：
儿童化妆品禁止标注“可食用”

新增“禁用物质名单”明确产品安全标准

新版电子烟团体标准发布

遏制“量子”骗局要加强科普和监管

学习金融知识 倡导理性消费（三）

勿以恶小而为之 收售“两卡”摊大事

法院公告栏
李志宏、郭玉红：本院受理原告陈雅娟诉被
告李志宏、郭玉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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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翠岩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
将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凌海市人民法院
王步远：本院受理原告张显建诉你合伙协议
纠纷一案，诉讼请求为：1、依法判令被告立
即支付原告合伙结算款约 15 万元人民币；
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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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尚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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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林华：本院受理原告肖正华与你离婚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
庭组成人员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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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1年12
月30日15时在本院南隆法庭第二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
张翔：本院受理原告漯河市召陵区下岗失业
人员小额贷款担保中心诉被告张卫超、你追
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豫1104民初2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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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漯河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人民法院
重庆市开州区临江镇龙桥村1组77号雷必
文：本院受理原告宋堂露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须
知、廉政监督卡、简转普裁定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送
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和开庭时止。本案定于
2021年12月29日9时30分在开州区人民法
院临江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
熊杰：本院已受理原告铜仁市交通建设工程
总公司德江宏达分公司诉你不当得利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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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下午15时0分在
德江县人民法院高清中法庭，逾期将依法缺
席审判。

贵州省德江县人民法院
罗爱华：本院已受理原告庞贵川诉你与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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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上午9时
0 分在德江县人民法院高清中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贵州省德江县人民法院
姚卫强：本院受理原告邢台美工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2021）冀 0505 民初 505 号民事裁定
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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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邢台市任泽区人民法院
李庄建：本院受理原告卢喜林诉你借款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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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冀0505
民初 1188 号民事裁定书、合议庭成员告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邢台市任泽区人民法院
代元动：本院受理原告薛林林诉你离婚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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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
内容：离婚；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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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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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斌：本院受理任卫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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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公开告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隆尧县人民法院
吴斌：本院受理任卫山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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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公开告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 10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河北省隆尧县人民法院
董茹：本院受理原告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应诉通知书、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
达，举证和答辩期限分别为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八点（遇
节假日顺延）在睢县人民法院河集人民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缺席判决。

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
欧湘：本院受理廖志祥与李之军、欧湘、周志
清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20）黔 2328 民
初 3076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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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
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
白兵：本院受理杜利平起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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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川 1381 民初
3518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上诉状
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
王坤、周茸茸：本院受理聂耀荔诉你、覃铭
品、邓庆阳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一案，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合议庭成员
通知书、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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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日 10:0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茂兰人民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荔波县人民法院
韩新华：本院受理原告勾晓芳诉被告韩新华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 312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山西省阳泉市城区人民法院

将于 2021 年 11 月 1 日 10 时起至 2021 年 11
月2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淘宝网司法拍卖
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户名
（阳泉市城区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现公告如下：一、河北省邢台县会宁镇小良
舍 桃 花 源 项 目 第 10 幢 2 单 元
102.202.302.402.502.602.702.802.902.1002号
房起拍价：3149920.8元保证金：300000元增
价幅度：1000 元。二、咨询时间:自 2021 年
10月 7日起至 2021年 10月 29日(工作时间)
接受咨询。有意竞买者可与阳泉城区人民
法院联系,竞买人在拍卖竞价前请务必再仔
细阅读本院发布的拍卖须知。咨询电话:
18100343413，联系地址:阳泉城区人民法院
执行局该公告已同步在“淘宝网”上发布。
特此公告。

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
苏0831工举〔2021〕19号

句容昕月交通工程有限公司：本局 2021 年
08月18日收到关于陈如来（公民身份号码：
320830197102270430）的工伤认定申请，经
审核材料于 2021 年 08 月 27 日予以受理。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及《工
伤认定办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8
号)第十七条规定，现将举证事项通知如下：
一、受伤害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
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
举证责任。如你单位对申请人提出的工伤
认定请求不予认可或对申请人的工伤认定
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存在异议，你单位有义务
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用人单位无正当理由
在规定时限内不提供证据的，社会保险行政
部门可以根据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
以及相关部门提供的证据，或者调查核实取
得的证据，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二、向
本局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原物，也可
以提供经本局核对无异的复制件或复制品，
并对提交的证据材料的来源、证明对象和内
容作简要说明，签名盖章，注明提交日期。
三、你单位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 15 日内
向本局提交举证证据。在举证期限内提交
证据确有困难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本局
申请延期举证，经本局准许可适当延长举证
期限。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证据且未申请
延期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四、请确认你
单位法律文书送达地址：句容市天王镇天王
村戴巷；单位名称，句容昕月交通工程有限
公 司 ；联 系 人 ，陈 红 霞 ；联 系 电 话 ，
13382824430。如果有变化请及时告知本
局，并提供新的送达地址及联系方式，如因
你单位地址（联系方式）变动且未告知本局
而导致文书无法送达的，相关责任由你单位
承担。附件：陈如来工伤认定申请表复印
件。联系电话：0517-86906847。联系地址：
金湖县市民中心一楼社保大厅 6 号窗口金
湖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保科。

宁夏农垦贺兰山奶业有限公司
白土岗奶公牛育肥场

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一、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
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网址：https://pan.
baidu.com/s/1QqZxkI2BiloHd3Jf0kw-2w 提
取码：c1hn。建设单位：13309595133。地
址：银川市灵武市白土岗乡养殖基地。环评
单位：15009619682。地址：银川苏银产业园
智慧研发大厦七楼 7012-24。二、征求意见
的公众范围：本次评价范围内受项目直接影
响或间接影响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三、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网址：https://pan.
baidu.com/s/1ahPVXBAA6AzKD7el2ATqDg
提取码：c1hn。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
径：通过邮寄、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将意见
和建议反馈给建设单位和评价单位。五、公
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自公示之日起10个
工作日。

宁夏农垦贺兰山奶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