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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市场监管局之窗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巧用“物料平衡”

严查食用油生产企业
为督促食品生产企业落实从原料采

购、生产过程到成品入库各环节的食品
安全主体责任，生产出让群众放心的京
产芝麻油，丰台区市场监管局灵活运用

“物料平衡”的方式对辖区内食用油食品
生产企业开展食品安全检查。一摸清库
存底数。执法人员现场检查了企业的生
产车间、成品库及原料库，对原料库中剩
余的相关原料和成品库中相关产品的实
际数量进行盘点，做好记录。二是严查
记录制度，检查企业芝麻籽油的生产用
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和食品包装材料
等原辅料进货查验记录、出入库记录、生
产过程控制记录、投料记录、产品入库出
库记录,检查企业制度是否可合理证明原
料和成品之间的物料平衡关系。三查核
算物料平衡，结合对 4个库房的现场检
查，并调取了原料验收、出入库等 5项纪
录，通过对企业的原辅料投入和成品产
出之间的差异分析查明食品生产物料从
采购、投入到产出的全过程的使用轨迹
和损耗，从而判断食用油生产企业在生
产加工过程中是否可能存在掺杂掺假、
标签和实际配方不相符、违法添加以及
使用过期原料等日常监管中难以发现的
潜在风险和违法违规行为。 （周舟）

今年以来，消费在中国经济中的基
础性作用更加显著。前三季度，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 318057 亿元，同比增长
16.4%。相关测算显示，最终消费支出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64.8%，是拉动
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动力。

如何进一步为消费提供有力支撑？
在商务部日前召开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培育建设工作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上海、
广州、天津等地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各自
的做法。

更多“全球首发”将在上海落地。上
海市副市长宗明介绍，2020年，上海市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1.59万亿元，
位居全国城市首位。目前，上海将工作
重点聚焦在集聚全球消费资源、提质扩
容服务消费、引领全球消费潮流、建设全
球影响力商圈、营造优质消费环境、完善
政策制度体系、加强区域协同产业联动
七个方面，提升“五五购物节”“环球美食
节”“上海时装周”等品牌活动的影响
力。“下一步，上海将进一步放大进博会
溢出效应，发挥浦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引领区和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作用，
打造独树一帜的首发经济，推动各类首
秀、首映、首展、首演全新亮相，打造集新
品发布、展示、交易于一体的首发经济生
态链，展示上海城市软实力。”宗明说，上
海将着力建设全球新品首发地，举办“拥

抱进博首发季”等活动。今年，引进首店
有望超过1000家。

天津是老工业城市，也是全国工业
产业体系最完备的城市之一。天津市副
市长王旭表示，当前天津正加快建设“全
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而培育建设国际
消费中心城市与天津制造业立市的目标
相契合。“在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的进程中，我们围绕河、海、港、洋楼等城
市特色，补短板、强基础、建平台。2021
年，天津将打造 10个购物中心，引入首
店60个。未来两年，将建成商业载体18
个。通过打造新的消费平台，提高市民
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形成消费引领力。”
王旭说，天津还将加快北方国际航运枢
纽建设，打造全球商品贸易港，建设服务
本市、辐射“三北”的进口消费品供给平
台，助力实现“买全球、卖全球”。

“广州力争用5年时间，基本建成汇
聚全球消费资源的现代商都、创新消费
供给的智造名城、引领消费升级的时尚
之都、满足多元需求的服务高地、畅通内
外市场的门户枢纽。”广州市市长温国辉
说，广州将强化面向东南亚乃至全球的
资源配置能力，推动构建具有全球辐射
力的湾区城市群消费网络体系；降低商
业经营和物流供应成本，完善通关和签
证便利措施，优化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
税服务，构建与国际规则相衔接、自由便

