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设 计A4
CONSUMPTION DAILY 责编：陆 俊

2022.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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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为国际大都市和时尚之
都，家居设计方面有着自己独特的元
素和国际化优势，是设计业界关注、交
流、学习和开拓的首选地点。近日，闪
耀着众多香港设计元素的“LILA 生活
方式研究所”展览，在第 49届中国（广
州）国际家具博览会展馆举行，展览从
香港的经济、文化、科技、环境以及人
的多样性中汲取养分，以多元视角立
体呈现出香港家居行业的本土和国
际；现在及未来。

在“LILA 生活方式研究所”展览

开幕式上，世界家具联合会秘书长、中
国家具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屠祺，
香港家私装饰厂商总会主席梁励，中
国对外贸易广州展览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晓敏，Giormani 创办人兼首席设计
师吴绍棠，香港家私装饰厂商总会常
务副主席兼副秘书长邝锦明等嘉宾、
设计师在广州和香港两地共同出席开
幕典礼。

屠祺在开幕典礼上致辞时表示，
香港具有多元包容的文化氛围，以坚
持创新、着眼未来的香港设计，引领着
国际家具行业的前沿探索。优秀的香
港设计师，把东方设计与世界文化有

机融合，构建起了横跨东西的文明对
话。作为世界家具联合会主席单位、
亚洲家具联合会会长单位，中国家具
协会大力推动行业的国际设计创新升
级，关注并支持各国和各地区设计师
与设计品牌的发展。欢迎更多香港设
计师与家具企业参与到亚洲及全球合
作中，发挥各界力量，汇聚行业视角，
把未来引入当下，把愿景筑成现实。

香港家私装饰厂商总会主席梁励
在香港开幕典礼现场致辞，她对中国
家具协会和中国（广州）国际家具博览
会对展览的支持表示感谢。她向大家
介绍了此次展览的办展初衷和亮点，

并表示，商会一直注重人才培养，此次
展览展出了商会重要合作伙伴——香
港知专设计学院的学生作品。希望以
此次展览为契机，加强香港与内地家
具产业在设计等领域的合作。

据悉，香港家私装饰厂商总会是
亚洲家具联合会成员。“LILA 生活方
式研究所”是香港家私装饰厂商总会
特别设置的专项展览，展览由 12家会
员企业参与，集合了众多香港设计元
素。商会企业为香港知专设计学院的
学生作品提供了免费指导和一比一实
物制作，以及实习机会和就业配对，以
培育家具行业创新人才。本次展览展
出了 12 件由该专业学生设计并由厂
家支持制作的作品，其中大部分作品
都曾在米兰设计周上展出。

数据显示，过去 20 年，香港的设
计公司数目增至接近 3 倍，推动香港
发展成为展示亚洲潮流趋势和风格的
世界之窗，以及汇聚各种创新理念、产
品和人才的区域设计中心。同时，随
着中国内地市场渐趋成熟，越来越多
内地企业抢占本土市场份额，积极开
拓国际市场。香港是亚洲设计枢纽，
以时尚和都会风格见称，许多内地企
业寻求超卓设计、品牌创建及市场推
广等服务时，都会选择香港。

“LILA 生活方式研究所”展区呈现
12个不同领域的领先品牌，集结 12位
细分领域的精英专家，立足全球的新
消费、新品牌、新技术、新渠道、新资
本，为观众输出最前沿的趋势话题、最
丰富的产品资源、最高效的商贸合作。

“LILA 生活方式研究所”展览主
办方表示，希望通过这一展览，让设计
界看到更多国际家居的前沿思想、国
际家具的创新及专业作品，也看到全
球市场的不同方向。

香港设计元素闪亮“LILA生活方式研究所”展览

智能家居行业正在加速发展，行业其实已经“卷”起来了，但
智能家居产品能不能适应消费者需求，需要在实践中检验。近
两年，智能家居有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方面，从单品走向生态，家
居产品生态都实现智能化;另一方面，智能家居用户的认知和掌
握程度提升，产品生态让用户体验的设计变得更加重要。

作为行业领导者，摩根全屋智能已经在全宅智能领域深耕
多年，时刻保持对行业的敏感度，不断探索用户需求，深知智能
家居用户体验设计的重要性，在推出全屋智能家居解决方案
中，方案设计兼顾产品的安全性、便利性、舒适性以及艺术性，
因此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

