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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产业·一家之言一家之言

细若发丝的缕缕竹篾在竹制勾针
牵引下，随着陈爽灵巧的手指快速翻
飞，一只活灵活现、憨态可掬的大熊猫
跃然眼前。

陈爽是四川眉山市青神县竹艺城
的一名年轻竹编女工。“我们家祖祖辈
辈做竹编，但早些年以农具、家具为主，
挣不了多少钱。”陈爽说：“我的作品高
的可以卖到一两万元，一年下来可以挣
到10多万元。”经过近些年的培训，陈爽
已经学会编织平面竹编画、瓷胎竹编等
多种技术，

在青神县，像陈爽这样靠竹编手艺
走上致富之路的人有数以万计，对于这
个人口不到20万的县城来说，所占的就
业比例不小。作为一个劳务品牌，“青
神竹编”推动竹编产业成为青神县经济
发展和群众致富的重要产业。

就近就业好处多

青神县竹子资源十分丰富。白果
乡，山丘连绵，竹木苍翠。有趣的是，几
乎家家户户屋檐下都挂着几个红灯
笼。原来这里许多人都会编织红灯笼，
并以此为业。

在五嘉坝村一户人家的院坝里，4位
妇女并排坐在一张长桌前，一边聊天一
边编灯笼，一根根篾条在模具上绕来绕
去。伴随着嘻嘻哈哈的笑声，一会儿工
夫，4只一尺多高的灯笼已经完成。她们
告诉记者，这些灯笼都是有公司订购的，
做完就相当于6元的工钱到手了。这样
的灯笼她们一天要做一二十个。

这 4位妇女中，李惠明被大家称为

“师傅级的”，她学得比较早，手艺也最
好。她告诉记者，她们 4个情况都差不
多，丈夫在外务工，她们在家照顾小孩，
也种点地。现在都学会了竹编手艺，凭
这门手艺她一年要挣三四万元。村里
20多位妇女学会了这门手艺。

青神县人社局副局长帅鹏分析说，
竹编产品种类很多，许多种类门槛不
高，方式灵活，可居家就近就业，可有效
破解农村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就业问
题，特别是通过“订单制作”“互联网+”
等方式营销，销路不愁。

加大培训提技能

青神县残疾人竹编就业培训基地
的产品展示厅里摆满了数十个款式的
灯笼，有许多灯笼造型别致，编制精
美。基地负责人徐建兵告诉记者，这些
都是他们基地残疾人学员的作品。基
地2016年开办培训班，每年要培训二三
百人。正在工作的兰和平曾是这里的
学员，她虽然下肢重度残疾，但心灵手
巧，自己学会后又成了基地的老师。“在
自己家门口就能就业，一年有两万多元
的收入，自己养活自己没问题，我很满
足了。”她说。

虽然竹编早已是当地生产生活的
一项重要技能，但青神竹编真正成为群
众致富“金钥匙”却是近些年的事。据
青神县人社局局长徐鹏介绍，从2012年
起，当地推出“竹编基础技能人才千人
培训计划”，开启现代劳务培训新品牌。

县里整合成都艺术职业大学青神
分校、国际竹藤中心培训基地等教学资

源，开办工艺美术品专业、木材加工（竹
编工艺方向）专业，开设瓷胎竹编、竹家
具制作、竹包装、竹灯笼、平面竹编等培
训内容，编印竹丝制作、竹编画等教材
20余套，打造“竹艺传承”等精品课堂，
每年为青神县培育千余名达到一定技
术等级的竹编技术工人。这些年来，仅
县一级组织的竹编培训班就有 500多
期，培训人才2.5万多人次。

大力推广强品牌

青神云华竹旅有限公司是青神县
内竹编龙头企业，在公司的产品展示厅
里，琳琅满目的展品令人目不暇接。

“要把青神竹编产业做大做强，让
更多的人在这个产业就业、有可观的收
入，特别是要做好两件事：一是把竹丝
做到极细；二是提高附加值。”云华竹旅
有限公司创办人陈云华说，一车竹子作
为普通材料只值几千元，而做成家具、
工艺品可增值10倍以上。目前，公司有
3000余个竹编品种，申请专利60多件。

为促进技艺传承、产业发展，县里
连续举办“竹与生活”国际（青神）竹产
品创意设计大赛，吸引国内50余所高校
院所参与，征集作品 8000余件，评选优
秀作品 60件，有力吸引了更多的年轻
人、高校大学生、返乡人才参与竹产业，
让竹编技艺在新时代薪火相传。

