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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夜，漫步江西景德镇陶溪川文
创街区，老窑砖铺就的地面、新绿藤爬
满的墙壁，浸润在春雨后的清新空气
中……

仰望夜空，包豪斯厂房的锯齿状
屋顶，被光带勾勒成明亮的音符；标志
性的大烟囱高高耸立，仿佛诉说着此
间的沧桑变幻——这方占地 197亩、建
筑面积 8.9万平方米的文创街区，以原
国营宇宙瓷厂工业旧址为核心区打
造，将古老与年轻融为了一体。

眼下，尽管受疫情影响，陶溪川不
见游人如织，但直播基地分外热闹，每
周 40 余人正在接受线上直播带货培
训，他们将成为陶瓷销售的主播、助播
和市场运营人员。

“景德镇以陶溪川为平台，打造了
陶瓷产业线上直播销售业态。”陶溪川
直播基地总经理陈曦说，2021 年直播
基地全年入驻商户 3600 余户，带动 2
万余人就业，在抖音平台上营业额达
31亿元。

“老瓷厂”拥抱“新经济”，是景德
镇陶瓷新业态的一种。从曾经的机器

轰鸣、窑火熊熊到人去楼空、荒草丛
生，再到现在的焕然新生，改变源于几
年前的重塑。

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
验区管委会专职副主任、景德镇陶文
旅集团董事长刘子力，是一名“瓷二
代”，从陶瓷工人到原国营瓷厂的厂
长，他亲身经历了景德镇陶瓷工业的
兴衰起伏。

“20世纪 90年代开始，大批陶瓷企
业陆续搬出寸土寸金的城区，曾经辉
煌的瓷厂厂房闲置，一些厂区内污水
横流、杂草丛生。”刘子力说，老厂房该
如何利用，景德镇陶瓷人普遍认为，老
瓷厂是“瓷都”历史的一部分，必须
留下。

2013 年，打造开始了。22 栋老厂
房没有被拆掉一座，甚至连标语都保
留了。它们被完整保护、修复，根据功
能的需要加以现代化的建筑结构；煤
烧圆窑包、隧道窑、油烧隧道窑和焦化
煤气窑——体现陶瓷烧制工艺更迭的
四代窑炉，以及各种机器、设备、工具、
档案等，被妥善安放在改造后的空间

内，向人们展示着从历史深处走来的
景德镇现代陶瓷工业。

2016 年，陶溪川文创街区开门迎
客，从外表看，老厂房、老窑炉、烟囱、
水塔依然耸立，但是它们的结构已经
改造，功能和业态重新塑造：

原来的翻砂车间，现在取名“翻砂
美术馆”；曾经的球磨车间，如今是“球
磨美术馆”；原来的原料车间成了陶艺
体验空间；成型车间变为非遗、传统手
工的体验地；烧炼车间摇身一变成了
美术馆、博物馆和年轻人聚集的创业
空间……

通过功能再造、文化塑造和环境
营造，陶溪川不仅留住了老瓷厂的魂，
更在激发年轻人的梦——

每年 80多位国内外知名艺术家受
邀驻场创作，陆续有 400余名来自世界
各地的艺术家设立工作室，陶溪川成
为“洋景漂”的逐梦平台；累计汇聚国
内外创客 1.74 万余名，构建起陶瓷创
意、青年双创、人才培养的生态链，陶
溪川邑空间成为青年创客的造梦空
间……作为“瓷都”的新地标，陶溪川

让很多国内外艺术家、设计师、创客、
游客流连忘返，成为与世界对话的新
窗口。

“传统怎么走向未来，怎么让古老
的东西更加年轻态，陶溪川就是这种
理念的产物。之所以取名陶溪川，就
是希望陶瓷文化如溪流般汇聚成川，
传承下去。”刘子力说。

陶溪川在建设过程中，一方面通
过保护和改建陶瓷工业遗产让文创街
区与历史文脉相连，另一方面通过引
进国内外高层次的学术团队，开展陶
瓷文化传承创新研究，不断释放创新
驱动效应。“陶溪川就像一棵苍老的
树，在厚重的泥土里长出了新芽。”刘
子力说。