“美的本质就是不凭借概念，而普遍令人愉悦的东西”，摩
根全屋智能的产品便是如此。摩根一以贯之地保持高级感，产
品设计简约而不失精致，做工细腻且富有质感，产品传递出高
级的美学感。

对比其它品牌而言，摩根智能在产品整体设计上和质感上
更是下足功夫。今年以来，摩根全屋智能推出了梁志天的超跑
系列智能面板、扎哈哈迪德的地标系列面板、关永权的大师系
列智能灯具、梁建国的玉系列智能面板、卢志荣的缀壁系列智
能面板以及AI语音智慧屏等等。

摩根智能的产品首先在外观上至臻至美，功能上也会更人
性化。例如面板文字背灯的自动感应、智能场景自定义抓拍功
能;AI语音智慧屏顾名思义，更是可以直接用声音交流控制家
居设备。因此，摩根风格的高级产品不仅具有科技感，还兼具
了艺术感，在搭建全屋智能场景时形成具有弹性的想象空间。

摩根智能曾表示，品牌从一开始就将自己定位于全屋智能
的龙头品牌，自创立初期，摩根就通过优秀的科技技术、产品工

艺和精益求精的全屋智能设计服务来实现摩根在智能家居业的高水准地位。
时势造英雄，摩根全屋智能精益求精的产品品质不仅为行业树立了新的价值标杆，

同时也是全屋智能进一步发展的崭新标志。在摩根全屋智能家居为代表的榜样作用
下，中国将会涌现更多的“新摩根”，也会为千千万万的用户带去高质量的产品体验设计
和更贴心温馨的智能家居的尊享生活。

未来，摩根全屋智能将继续为全球用户提供高品质的智能产品，把智能家居设计、
智能科技与生活美学融合，联手世界设计大师，结合科技、艺术、设计、人文，共同打造灵
性的智能生活空间，为用户带来极致美感和视觉盛宴，为每个家庭提供舒适、健康的智
能家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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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们再熟悉不过的名称
——顾家工艺，以往想起它，人们
脑海里闪现的是工匠精神，对工艺
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些当然都
没有过时，只不过人们还需要更
多。2022 年 7 月，顾家工艺 8.0 店
态正式发布，用“脱胎换骨”来形容
也不为过。在新的 8.0 店态，我们
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空间展现，
一种让人瞬间安静下来的场域，无
意间，顾家工艺也引领了一种“沉
浸式的家居体验”。

现代社会最不缺的是感官的
刺激，色彩、气味、声音，快节奏的
画面等等。在这种无休止的感官
激励之下，人们想要追寻的反而是

一种简单，反映到风格上，就是简
约。

此次顾家工艺 8.0 门店，将这
种“简约而高级的理念”，从头到尾
进行了贯彻。喇叭型的入口设计，
一方面让人对内部产生好奇，同时
又没有把人“拒之千里”的冰冷感，
同样也是对一切美好事物的包容
和接纳态度。低饱和度的色彩、弧
形圆润的墙面，让人感到沉静舒
缓，身心放松。

贯穿整个空间的，是以“JING”
为核心的 5个关键词。

净。是整个建筑空间和产品
陈列的简洁。没有复杂的线条，产
品、装饰品各司其位，归整明白。

色彩纯净、氛围高级而不杂乱，整
个空间给人感觉通透明了，豁然开
朗。

静。是透过柔和的材料和灯
光氛围，而打造出的静谧质感。伴
随舒缓的音乐赏游其间，移步换
景，瞬间将工作生活中的压力和繁
琐抛诸脑后，进入舒适沉静的状
态。

精。体现在匠心工艺和对产
品细节的孜孜追求，同时也是将品
牌理念提炼和升华，将品牌精神融
入其中，润物细无声之间传达给消
费者。

浸。是沉浸式的五感体验，用
产品搭建空间，配合音视频，淡香
氛，茶歇等工具，让用户可以更加
投入地感受产品和场景。智能联
动，考虑周到。

境。是基于空间场景的全方
位体验，身临其境，通过整体氛围
的营造呈现品质生活人群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同时也通过产品，体
现对生活细节的细微观察和人性
化设计。

真正的简单，就像物体本身散
发出的灵气一样，具有非常强大的
力量。一个好的家居空间，是能够
让人获得能量，而不是耗散能量
的。顾家工艺 8.0 新店态，无疑做
到了。