近些年，县里加大竹编推广力度，
扩大了品牌影响力，吸纳更多人就业。
县里组织竹编专家积极走出四川，先后
为广西、贵州、云南等省份和“一带一
路”沿线竹产区国家举办各类竹编扶贫

培训班和讲座，为竹编文化的推广和传
承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建立非遗传习所 61个，开
办国际培训班。县里已成功举办多届

“中国竹文化节”。去年举办的中国国
际竹产业交易博览会·首届数字国际熊
猫节升格为国家级会节，吸引来自10多
个国家和地区及国内 20多个省（市）的
参展商、采购商 1000余家，线上线下成
交额1.2亿元。

2020年，青神县竹产业总产值达到
48.5亿元，近期目标是“百亿竹产业”。
为此，他们坚持“抓二带一促三”思路，
推进三产融合发展。县里龙头企业四
川环龙集团生产的“斑布”竹浆纸成功
入驻山姆、麦德龙、伊藤等6家国际大型
连锁商超，去年外贸销售额突破 1 亿
元。一系列新项目投产后，将实现年产
值60亿元、新增就业4000余人，带动全
县 5000余户竹农种竹，每年户均增收
3000元以上，竹林面积达20万亩。

经过多年努力，“青神竹编”作为国
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被列入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连续 3年跻身
全国区域品牌百强榜。青神竹产业已
形成竹编、竹纸、竹家具三大细分市场，
而青神竹编劳务品牌正在向竹种植、竹
材料等领域进一步拓展。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建成高质量发
展的国际竹艺名城。”青神县委书记刘
今朝说。预计到2030年，全县竹产业将
成为优势特色产业，竹产业产值将达
150亿元，从业人员有望达到5万人。

（经济日报）

□ 空 格

这两年，针对废旧家电的回收处理，国家相关部门陆续
出台文件，相关政策、制度越来越完善，废旧家电回收体系
越来越健全，废旧家电回收行业持续向好发展。

在政策推动及行业示范效应下，参与废旧家电回收产
业的企业和人员也越来越多，“互联网+”回收这样的新模
式也逐渐推广起来。

在农村，废旧家电也有着巨大的回收潜力。数据显示，
今年前三季度，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115.6%，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7.8%。随着农村消费市场不断增长，农民群体
生活水平逐渐提高，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农村地区家电销售
量也在逐年增长。

这就意味着每年都将有大量的废旧家电等候“重获新
生。”

但是在很多农村地区，废旧家电如何处置成为关键问
题，找不到回收站而舍弃在家或者低价卖给收废品的商贩
的情况已成常态，没有健全的回收体系和缺乏回收意识，可
能成为制约农村废旧家电回收发展的重要原因。

因此，笔者认为，国家相关部门、废旧家电行业中的企
业和人员要重视农村废旧家电回收市场。

相较于城市，一些农村地区可能还存在着物流不便、没
有回收点等情况，这对农村废旧家电回收工作造成了阻
碍。笔者认为，相关部门应出台针对农村地区废旧家电回
收的政策和文件，号召企业投入到农村废旧家电回收工作
当中。各地方政府应积极与家电生产企业开展合作，建设
多元化回收渠道在农村地区建立健全家电回收体系，包括
建立农村废旧家电回收平台、增设回收站点、建立回收物流
网络、建设回收设施等，方便开展在农村地区开展回收工
作，进一步降低废旧家电收运和存储成本，提高废旧家电回
收处理效率。

同时，要加强废旧家电回收的宣传工作，提高农村地区
消费者家电回收意识，引导城乡广大消费者按安全使用年
限更新家电，推动农村家电消费产品换代。

被直播挤到墙角的“双 11”，迎来
了短信营销整治。10 月 27 日，记者从
工信部网站获悉，随着“双 11”临近，
工信部召开行政指导会（以下简称“会
议”），规范电商平台短信营销行为。
据悉，阿里巴巴、京东、拼多多、美团等
主要电商平台企业，以及相关基础电
信企业和短信息服务企业代表参会。

会议指出，近年来，“双 11”促销期
间的营销类垃圾短信投诉呈现集中爆发
现象，电商平台的相关投诉占比高达九
成，且衍生出大量相关消费金融类垃圾
信息投诉。特别是平台“默认”注册用户
同意直接发送促销信息，平台商家利用
平台规则漏洞发送营销短信等问题较为
突出，明显侵害消费者权益。

会议强调，遏制垃圾信息扰民、营
造清朗通信环境是工业和信息化部持

续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具体实
践。各主要电商平台要正视存在的问
题，承担起平台生态治理的主体责任，
严格遵守《电子商务法》《民法典》《通
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
认真履行依法经营电信业务承诺，强
化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切实保护消
费者的安宁权。