今夏，陶溪川周边配套工程将进
入尾声。“营造陶瓷文化氛围，促进创
意汇聚、人才聚集，带动产业发展，这
是陶溪川走出的一条新路。”参与陶溪
川规划的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
划学院院长张杰说，这一保护和活化
工业遗址的模式正被运用到全国更多
的地方。 （新 华）

“买个冰柜，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囤
货。”大清早，商场一开门，杭州的张先
生就去询问冰柜价格等情况。张先生
近日在家中购置了几千元的物资，为
存放物资，计划买入一台冰柜，以备不
时之需。

4月 14日的微信指数显示，冰柜搜
索指数达到 506万。自 4月 10日起，该
指数就一路飙升，连续多日维持历史
最高。相关数据显示，近期冰箱、冰柜
需求量激增，搜索热度已和“双 11”
持平。

一个人买了四台冰柜

4月 13日，北京的王女士今年购买
的第四台冰柜到货，这四台冰柜中有
一台容量 126升的小冰柜，是在春节期
间购买给父母的。另外三台都是近日
在电商平台下单的，其中两台送到自
己家中，分别是 120 升和 146 升的容
量，一个用来囤肉，另一个用来囤孩子
的食物，此外，还有一台冰柜则送往王
女士的姥姥家，老人今年 85岁，独居在
家中。

“买了小冰柜，就方便多储存至少
两周的食物，比如面食和肉类。”王女
士考虑到老人腿脚不便，认为冰柜不
可或缺，而她自己家中五口人，一台对

开门冰箱，再加上两台小冰柜，足以应
对突发状况。

4月 15日上午，在广州苏宁易购某
专卖店，冰洗专区销售人员李军通过
视频导购的方式卖了一台 1.3 万元的
冰箱。据他介绍，在目前这种特殊时
期，很多消费者喜欢选择这种视频导
购的方式，可以看到商品的实物，很
放心。

据了解，该店自 4月 1日以来冰箱
销售同比增长幅度较大，从 4月 1日至
4 月 15 日中午 12 点的数据来看，销售
额同比增长 218%，这一增幅为历史最
高。此外，4月 7日到 9日，广东地区冰
箱冷柜销售额同比增长 156%。

从全国来看，冰柜的销售量、销售
额近期增长明显。奥维云网数据显
示，4 月 4 日到 4 月 10 日，冰柜线下市
场销量同比增长 12.25%，销售额同比
增长 18.54%;线上市场销量同比增长
31.71%，销售额同比增长 16.27%。

多家电商平台表示，目前正出现
一种趋势：家用冷柜、立式冷柜、冰吧
作为冰箱的存储补充，成为更多家庭
的“第二台冰箱”。苏宁易购方面提供
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冰柜销量增长
超 100%。苏宁易购为应对该情况，及
时调整了供应链策略、市场策略，将销
售方向集中在冰柜上。

家电产业分析师梁振
鹏表示，此前在家庭消费
中，冰箱是主流。冰柜是 B
端企业的首要选择，超市、
政企单位等多会采购。如
今，不少家庭为囤货方便而
考虑购入。

激增的需求会昙花一现吗?

疫情当下，大容量冰柜
能够储存更多的食物，激发
了部分用户购买需求;部分
用户受居住面积、想单独存
放肉类海鲜类食物等想法，
想增购小容量冰柜。

奥维云网副总裁何金明表示，从
消费者对冰柜的需求来看，则呈现“大
冷冻、小冷藏”的趋势，大冷冻柜的销
量同比增长在 17.6%，双温的小冰柜增
长在 15%左右。

然而家电分析师刘步尘指出，冰
柜主要是用来做生意的，在市场上的
销量远没有冰箱多，功能也比较单一，
并不适用于家庭。对很多城市家庭来
说，如果有条件规划位置，具备相应购
买力，大容量冰箱还是首选。