传统终端家居门店，常以厚重
的墙体、严格的空间划分，实现对

消费者的路线引导。而顾家工艺
8.0 门店采用了更加轻盈、通透的
隔断，以中式园林“借景”的手法，
将不同生活空间的界限有意进行
了融合打通。这也回应了当代家
居空间中，消费者对于空间整体性
和多功能使用的需求。

通过客餐厅的巧妙设计与布
局，8.0 门店的生活场景有了更多

“自定义”的特性。例如，展厅的餐
桌并没有被简单定义为“吃饭的地
方”，在这里也可以进行亲子互动，
甚至办公。强化客厅+餐厅的“双
厅”空间概念，给家更多可能。

此外，8.0 店态的场景搭配更
加协调统一，沙发、餐桌椅、背景墙
等等，以柔软的低饱和度色彩、原
生态的木质和皮艺质感进行搭配，
雅致的同时也更加简约大气。双
厅联动，将舒适的向往家居氛围拉
满。其中的智能体验空间，将窗帘
与家庭投影进行了联动，回应消费
者对于更加便捷、智能和人性化生
活体验的需求。

2022 年恰逢顾家家居成立 40
周年，管中窥豹，此次顾家工艺的
店态革新，其实也是顾家家居品牌
年轻化的一个重要体现。在接下
来的时间长河中，顾家家居将如何
与用户同行，更好满足人们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相信顾家家居卓越的
产品和服务会给出一份令人满意
的答卷。

顾家工艺8.0店态重新定义家居空间体验

丰台市场监管局之窗丰台市场监管局之窗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保障“暑运”食品安全

和经营秩序
目前，北京西站正值“暑运”客流高峰，同

时夏季也是食源性疾病高发季，为有效防控
食品安全风险隐患，丰台区市场监管局西站
市场所四项措施切实保障“暑运”期间食品安
全和市场经营秩序。一微信群线上指导，引
导企业自查自纠。通过微信群对辖区各食品
经营单位开展线上行政指导，要求相关单位
切实依法合规开展经营，严格落实防疫措
施。二重点环节重点监督，风险隐患靶向性
排查。结合辖区实际梳理风险点位与检查范
围，定期召开西站地区安全工作推进会，每周
开展不少于2次专项联合检查。以“暑运”期
间销售量较高的袋装烤鸭、果脯、糕点等北京
特色旅游食品以及刨冰、冰沙、鲜榨果蔬汁等
饮品作为重点检查对象，切实防范食品安全
风险隐患。三强化快速检测手段，有效监测
风险隐患。对北京西站周边食品特产店经营
的水果、旅行速食食品以及餐饮单位餐饮具
卫生情况加大快速检测力度，截至目前开展
快检31个，检测结果均合格。四投诉举报接
诉即办，严查违法违规问题。把接诉即办作
为着力点，第一时间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以涉奥商品投诉、停车纠纷、旅客消费投
诉为重点，加大协调办理力度。 （万之丛）

近日，曲美家居与群核科技（酷家
乐）在京正式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在设
计效率、营销展示、终端服务、设计师管
理等方面展开合作，以期全面提升曲美
家居的终端设计效率和水平，赋能全国
经销商建立设计营销竞争优势，最终提
高企业整体运营效率和服务能力。

对于曲美家居这样辐射全国市场
30余年的老牌家居企业，刻在根骨里的
设计基因是企业能够始终长青的最重要
因素，也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最佳展
示。而在成立30周年的重要时间节点，
如何提高内部设计师的运营效率、提升
客户端对设计服务的体验感，让企业保
持在设计方面的优势，已经成为曲美家
居当前最重要的诉求。

基于这样的目标，曲美家居的设计师
将通过企业模型库便捷地搭建设计方案，
然后快速渲染输出效果图，以场景化设计
作品打动消费者。同时，优秀设计方案沉
淀成为企业数字化设计资产，赋能全国经
销商使用，形成设计营销闭环。

除了对设计方面的全盘提振，曲美
家居还希望通过与群核科技（酷家乐）的
合作推动企业向设计智造领域转型。

尤其在曲美家居初步实现智能制造，
且已经完成高动态性、高柔性、高数控率、
高生产率、高质量、低成本数字化制造路
径的当下，继而考虑的则是寻找合适方式
打造符合企业发展需求的全链路数字化
解决方案，加快步伐向设计智造转型。