利的消费政策制度体
系。

近年来，“立体山
城”“光影江城”“魅力
桥都”成为重庆消费
的一张独特名片。谈
及如何建设“辐射西
部、面向全球”的国际
消费中心城市，重庆
市副市长蔡允革表
示，未来将加快建设
国际消费重要承载
区，加快培育数字消
费“住业游乐购”全场
景，加快推动智博会、
西洽会等展会赛事国
际化发展，升级举办

“不夜重庆”生活节、
中国（重庆）火锅美食文化节、中国重庆
国际时尚周等标志性品牌展会活动，全
面提升引领国际消费时尚的城市消费活
力。

在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方面，首
都北京同样提早发力。据介绍，今年 8
月 27日，北京就印发了《北京培育建设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提出全面
实施“十大专项行动”，涵盖 40类共 173
项任务。“依托故宫—王府井—隆福寺

‘文化金三角’，推进王府井商圈‘商业+

旅游+文化+科技’深度融合；依托华贸、
国贸、SKP等商业综合体，加快形成千亿
规模的世界级的商圈；推进西单—金融
街商圈一体化的建设进程，打造以‘品
牌+品质’为特色的时尚魅力消费圈；将
首钢园培育成为以‘体育+创意’为特色
的全球首发的消费圈；以环球主题公园
等项目建设为重点，建设城市副中心新
型消费圈。”北京市副市长杨晋柏介绍
道。

（人民日报海外版）

10月26日，由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
合作研究院、重庆市商务委员会、重庆市
渝中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一届中
国城市商圈发展大会”在重庆解放碑步
行街举办。

与会专家深入分析城市商圈在促进
消费、扩大内需和畅通国内大循环中的
重要作用，展望城市商圈发展前景和趋
势，探讨城市商圈高质量发展路径，为各
地商圈建设和实体商业转型发展建言
献策。

会上，发布了《中国城市商圈发展报
告 2021》（以下简称报告）。商务部国际

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张威介绍，
报告共分6大部分，包含“城市商圈发展
的意义”“2020—2021 年中国城市商圈
发展情况及特点”“城市商圈发展的主要
经验”“城市商圈发展面临的问题”“城市
商圈发展趋势展望”“推动城市商圈发展
的建议”。

报告称，2020年以来，在商务部推
动步行街高质量发展和城市商圈建设
的带动下，各地着力推进以步行街为
核心的城市商圈转型创新，促进消费
升级，打造城市消费的核心承载地。
据统计，目前我国成一定规模的步行

街或商业街约有 2100 条，全国 3 万平
方米以上的大型购物中心也已超过
5000 家……以重庆为例，该市构建以
中央商务区为核心、18 个城市核心商
圈为支撑的商圈体系，推进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建设。

报告显示，2020 年国内商圈客流
逐步恢复增长，重庆解放碑步行街在多
项数据中名列前茅。

报告指出，“首店经济”成为城市商
圈发展的亮点。2020年全国首店主要
分布在全国25个城市，北上广深四个一
线城市聚集了超六成的全国首店。同

时，夜间消费提升了城市商圈的发展活
力。值得注意的是，国内的智慧商圈建
设也在加速推进。

针对城市商圈发展趋势，报告称，已
呈现出内涵功能向集成化和融合化拓
展、发展格局向多极化和郊区化调整、发
展重心向社区和便利消费下沉、发展形
态向智慧化和绿色化升级等特点。

报告还对城市商圈发展提出建议，
包括优化城市商圈发展层级、推动城市
商圈供给创新、加快推进智慧商圈建设、
健全城市商圈管理机制等方面。

（重庆晨报）

10月25日，来自云南省昆明市商务
局消息，自去年南屏步行街（以下简称

“南屏街区”）列入全国第二批步行街改
造提升试点以来，昆明市通过规划协同、
调改升级、创新引领、管服并重等六项工
作措施，使街区品质得到较大提升。仅

2021年前三季度，该街区就实现零售总
额76.06亿元，意味着这一历史街区再次
焕发出新活力。

南屏街区位于昆明主城核心区，具
有丰富的商务历史文化。结合南屏街区
发展历史及现状，昆明市提出“千年滇

韵 七彩南屏”的定位，精心编制步行街
改造总体规划和景观、交通、业态 3个专
项规划，形成“1+3规划体系”，明确了主
街为南屏街、正义路，辅街为昆明老街、
南强街；四至范围，北至正义坊南北馆交
叉口，南至金碧路，西至南屏街西口（五
一路），东至南屏街东口（青年路），以凸
显国际化、云南民族特色化为原则，开展
步行街改造提升工作。