苏宁易购方面表示，大容量冰箱
和冷柜能够储存更多的食物，随着生

活节奏的加快，居民采购物资的频次
在下降，单次采购量加大是趋势，大容
量存储和保鲜功能需求会随之增加。
所以未来将会在智能化、健康化的大
主题下，重点布局大容量冰箱。

奥维云网分析师王蕾指出，此前
冰柜的主要消费人群集中在三四线及
以下城市，需要大量存储肉类和速冻
食品。以人口趋势来看，家庭结构小
型化，以两口之家和三口之家为主的
大城市需求不大，另外冰箱保有量较
高。疫情刺激之下，冰柜主要还是弹
性需求，定位是冰箱的补充品。

（中国新闻周刊）

□ 三 石

近日，云南省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针对该地一家饮用
水企业进行碱性水具有治疗功效的误导宣传进行调查，调查
结果称，相关产品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就其广告违法行为，市
场监管部门依据《广告法》对涉事企业作出罚款30万元行政
处罚、责令其整改，并对违法宣传产品进行下架召回。

据了解，该公司为推动“碱性9.3”饮用天然矿泉水产品
销售，通过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公交移动电视媒体及户
外广告等多种媒介以科普方式介绍该产品，以直接或者间
接的宣传方式暗示其产品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能”。而
其实早在2010年，央视“3·15”晚会就揭露了碱性水骗局，专
家给出的结论是“碱性水不如白开水”，但今天，仍有商家打
着碱性水可以祛病强身的幌子牟取暴利。

这类“伪科普”营销这些年其实并不少见，他们的套路
往往是先广布“科学流言”，再针对消费者的“健康焦虑”精
准推销刺激潜在消费者购买。现在，这类营销宣传不会直
言产品“治病”，而会借“健康科普”之名打“擦边球”，将产品
与健康概念相挂钩，仿佛购买产品就能收获健康。如今的

“养生队伍”里，更不乏许多90后、00后的年轻身影，在他们
之中更流行着“排宿便”“酵素减肥”等新兴科学流言，本质
上和“碱性水神话”类似。这类营销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
了搞推销，卖商品。奔着利益去的“科普”，只有含“金”量，
没有科学性。

再加上他们利用如今的短视频等新媒体对人们实行轮
番信息轰炸。“假话说了一千遍就成了真理。”他们以此对人
们进行洗脑，在进行“科普”的幌子下，推销自身的产品，获
取自身的利益。这种做法，不仅让商品伤害了人们身体，更
让错误的理念毒害人们的思想，对于社会的危害极大。

因此，各方都应该积极努力打击抵制此类“伪科普”
营销。

第一，市场监管等执法部门应该加大力度打击这类违法行为，有关部
门还需给予特别关注，积极出台更有针对性的整治措施。第二，相关协学
会等社会组织应该主动配合政府部门对于一些“伪科学”“假科普”及时给
予纠正和澄清，同时拿起法律的武器，开展科技的“打假”，让伪科学无地藏
身，让行业“风清气正”。第三，消费者要识别营销套路的“共性”，提高科学
素养，多基于科学逻辑和生活常识作出理性判断，遇到类似“伪科普”不信
谣不传谣，及时向相关部门举报。

当全社会同心协力去伪存真，“伪科普”营销自然可以休矣。

本报讯 4 月 19 日，
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
解到，日前，市场监管总
局公布了一批食品抽检
不合格情况，涉及酒类、
淀粉及淀粉制品、方便食
品、水果制品、水产制品
和调味品等 6大类食品。

据了解，近期，市场
监管总局组织食品安全
监督抽检，抽取粮食加工
品等 27 大类食品 549 批
次样品，检出其中酒类、
淀粉及淀粉制品、方便食
品、水果制品、水产制品
和调味品等 6 大类食品
10批次样品不合格。

据市场监管总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抽检
不合格产品中发现的主
要问题是，有机污染物污
染、微生物污染、食品添
加剂超范围超限量使用、
食品添加剂与标签标示
值不符、质量指标与标签
标示值不符等。