实际上，今年“6·18”大促期间，工信
部发布消息，提出规范电商平台“6·18”
短信营销行为，尽快遏制垃圾短信蔓
延趋势。

短信营销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并
不 局 限 于“ 双 11”。 仅 10 月 27 日 一
天，记者便已收到 6 条营销短信，其中
2条短信内容与“双 11”有关。

对于品牌或平台的短信营销行
为，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

究员、浙江垦丁律师事务所律师褚霞
表示，根据《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
定》内容，对于短信息服务提供者、短
信息内容提供者向用户发送商业性消
息这一行为规定了三个方面的要求：
一是禁止规定，二是赋予用户拒绝权，
三是相关主体的主动请求及其限制。

会议要求，电商平台要立即全面
自查自纠零售、金融等相关产品的短
信营销行为，不得未经消费者同意或
请求擅自发送营销短信，完善现有短
信营销预案，及时向行业主管部门报
告阶段工作进展情况。相关基础电信
企业和短信息服务企业要立即完善管
理制度和技术手段，加强短信端口接
入管理，规范短信签名使用，不得接入
违规转租资源，不得扩大签名使用范
围，通过“回头看”，推动常态化治理。

12321 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
中心要加强垃圾信息投诉受理、线索
转办及监测分析等工作，发挥“风向
标”作用，发现苗头性问题及时报告。

独立经济学家、财经评论员王赤
坤指出，电话短信营销行业处在成长
阶段，法律法规不完善，政府监管不严
或不管；行业规范和行业标准还未制
定，行业自律尚未形成；无法可依，尚
不能清晰确认行业从业者的责任义
务，电话骚扰广告营销乱象属于这个
阶段的难以避免的现象。

监管的成熟和加强也会倒逼电话短
信营销相关机构进行改变，公司管理制
度将会逐步健全，公司治理将会规范，对
营销和运营等业务队伍的管理逐步到
位，将推动公司业务走向成熟。

（北京商报）

近年来，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通过搭建集信息发布、养老服务等多种功能于一
体的综合养老服务平台，推进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实现区、街道、社区三级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和社区养老助餐服务全覆盖，提升老年居民的幸福感。 （新华社）

四川“青神竹编”助力乡村振兴
预计到2030年，竹产业产值将达150亿元，从业人员有望达到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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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11”电商平台短信营销划红线
未经消费者同意或请求,不得擅自发送营销短信

本报讯 10 月 24 日，在 2021 年海
南自由贸易港招才引智活动上，海南
省委人才发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此
次活动所征集岗位均来自省内高校、
科研院所、国有企业、重点项目平台和
园区，首批 3.6万余个岗位。

为推进四方英才共建自贸港，海
南制定实施了《海南自由贸易港高层
次人才分类标准 2020》。海南还印发

了《关于推进“1+N”人才评价机制改
革的实施意见》，将科技人才等 9类人
才作为试点，按照每类人才的不同职
业、不同岗位、不同层次，科学分类设
计评价标准。

海南着力打造“千人专项”引才工
程、产业团队建设工程、国际人才集聚
工程、柔性引才聚智工程“四大引才工
程”，实施“南海系列”育才计划、“双

百”人才团队建设工程等人才工程项
目。2018 年 4 月以来，海南聚焦重点
领域、产业、项目发展需要，着力实行
积极、开放、有效的引才政策。自去年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
以来，海南累计引进各类人才 26 万
人。

引得进、留得住，关键在于用得
好。海南推出了制定“一系列”服务

政策、推行“一站式”服务、实行“一张
卡”服务人才和提供“一专员”个性服
务的“四个一”人才服务机制。目前，
海南已出台人才落户、安居等系列服
务保障政策，以解人才来琼后顾之
忧。

“当前的海南，比历史上任何时候
都更加急需人才、渴望人才，也具备吸
引人才的良好环境。”海南省委主要负
责人表示，“海南拥有人才最为看重的
广阔发展空间，年轻的自由贸易港每
天都在发生新变化，充满生机与活力，
是每个人都能施展抱负的舞台。”

（杨 丽）

记者 10月 27日从河南省地矿局获
悉，经过 10年的地质调查，该局在河南
省桐柏县围山城一带发现一特大型金
矿，初步估算金储量31.55吨。

此次发现的金矿位于桐柏大别金银
铅锌三级成矿带上，是我国重要金银成
矿带之一。该金矿共发现金矿体16个，

矿体平均厚1—3米，金品位为1.15克／
吨—56.9 克／吨，并共伴生有铅锌矿。
初步估算获得金金属量31.55吨，达特大
型；银 456 吨、铅 10 万吨、锌 9 万吨。
2022年底预计金资源量有望达50吨，且
该成矿带深部找矿潜力有望突破 100
吨。 （华 欣）