昆明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一年
来 ，围 绕 品 质 提 升 ，昆 明 市 总 投 资
54309.79万元，对南屏街区环境、建筑风
貌、景观风貌、街道亮化等进行了改造提
升，包括南屏街基础设施更换、翻新，正义
路及端仕街提升改造，五华区9条道路综
合管廊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同时，
加速推进南屏街区与昆明市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建设目标的融合发展，引导业态升
级，引入更多体验消费新业态。南屏街、
昆明老街、南强街融合形成“一核两翼”空
间布局，汇聚了2203家商家以及逾100家
首店，形成“传统与现代融合，文化与潮流
对话”的综合性步行街。

另一方面，昆明市以创新引领，在街
区场景智能和服务智慧方面进行升级。
其中，建设了智慧一期南屏街大数据统
计分析平台、南屏裸眼3D大屏及LED中
岛灯箱、一部手机逛商圈等。下一步，昆
明市将启动智慧二期，包括智慧灯杆、智
慧公共设施、导示系统、智慧公厕、智慧
停车位、服务中心等建设。

值得注意的是，为充分发挥市场作
用，解决政府单一投入、资源利用效率不
高等问题。在本次升级改造中，昆明市

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到步行街的“南屏模
式”，实现“社会资本投入—业态环境提
升—客流增加—商业效益增强”的良性
循环。

目前，南屏街区改造提升已基本完
成，形成了多层次、多元化的业态体系，
宜商宜业宜购宜游的街区格局渐成，较
好地提升了街区品质以及消费者的体验
感、舒适感、满意度。2021年前三季度，
南屏街区的客流量达6024.02万人次，同
比增长 32.92%，实现零售总额 76.06 亿
元，同比增长15.45%。

下一步，昆明将继续高标准、高品
质、高水平推进南屏街区改造提升，以一
流环境、设施、服务、形象，为步行街改造
提升试点工作输出“南屏经验”。

（昆明日报）

爱上一座城，从夜晚开始!
一座城市“夜生活”是否丰富多彩、是否充满活力，关乎

的不仅仅是城市居民精神生活与休闲娱乐，更是一种城市
“软实力”，是衡量城市繁荣度、生活舒适度与便利度的重要
指标之一，也是外地游客感知当地文化、体验当地生活方式
的重要渠道。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关于第一批国家级夜间文化
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名单的公示》，拟确定全国 120个项目为
第一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其中济南古城特
色文化街区与印象济南·泉世界成功入选。

近年来，夜间经济作为文旅消费的新业态，成为各地瞄
准发力的目标，争相抢占的“新高地”。现如今，“越夜越美
丽”的济南，夜间文旅经济已逐步成为文旅产业的新增长点。

古城古街扮靓城市夜空

赏夜景、逛老城、看表演……从泉城广场到大明湖畔，从
芙蓉街到百花洲，从老商埠街区到印象济南·泉世界。近年
来，不少人开始在济南夜色里享受着别样泉城。夜间文旅体
验成为游客的必选项目，夜色下的体验、消费已成为时下休
闲旅游的新风尚。

“晚上的休闲时间里，我更喜欢去文化气息浓厚的古街
古巷逛逛，因为体验很丰富，看美景、看表演、品美食，丰富多
彩。”从事金融行业的肖女士表示，白天的工作压力很大，晚
上就想找一个安静又不失情调的地方放松下。