对抽检发现的不合
格食品，市场监管总局已责成北京、
河北、山西、辽宁、上海、江苏、浙江、
安徽、福建、山东、河南、广东、四川、
新疆等省级市场监管部门立即组织
开展核查处置，查清产品流向，督促
企业采取下架召回不合格产品等措
施控制风险；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
从严处理。

（宗 禾）

保障民生稳定供应，是疫情防控期
间的关键。相关部门的信息显示，全国
重要民生商品供给充裕，粮食库存处于
历史高位、蔬菜在田面积增加、肉类价
格总体较为稳定。各地纷纷发布相关
政策保障人民群众的“菜篮子”“肉篮
子”“果盘子”安全。与此同时，各大商
超和生鲜电商也进入到新一轮抗疫保
供工作中。

据了解，今年以来，为了保障蔬菜
供应，广州市农业农村局已积极采取多
项措施，在全市范围内已常态化设置
120家重点农产品保供企业，作为应急
保供力量。4月15日，针对白云区封控
管控区，白云区政府发起了向辖区内居
民派发爱心蔬菜包的号召。

作为社区生鲜连锁的领军品牌和
白云区头部民生保供企业，“钱大妈”立
即启动应急机制，迅速组织各方支援力
量，全力配合政府的防疫工作，通过加
大货源调度，确保疫情期间供应不脱
销、不断档，保质保价助力抗击疫情，将
企业社会责任扎实推进、落到实处。据
介绍，4月 16日，白云区物资保障组统
筹协调保供应的重点龙头企业“钱大
妈”公司、云贵农业公司、白云供销联社
等单位准备了40万份“爱心蔬菜包”共
计 673.4吨，其中包括“钱大妈”驰援白
云区的36吨青瓜、20吨黄心白、20吨生
菜和 30吨胡萝卜，共计 106吨蔬果物
资，总价值100万元。

目前，“钱大妈”已持续为上海、深
圳、东莞等地捐赠爱心物资，全力保障
生鲜肉菜物资供应充足，助力全国各地
抗疫防疫。

与此同时，如何将新鲜食材安全、

及时地送到消费者手中，成为当下各社
区生鲜店亟需打通的堵点。据了解，

“钱大妈”实行的肉菜配送全链条闭环
作业，此前由承运商负责配送的保供部
分，近日统一由“钱大妈”供应链介入强
管控，管控细化至每个区域配送的街道
路线。

“钱大妈”相关负责人介绍，猪肉在
当天屠宰之后，由装有温控探头的冷链
车全程以 10℃—15℃的恒温最大程度
保持肉的新鲜，并以最快速度运送至门
店。服务“钱大妈”已有七八年之久的
供应商范陈勇表示，“这么多年来，每天
给‘钱大妈’的菜都是恒温 0℃—3℃冷
链配送，从未间断。”

面对疫情，各行各业都在不断作出
调整与改变，探索新模式、寻求新发展。
作为深耕社区生鲜的民生企业，在面对
如何保障食材新鲜的同时向各社区供应
物资的难点时，“钱大妈”在保证日供应
量充足的前提下仍然保证“日清模式”，
保证消费者能采购到新鲜、便捷、优选的
安心食材。目前，“钱大妈”旗下3200余
家加盟门店均以此为基础，在限定时间
内对上市菜品打折售出，确保每天清仓
清柜，第二天更换当日新鲜食材。

用实际行动保障消费者“菜篮子”
的新鲜与安全是每一个生鲜品牌的初
心。作为从广东起步，深耕粤港澳大湾
区进而辐射全国的生鲜连锁企业，疫情
期间“钱大妈”充分利用门店紧贴社区
的地理位置优势，积极助力社区的疫情
防控工作，当好社区生鲜保供“排头
兵”。“钱大妈”不只是一种生鲜行业模
式，更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创新，背后是
精神的传承。 （幽 月）

本报讯 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
到，近日，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农业农村
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海关总署起草了