10月 26日，浙江省宁波市统计局
对外发布 2021年前三季度该市经济运
行情况，据初步核算，前三季度宁波全
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0332.9亿元，按
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0.0%，两年平
均增长5.9%。

分产业看，该市第一产业实现增加
值241.2亿元，同比增长3.4%，两年平均
增长2.7%；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4886.8
亿元，同比增长 12.8%，两年平均增长
6.5%；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5204.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8.0%，两 年 平 均 增 长
5.5%。

“前三季度 GDP 总量首次超万亿
元。”宁波市统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

许婷娅表示，前三季度，宁波全市经济
增量达到1571亿元，超过以往年份全年
增量 (以往全年增量最高为 2017 年的
1174亿元)。

前三季度，宁波市进出口高位运
行，利用外资快速增长。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宁波市完成外
贸进出口总额 8729.8 亿元，同比增长
22.5%，两年平均增长13.0%。其中，出口
5574.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0.0% ；进 口
3155.6亿元，同比增长27.2%；实现贸易
顺差2418.6亿元。

民营企业完成进出口6143.4亿元，
同比增长 21.4%，占同期宁波全市进出
口总额的70.4%；欧盟、美国和东盟三大

贸易伙伴合计占同期宁波全市进出口
总额的45.8%。

机电产品为主要出口商品，占宁波
全市出口总额的57.5%。

此外，前三季度，宁波全市新批外商
投资项目442个，比上年同期增加97个。

近年来，宁波市不断加快经济转型
升级发展，积极培育新兴动能。

许婷娅表示，从前三季度经济运行
情况来看，新兴动能加速成长，推动经济
增长活力和韧劲的作用明显增强。

以宁波新兴产业为例，从规上工业
看，该市前三季度规上工业人工智能产
业、新材料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健康制
造业分别同比增长28.8%、24.7%、19%和

18.2%，比浙江全省分别高 8.6、10.9、0.1
和3.5个百分点。

许婷娅表示，截至目前，宁波共有国
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82家，占全
国总量的 3.82%，在全国城市中排名第
三，仅次于上海、北京。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这是宁波的
真实写照。对宁波而言，港口是其发展至
关重要的基因。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宁
波舟山港完成货物吞吐量9.2亿吨，同比
增长4.1%，其中宁波港域货物吞吐量4.8
亿吨，同比增长5.2%；宁波舟山港集装箱
吞吐量2397.2万标箱，同比增长12.2%，
其中宁波港域集装箱吞吐量2262.0万标
箱，同比增长12.7%。 （中 新）

“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海南引进各类人才26万人
河南发现特大型金矿

初步估算金储量31.55吨

浙江宁波前三季度GDP总值首超万亿元

本报讯 近日，商务部、中央网信
办、发展改革委三部门联合发布《“十四
五”电子商务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
划》）。在“十四五”电子商务发展主要
指标一栏中，《规划》给出了发展的预期
性目标：到2025年，全国电子商务交易

额达 46万亿元。记者注意到，这一数
值在2020年为37.2万亿元。

《规划》确立了“十四五”时期发展
目标和 2035年远景目标，首次建立电
子商务发展主要指标体系，确定三个规
模发展指标和三个分领域发展指标。

《规划》明确，到2025年，我国电子
商务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电子
商务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企业核心
竞争力大幅增强，网络零售持续引领消
费增长，高品质的数字化生活方式基本
形成。电子商务与一二三产业加速融
合，全面促进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改
造，成为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乡村

振兴的重要力量。电子商务深度链接
国内国际市场，企业国际化水平显著提
升，统筹全球资源能力进一步增强，“丝
路电商”带动电子商务国际合作持续走
深走实。电子商务法治化、精细化、智
能化治理能力显著增强。电子商务成

为经济社会全面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引
擎，成为就业创业的重要渠道，成为居
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来源，在更好满足人
民美好生活需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规划》还进一步展望了电子商
务未来十五年的发展，提出到 2035
年，电子商务成为我国经济实力、科
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幅跃升的重要
驱动力，成为人民群众不可或缺的生
产生活方式，成为推动产业链供应链
资源高效配置的重要引擎，成为我国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成为经
济全球化的重要动力。

（利 霞）

“十四五”电子商务发展规划发布

安徽瑶海推进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安徽瑶海推进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地方动态