泉水游一直是泉城旅游“金字”招牌，近年来，泉水游增
加了夜间旅游项目，吸引了更多外地游客和市民参与。以百
花洲、曲水亭街、芙蓉街、宽厚里为核心的济南古城特色文化
街区，在彩灯装饰下的小桥、泉水、古建筑，别具风味。市民
可步行观赏如梦如幻、如诗如画的灯光美景。

“夜景的改造提升塑造了都市环境特色，彰显了城市独
特的韵味，别出心裁的灯光设计也让泉城的夜晚弥漫出与众
不同的文化气息，增强了市民的自豪感、归属感。”济南市文
旅局相关负责人说，一部文学史，半部在济南。济南论文化
底蕴，有“当仁不让”的底气。济南古城特色文化街区的夜间
提升，不仅扮靓了城市夜空，也燃起了城市夜经济的活力。

“为发展夜经济，近年来，特色文化街区的打造及‘泉城夜宴’
等项目的开发，拉长了游客的驻留时间，也形成了新的消费
经济增长点。”

特色街区引领夜经济潮流

斥资 8000万元打造的“帷幕开啦”蜡像馆全面开门迎客；夜晚热闹的星河不夜
城；穿越古今的“二安”文化园；集结实力城市歌手、热血篮球青年陪您度过愉快夜晚
的“2021济南新青年节”……在印象济南·泉世界，当夜幕降临，依旧撩人。

印象济南·泉世界定位于“城市夜游打卡地”，是近年来济南重点打造的夜间经
济 IP品牌之一。园区占地300余亩，总规模约28万平方米，东区融合开埠时期建筑
元素，以“东楼”命名凸显潮范东楼欧式风格主题特色，西区融合明府城时期建筑元
素，以“西坊”命名凸显格调西坊市井坊间文化。同时，在园区内部兴建具有泉城特
色的别致景观，吸引了众多游客来此观赏。

夜晚的印象济南·泉世界是一场美轮美奂的视觉盛宴。清泉石上流、特色雕塑等
街区景观被华灯点亮，东楼西坊建筑穿上了闪亮的外衣，每一处街景都值得定格留念。

“一座城市，需要一条经典的、特色的步行街为其代言。印象济南·泉世界正不
遗余力带给游客有特色、有热度、更有温度的逛街新模式。”印象济南·泉世界相关负
责人介绍，当前，印象济南·泉世界正在向着更高的目标前进，致力于发展夜经济，不
断推动夜间消费提质升级，通过街区夜经济发展引领片区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今
年街区将陆续完成升级改造，届时，将为游客带来一场更唯美浪漫的视觉体验。

以点带面促进城市夜经济发展

相比起白天，夜间的城市里的“人间烟火味”更浓厚。据相关数据显示，当前外
出游玩游客中，九成左右游客有夜间体验的经历，因此，相比白天景区打卡，夜晚的
文旅体验更有体验价值，也可以对当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有新的感知。

“济南古城特色文化街区与印象济南·泉世界成功入选首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
消费集聚区，这对于提升济南古城文化，以及文化济南品牌极具号召力，也有非常好的
意义。”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旅游学院教授单铭磊说，下一步济南应该应用好两地带动作
用，更好地发挥示范性，对周围街区以及整个济南的古城建设、街区建设、传统文化街区
建设起到拉动作用，同时也要注意特色打造，体现出文化济南、山水文化特色。

单铭磊表示，夜间文旅消费市场进入快速发展轨道，而内涵更丰富、更具有一
站式体验的文旅消费集聚区也将成为整合夜游资源、夜间消费和释放文旅新活力
的热点。 （济南日报）日前，2021四川步行街生态合作论

坛在成都举行。论坛上透露，四川计划
通过2—3年时间，在全省改造提升30条
以上水平领先、环境优美、特色鲜明、文
化浓厚、商业繁华、管理规范的步行街，
打造四川省城市消费新名片。