《查处生产经营含金银箔粉食品违法
行为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

《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要求，食品生产者不得
采用金银箔粉生产加工食品。

《征求意见稿》认为，金银箔粉《食

品 安 全 标 准 食 品 添 加 剂 标 准 》
（GB2760），不属于食品添加剂，不是食
品原料，不能用于食品生产经营。

《征求意见稿》分别对食品和食用
农产品经营者、餐饮服务、食品进口商
提出了不得采购销售、制作售卖及进
口销售的要求。

同时，《征求意见稿》提出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

宣传金银箔粉可食用。并特别指出网
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应当严格落实
主体责任，加强平台内经营者资质审
核，禁止入网食品经营者宣传、销售含
金银箔粉食品。

《征求意见稿》还要求，县级以上
地方市场监管部门、农业农村主管部
门、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及海关部门，应
当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和监测，发现违
反规定的生产经营含金银箔粉食品和
宣传金银箔粉可食用的，应当依法予
以查处。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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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柜“火”了 会取代大容量冰箱吗？

十年坚守“疫”往无前

“钱大妈”当好社区生鲜保供“排头兵”

在全国人民上下一心，团结奋战，
奋力抗击新冠疫情的当下，中国二十二
冶天津公司愉景东方酒店及愉景君豪
汇公寓项目组织人材机施工管理工作，
支援河北保定定州市方舱医院的施工
建设。

4月 8日晚 23时，定州愉景项目经
理王利民接到当地住建局领导的电话，
要求支援定州方舱医院建设，任务重大
而紧急，需要尽快制安方舱门口引路和
铺路工作。项目部经理向天津公司副
总经理李跃和定州愉景集团工程经理
尹宗方汇报后，得到双方大力支持，并
迅速行动，连夜组织应急施工小组，快
速贯彻上级要求，结合方舱医院现场实
际情况，组织人材机施工管理工作，圆

满完成了此项艰巨的任务。
此项工作得到了项目全体人员的

积极响应，最终项目部集结选派管理人
员和劳务工人 10人，筹集 915×1830木
模板 30张、4米木方 60根，凌晨 1时 30
分进入方舱医院施工现场参与建设。
经过援建人员的共同努力，最终凌晨4
时 30 分顺利完成四个样板出入口建
设，得到住建局张京辉局长的肯定。

中国二十二冶天津公司项目团队
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精心研究新
施工方案，将全面铺开对215处出入口
施工，与其他援建单位同心协力，快速
推进定州方舱医院的建设，彰显央企的
责任担当。

（解赛楠）

4月18日，在河南省延津县胙城

村的挂面生产车间中，空心挂面传承

人刘俊峰正在和工人们一起忙着和

面、醒面、开条、盘条、上杆、分酵、晾

晒，制作“刘家空心挂面”。2021年，

胙城“刘家空心挂面”被列入延津县

非物质文化遗产。

据了解，“刘家空心挂面”的横切

面都有针尖般小孔，具有光洁度好、

耐煮沸、煮后不浑汤的特点，远近闻

名，带动延津县部分村民增收。

图为工人们在晾晒挂面。

邓小强 摄

河南延河南延津津：：手工手工空心挂面飘香增收路空心挂面飘香增收路
中国二十二冶天津公司支援定州方舱建设

金银箔粉不得加入食品 三部门发文要求严厉查处

法院公告栏
朱国杰:本院受理韦丽诉朱国杰离婚后财产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豫
1421 民初 1760 号的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
为:一、被告朱国杰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
内支付给原告韦丽剩余款项 145000元;二、
驳回原告韦丽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
费 1600元(已减半收取)，保全费 1220元，共
计 2820 元，由被告朱国杰承担。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民权县人民法院
冷传毅:本院受理的(2022)川 2021民初 1048
号原告田文秀与被告冷传毅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限被告冷传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
日内支付原告田文秀货款 160000 元，案件
受理费 3500元，由被告冷传毅负担(限被告
冷传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自
公告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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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特此公告。