“在向设计智造的转型升级过程中，
需要专业的团队支持才能持续积累数字
化资产。”在曲美家居集团董事长赵瑞海

看来，酷家乐是一款成熟的3D云设计工
具，在设计渲染、设计师群体培育和管
理、创新型功能研发等方面都有着独特
的优势，可以帮助曲美家居尽快实现转
型诉求。

群核科技（酷家乐）联合创始人兼
CEO陈航表示，酷家乐自创立之初便开
始服务家居行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完
全有能力为曲美家居提供成熟的、符合
家居企业发展需求的全链路数字化解决
方案，助力“客户成功”，实现双赢。

曲美家居与酷家乐达成战略合作

加速设计智造升级进程

法院公告栏
李成兵、李登有：本院受理的（2022）川 0522
民初 2206 号原告陈华荣与被告李成兵、李
登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因无法与你
们联系，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李成兵、李登有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陈华
荣尚欠水泥货款 120000 元及逾期付款利
息；二、案件受理费2700元，保全费1420元，
共计 4120 元，由被告李成兵、李登有承担。
自公告之日起满 3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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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四川省泸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四川省合江县人民法院
皇甫林溢：本院受理原告卢宏亮与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冀1081民初1159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胜芳法庭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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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发
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霸州市人民法院
皇甫林溢：本院受理原告蔡娜与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冀 1081 民初 427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胜芳法庭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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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发
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霸州市人民法院
姚梦娇、高军:本院受理高永伟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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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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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 9
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
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
许飞:本院受理许剑诉你保证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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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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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分(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
淮安鸿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
执行人淮安市清江浦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
中心申请强制执行清险管追决字【2021】第2
号追偿决定一案，已经审查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2）苏 0812 行审 186 号行政
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
行政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
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
淮安海润航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执行
人淮安市清江浦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申请强制执行清险管追决字【2021】第 3 号
追偿决定一案，已经审查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2）苏 0812 行审 184 号行政裁
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行
政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即
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
陈千:本院受理原告刘苏华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苏 0812 民初 4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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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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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
济宁国泰君安机械设备安装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河北金旭达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
司与被告济宁国泰君安机械设备安装有限
公司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2)冀 0432民初 375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广平县人民法院
张美丽:本院受理原告王贵云诉被告张美丽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冀
0432 民初 1237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
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

河北省广平县人民法院
苏培兵:本院受理原告姚兴凤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案号为（2022）黔2328民初2831号，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到我院领取民事起诉状副本、开
庭传票、应诉通知书等应诉材料，如逾期未
领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
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
在安龙县人民法院普坪人民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
杨昌友:本院对原告刘文彬与被告杨昌友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2)川 2021 民初 3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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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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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
公告。

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
胡强:本院受理原告刘弘远与被告胡强中介
合同纠纷一案(2022)川2021民初5014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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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 3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驯龙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依法缺席审理。特此公告。

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
吴成福:本院受理原告播州区三岔镇庆远社
区居民委员会诉魏平强、吴成强土地承包经
营权纠纷一案，诉讼请求为:1、判决解除原
告与被告于 2015年 10月 28日签订的《土地
使用权流转合同》，被告向原告返还位于播
州区三岔社区柏香台大坡的 101.19亩土地;
2、判 决 二 被 告 向 原 告 支 付 土 地 流 转 费
127499.40元;3、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费用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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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五条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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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
普)。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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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10月14日上午9时30分在遵义市播
州区人民法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
常娜：本院受理原告张东林诉你（2022）辽
0381 民初 4103 号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告知权利义务通知书、廉政监
督卡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三十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和十五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九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南台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海城市人民法院
王志华、苏磊:本院受理的原告邯郸市丰泰
典当有限公司诉你为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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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崔享:本院受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郑州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豫 1421 民初 3157 号
的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为:被告崔享于本
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偿还欠款本金
19962.05元、利息 8692.77元、逾期还款违约
金2501.23元、分期付款手续费1586.56元及
2022年3月21日之后的利息、逾期还款违约
金(以 19962.05 元为基数，自 2022 年 3 月 22
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利率按约定利率
计算，逾期还款违约金收取金额上限不超过
透支本金)。案件受理费619元，由被告崔享
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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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广学: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凌海支行诉被告刘广学金融借款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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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卡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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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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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志民: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凌海支行诉被告于志民金融借款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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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卡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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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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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奎福:本院受理原告赵书伟诉被告武奎福
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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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木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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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