“步行街在一个城市打造消费地标、
彰显城市底蕴、引领消费升级等方面，的
确发挥着重要的引擎作用。”四川省商务
厅流通业处处长罗汝奎介绍，近几年，四
川积极开展步行街国家级、省级改造提
升试点，目前已进入全国“第一方阵”。
截至目前，成都宽窄巷子步行街获批全
国首批 5条示范步行街之一，春熙路步
行街纳入全国第二批步行街改造提升试
点，17 条进入省级步行街改造提升试

点，今年还将有8条进入省级试点。
罗汝奎介绍，四川鼓励各地结合地

域、人文、历史等因素，科学规划、有序推
进步行街改造提升。在步行街改造提升
过程中，成都宽窄巷子步行街集中力量
修复核心院落，推动各项非物质文化遗
产、成都特色工艺及产品的打造；乐山苏
稽美食文化步行街运用“有机更新”规划
理念，深度保留儒公桥、明清老宅院、杨
码头等古建筑资源，最大程度呈现街区、
城市历史文化风貌。

据了解，四川在步行街改造提升试
点过程中，大力发展“首店经济”，通过提
升营商环境水平，广泛吸引国内、国际知
名品牌积聚商业街区。比如，成都春熙
路太古里步行街引入全国、西南首店超

70家，入驻有西南地区首个爱马仕旗舰
店等多家国际一线奢侈品牌；宽窄巷子
步行街累计入驻国内国际知名品牌 140
余家，中国李宁、POP MART、喜茶等品
牌还专门为宽窄巷子定制，开出超越本
地所有门店级别的城市概念店、旗舰店
等，开街至今接待游客量超 2 亿人次。
在2020年，四川62条参与改造提升计划
的步行街经营面积突破 385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约10%；贡献营业额488亿元，
同比增长约59.2%，实现逆势强劲增长。

论坛现场，四川步行街发展联席会
议机制宣布正式启动。四川省商务经济
学会会长、步行街研究中心主任李东川
表示，现在步行街改造提升过程当中尚
存在诸多问题，特别是四川大多区县步

行街还存在产权分散、招商困难、文化内
涵挖掘不足等问题，发起成立步行街发
展联席会议，将集聚步行街全生态链资
源，推动资源整合，下一步将导入更多国
内外优质品牌商家和产品资源进入到全
省各市州和区县的步行街。

据悉，本次论坛以“步行街的N+想
象”为主题，旨在推动建立四川省步行街
发展联席会议机制，整合步行街改造提
升和招商运营需要的上下游优质资源，
构建“步行街+N”的商业生态场景，协同
探索步行街改造提升和持续健康发展的
模式和机制，更好发挥步行街的平台载
体作用，培育四川消费热点，激发消费潜
力。

（中 新）

上海、北京、广州、天津、重庆五市率先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各地出啥招？

前三季度街区实现零售总额超76亿元

云南昆明南屏步行街改造提升基本完成云南昆明南屏步行街改造提升基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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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消费地标 彰显城市底蕴 引领消费升级

四川步行街改造提升已进入全国“第一方阵”

“首店经济”成为城市商圈发展亮点
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聚集了超六成的全国首店

法院公告栏
高福全、安玉梅、代伟光、德红梅、张庆春、张
凤学、张庆华、吴丽云、代连杰、卜春花：本院
受理原告阿荣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音河信
用社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
内 0721 民初 3588 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原告
撤回起诉。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向
阳峪法庭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何榕彬、何振玲、孙恒全、何志伟：本院受理
原告阿荣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音河信用社
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内
0721 民初 3477 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原告撤
回起诉。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向阳
峪法庭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河南于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
执行人平顶山市新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申请强制执行平新人社监察理决字
[2021]003 号《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
书》一案，现已审查终结。本院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豫 0402 行审 93 号《行政裁定
书》。裁定：准予强制执行平顶山市新华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平新人社监察理决
字[2021]003 号《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
定书》对河南于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作出的
行政处理支付杨书锋等 11人工人工资共计
52625.6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行
政庭领取《行政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本
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河南嘉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
执行人平顶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强制
执行平市监处字[2021]1 号《行政处罚决定
书》一案，现已审查终结。本院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豫 0402 行审 94 号《行政裁定
书》。裁定：一、准予强制执行平顶山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平市监处字[2021]1 号《行政处
罚决定书》对河南嘉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作
出的行政处罚罚款 200000 元。二、准予强
制执行逾期加处罚款 200000元。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行政庭领取《行政裁定
书》，逾期视为送达。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
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侯均：本院受理原告鲜成建诉你及何成宇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应诉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等诉讼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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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届满后
的 15日内。本案定于 2022年 1月 17日 9时
在西充县人民法院晋新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缺席审理。特此公告。