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
邝新四: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商水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豫1623民初52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如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商水县人民法院
孙飞、叶静静: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商水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22)豫1623民初540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如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周口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商水县人民法院
贾德全、朱艳华：本院受理张新民诉你们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 3 日上午 8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
周口市永鑫运输有限公司、王建文：本院受
理河南佐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诉你公司、王
建文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
谷帮力：本院受理谷明阳诉你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
时 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
河南万里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开封市第二运输有限公司诉你执行异议之
诉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原告开封市第二
运输有限公司不服本院判决提起上诉，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
张俊书：本院受理原告曾邦文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2）黔0502民初1152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清水
铺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省
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杨兵:本院已依法受理原告蒋涵旭、蒋佳缙
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 (2021)黔
0626民初 3244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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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贵州省德江县人民法院
刘建华:本院受理兰大富与刘建华、倪贵伦、
冉光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2022)黔
0113 民初 173 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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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贵州省贵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效力。

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
唐华、罗建国:本院受理兰大富与唐华、庭永
锋、罗建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2022)
黔 0113民初 175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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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效力。

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
朱国清:本院受理兰大富与刘明芳、张飞、朱
国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 (2022)黔
0113 民初 365 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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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贵州省贵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效力。

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
赵姜:本院受理兰大富与马勤、赵姜、葛进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2022)黔 0113民初
178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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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
谢恒丰：本院受理原告杨秀山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川 1603 民初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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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特
此公告。

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人民法院
赵美虎、尹严松、尹严柏:赵美虎与尹严松、
尹严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
(2020)陕 0102 民初 6176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
发生法律效力。因尹严松、尹严柏未按期履
行，权利人已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在执行
过程中查封被执行人尹严松名下位于四川
省南部县南隆镇幸福路 316 号水景湾花园
20幢2层3-2-1号房屋一套，案外人杨小平
提出执行异议，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
异议申请书副本。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张丽荣、陈晓军、赵艳、赵翼展、西安荣信控
股有限公司、陕西泰禾实业有限公司、西安
泰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张丽荣与陈晓军、
赵艳、赵翼展、董茹、西安荣信控股有限公
司、陕西泰禾实业有限公司、西安泰禾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西安市中
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1)陕 01民终 4053号
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陈晓军、
赵艳、赵翼展、董茹、西安荣信控股有限公
司、陕西泰禾实业有限公司、西安泰禾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未按期履行，权利人已向本院
申请执行，本院在执行过程中查封被执行人
董茹名下牌号为陕A88E71号车辆一辆，被
执行人董茹提出执行异议，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执行异议申请书副本。自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吕新强:本院受理原告李柱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具体地
址不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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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院(2021)豫 0221 民初 3731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平
城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开封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河南省杞县人民法院
吕新强:本院受理原告朱照广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具体
地址不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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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本院(2021)豫 0221 民初 3730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
院平城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开
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河南省杞县人民法院
宫本忠:本院受理原告米俊芳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冀
1025 民初 413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满 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 日，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
定，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大城县人民法院
马燕：本院受理原告李得清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
日上午 8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特此公告。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河南省博爱县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博爱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
络平台上公开拍卖以下物品:执行人博爱县
豫发加油站站房一栋，建筑面积192平方米;
罩棚一个，占地面积 404.25 平方米;油罐区
一个，占地面积145平方米;辅助用房和洗车
房，占地面积 105.5平方米;柴油罐 2个;92#
汽油罐一个;95#汽油罐 1个;单油品双枪加
油机 2台;单油品单枪加油机 3台;三次油气
回收装置 1 套等全部财产。标的物详情请
登陆博爱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
平台查看。备注:上述拍品若流拍，本院将
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进行第二次拍卖或变
卖。了解该拍品的后续拍卖(变卖)时间及详
情，请登陆博爱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
网络平台查看拍卖(变卖)公告。

遗 失 声 明▲沈阳市铁西区永恒泰五金电料经销处（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2210106MA0XCT116X）
公章、财务章、刘晓艳法人章丢失，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