法院公告栏
王汇颖、杨峰：本院受理原告霸州市辛美来
家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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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并定于2022年1月13日上
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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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祯、高凯、朱海宁、靳文海：本院受理原告
陕西子洲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
告苗祯、高凯、朱海宁、靳文海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判决：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陕 0831 民初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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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二一年八月四日

陕西省子洲县人民法院
都匀市天保湘味厨时尚餐厅、龙天保：原告
都匀市育英巷韦小宝特色菜原料配送中心
诉被告都匀市天保湘味厨时尚餐厅、龙天保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作出 (2021)黔
2701民初412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该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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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
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贵州省都匀市人民法院
都匀市天保湘味厨时尚餐厅、龙天保：原告
都匀市四海蔬菜批发配送中心诉被告都匀
市天保湘味厨时尚餐厅、龙天保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本院已作出(2021)黔 2701 民初 413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该民
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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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
民法院。特此公告。

贵州省都匀市人民法院
都匀市天保湘味厨时尚餐厅、龙天保：原告
都匀市茗明副食店诉被告都匀市天保湘味
厨时尚餐厅、龙天保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
院已作出(2021)黔2701民初418号民事判决
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该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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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本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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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贵州省都匀市人民法院
都匀市天保湘味厨时尚餐厅、龙天保：原告
徐正文诉被告都匀市天保湘味厨时尚餐厅、
龙天保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作出
(2021)黔 2701民初 417号民事判决书，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该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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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本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黔南布依
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贵州省都匀市人民法院
王路强、马钊、王继虎、任超、刘晶：本院受理
原告陕西子洲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王路强、马钊、王继虎、任超、刘晶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判决：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陕 0831 民初 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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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陕西省子洲县人民法院
梅勇军：本院已依法受理原告赵静琼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因无法向你直接或邮
寄送达原告的起诉状副本及本院的应诉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相关诉讼文书，现依法向
你送达前述相关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视为送达。答辩期和举证期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22
年2月16日上午9时0分在本院高清第三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缺席审
理。特此公告。

贵州省德江县人民法院
陈少柱：本院受理原告刘传水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判决书（判
决主文：一、被告许金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归还原告刘传水借款 92500 元及逾
期利息，以 92500元为基数，（自 2021年 7月
9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息至款清时
止）；二、驳回原告刘传水其他诉讼请求）。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晓天法庭领取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
可自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
院。

安徽省舒城县人民法院
赵现普：本院受理原告孟海霞与被告赵现普
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冀 0505 民初 1096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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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邢台市任泽区人民法院
舒城流速飞机制造有限公司、武淑霞：本院
受理原告苏州工业园区水立方广告有限公
司诉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皖 1523 民初 4762 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
杭埠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 ，可自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六安市
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舒城县人民法院
王世喜：本院受理原告王雄与被告王世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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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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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陕西省子洲县人民法院
代宇华：本院受理原告张龙美诉你同居关系
析产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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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下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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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覃刚、张小红：本院受理的原告邵永全与被
告覃刚、张小红、杨加慧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21）苏 0831 民初 727 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一、被告覃刚、杨加慧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共同偿还原告邵永全借款 45000
元；二、被告覃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偿还原告邵永全借款 200000元；三、被告
杨加慧、张小红对被告覃刚上述 200000 元
借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案件受理费 4976
元，公告费380元，合计5356元，由被告覃刚
负担。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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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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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法院
苏琼仙：本院受理原告文强与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川1325民初232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准予原告被告离
婚；二、婚生子女文金川、文金凤随原告文强
生活，抚养费用由原告文强承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自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
民法院。

四川省西充县人民法院
谭雅平：本院受理原告梁建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苏 0812 民初 5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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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卜韦成：本院受理原告赵银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苏 0812 民初 4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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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安奋斗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淮安顺丰速运
有限公司、嘉兴奋斗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淮安
分公司：本院受理毛丽艳诉你们劳务争议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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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小玲：本院受理原告包茂平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苏 0812 民初 3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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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永红：本院受理原告张盼盼与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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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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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孙召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法院
杨国鼎：本院受理原告潘刚、邹晓峰诉被告
你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本院依法
出具（2021）黔 2328 民初 1746 号民事裁定
书，因被告贵州鑫禾都旅康养开发有限公司
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民
初 1746 号民事上诉状，限你在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上诉状，逾期
即视为送达。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
李俊、卢焰：本院受理原告夏元华诉被告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2328民初227号民事
判决书及限期交纳案件受理费通知，限你在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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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显富：本院受理王加华与贵州环宇恒达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蒋显富、贵州华政路通工
程劳务有限公司、大方县交通局、大方县公
路管理所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适用程序
审判人员告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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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上午10时00分（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百纳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