四川省西充县人民法院
王婧：本院受理原告孔庆勇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黔2328民初3457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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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
王新明：本院受理原告安龙县茂发木材加工
厂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 2328民初 1025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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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
王振龙、王淑琴、王振军、王振虎：本院受理
原告喀喇沁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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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明亮、朱丽：本院受理原告辽宁大石桥隆
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 (2021)辽 0882 民初 3101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起 60日内来本院博洛铺法庭领
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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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大石桥市人民法院
滕树长：本院受理的严代刚诉你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
0628 民初 1159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严
代刚撤回对你的起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彭明祥：松桃鑫隆钢材经营部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本院于 2021 年 7 月 9 日立案，因
你外出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举证、告知审判人员通知书、
权利义务及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廉
政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2022年1
月26日10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如你未按时到庭，本院将依法进行缺席
审理。特此公告。

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重庆市开州区铁桥镇三台村5组57号钟小
荣：本院受理原告蔡金刚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渝0154民初5355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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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重庆市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
重庆市开州区铁桥镇黄龙村 4组 31号彭
祥、毛春花：本院受理原告叶道光与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渝 0154
民初 547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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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
段星驰：本院受理原告张啸远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辽 0381 民初 5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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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程泓：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鞍山中心支公司诉你追偿权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辽 0381 民初 2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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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会城：本院受理原告周忠美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因你长期在外，无法与你取得联系。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权利义务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届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8 时 30 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
邓胜莲：本院受理原告田茂华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因你长期在外，无法与你取得联系。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权利义务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届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8 时 30 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
刘利霞：本院受理原告杜巍诉被告刘利霞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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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
起 60日视为送达。答辩期与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
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特此
公告。

河南省封丘县人民法院
唐宇：本院审理原告贵州量子派工程机械服
务有限公司被告唐宇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中。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简易程序转
普通程序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
届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如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贵州省惠水县人民法院
罗晓：本院受理(2021)黔 2731 民初 3641(原
告：惠水县光辉厨卫洁具经营部)、3643 号
(原告：惠水县小张家用电器经营部)与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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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
第3日上午10时(如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
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惠水县人民法院
四川梓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
告南充市高坪区唐氏五金杂货店诉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结。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川 1303 民初
284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龙门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供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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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法院
李玉芬：本院受理的原告刘小均诉你离婚纠
纷一案已经审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联系，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川1303民初
321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龙门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供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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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法院
宁夏银河新能源有限公司

年产600套风电塔筒设备研发制造基地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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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络 途 径 ：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
1g3LaUvr_0iw_jdFjqFoHeg。提取码：dqtp。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通过邮寄或
现 场 查 阅 纸 质 报 告 。 联 系 电 话 ：
18161594995。地址：银川市苏银产业园。
环评单位：驰久（宁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 系 电 话 ： 18195170669。 邮 箱 ：
1278324042@qq.com。地址：银川市苏银产
业园智慧研发大厦七楼 7012-24。（二）征求
意见的公众范围：受项目直接、间接影响以
及关注该项目的单位和个人。（三）公众意见
表的网络链接：网络途径：链接：https://pan.
baidu.com/s/1xa_peBWIzrwI3vCbilaXnA。
提取码：wqzp。（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
途径：公众可通过邮寄、电子邮件、传真等方
式和途径将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有关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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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式
之日起，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宁夏银河新能源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