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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陆 俊 文/摄
家居产业将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

段。近日，工信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
《推 进 家 居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行 动 方
案》。《方案》提出家居产业未来发展目
标是，到 2025年，家居产业创新能力明
显增强，高质量产品供给明显增加，初
步形成供给创造需求、需求牵引供给
的更高水平良性循环。此外，将在家
居产业培育 50 个左右知名品牌、10 个
家居生态品牌，推广一批优秀产品，建
立 500 家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培育 15
个高水平特色产业集群，以高质量供
给促进家居品牌品质消费。

《方案》的发布，将从发展目标、重
点任务、组织实施等各个方面为家居
行业规划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

家居是重要的民生产业

《方案》指出，家居产业涵盖家用
电器、家具、五金制品、照明电器等行
业，是重要的民生产业，也是满足人民
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载体。近年来，
在消费升级和技术进步推动下，家居
产业发展质量效益稳步提升，呈现融
合化、智能化、健康化、绿色化发展趋
势，但也面临重点行业创新引领不足、
质量精细化水平不高、智能化发展不
充分等问题，家居消费需求仍待进一
步激发和释放。

《方案》提出家居产业高质量发展目
标是，到2025年，家居产业创新能力明显

增强，高质量产品供给明显增加，初步形
成供给创造需求、需求牵引供给的更高水
平良性循环。在家用电器、照明电器等行
业培育制造业创新中心、数字化转型促进
中心等创新平台，重点行业两化融合水平
达到65%，培育一批5G全连接工厂、智能

制造示范工厂和优秀应用场景。反向定
制、全屋定制、场景化集成定制等个性化
定制比例稳步提高，绿色、智能、健康产品
供给明显增加，智能家居等新业态加快发
展。在家居产业培育 50个左右知名品
牌、10个家居生态品牌，推广一批优秀产

品，建立 500家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培育
15个高水平特色产业集群，以高质量供给
促进家居品牌品质消费。

行业发展五大重点任务

《方案》提出了家居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五大重点任务。一是夯实产业基
础，提升发展动力。包括加快技术突
破和设计能力提升。支持建立智能家
居和重点家居行业制造业创新中心，
推动建设国家级、区域级和行业级工
业互联网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产业
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为家居行业
智能技术突破和设计能力提升提供标
准、计量、认证认可、检验检测、试验验
证、评估诊断、产业信息、知识产权、成
果转化、人才培训、应用推广等产业技
术基础公共服务；加快标准互联互通
和融合创新。加快智能家居领域标准
体系建设，开展从单品智能到设备互
联再到场景互通的基础标准研究和标
准应用示范，促进产业互信、互联、互
通发展；推进家居产品和服务质量提
升。加强智能家电、绿色家具、智能照
明等重点产品与国际优质产品质量比
对，支持企业瞄准先进标杆进行技术
改造，提升产品质量。

二是加快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助
推提质增效。包括深化推进产业数字
化，深入推广新模式新业态，大力推行
绿色制造。

三是推进培优育强，巩固提升产
业竞争力。包括强化优质企业示范引
领。加强跟踪服务和指导支持，培育
一批核心竞争力强、带动作用大的“链
主”企业；推动产业集群升级。指导各
地根据产业基础和特色优势，因地制
宜、因业布局，制定产业集群发展政策
和配套措施；提升品牌影响力。持续

推进重点行业品牌建设，引导企业加
强品牌策划和宣传。

四是扩大优质供给，提升供给结
构适配性。增加健康智能绿色产品供
给。编制发布升级和创新消费品指
南，以智能、绿色、健康、安全为导向，
深挖潜在市场，细分领域，细化品种，
扩大市场供应，加强消费引导；培育智
能家居生态。支持企业面向使用便
捷、安全舒适的家居环境需求，在产品
智能应用基础上，融合丰富场景与个
性需求，拓展衣、食、住、学、娱、康、养
等场景体验和增值服务。

五是加大应用推广，释放家居消
费潜力。包括实施家居产品推广行
动。推动形成政府、协会、企业、电商
平台等多方参与协同配合的促消费联
动机制；推动绿色智能家居产品下乡。

强化组织实施

《方案》指出，建立部门、地方、行
业组织等多方参与工作机制，共同推
进家居产业高质量发展。各地要结合
自身条件和特点，研究提出具体工作
方案，明确目标、任务及措施，抓实抓
好方案落实。相关行业组织要围绕消
费升级需求，加强产业发展趋势研究，
组织开展技术成果交流、品牌评价和
产品推广等活动，及时发布行业发展
报告。各部门要加强对地方和行业协
会组织指导，总结推广家居产业创新
发展典型经验和案例，解决发展中遇
到的问题，确保发展目标顺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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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发布的《推进家居产业高质量

发展行动方案》中提出：推动适老化家
电家具、健康电器、生活服务类机器人
等产品研发应用。

随着我国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老
年消费群体重要性日益凸显，“银发经
济”成为重要的市场趋势。开发和推广
适合老年人使用的产品，满足老年人需
求，拓展可持续增长的市场发展空间已
经成为国家政策导向。对于家居行业
来说，研发适老产品，开拓老年人市场
也将是行业未来发展趋势之一。

家居与老年人品质生活息息相关

家居作为与民生息息相关的产业，
对老年人健康生活和适老经济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行业的适老化发展，将对
整个适老化产业发挥积极的推动作
用。家居适老化产品和设计目前主要
集中于厨房、卫浴，由于厨房、卫浴在老
年人生活中占据着主要的空间，厨房及
卫浴产品的适老化设计开发，对行业的
适老化市场具有重要的引领借鉴作用。

适老化厨房和卫浴，是以“以老年
人为本”的设计理念，从老年人的角度
出发，以老年人的身体、心理特点为设
计依据，设计生产出更符合老年人特殊
需求的厨房和卫浴产品，减低老年人身

体不适及功能障碍，更好地满足老年人
的特殊需求。比如厨柜、操作台的高度
要相应降低。灶具方面，老人记忆能力
下降，经常会忘记关闭气阀，灶具应设
计为能自动断气断火的炉灶或电磁炉，
并设计漏气报警装置，可以为老年人家
庭增强安全性。卫生间和浴室设计要
注重防滑和通风，避免老年人在洗浴时
因通风不畅而引起缺氧的现象，卫生间
还应安装紧急呼救系统，让老年人在出
现紧急情况时及时得到救助。

浴缸要设计成老年人最容易出入
的高度，为了避免老人进出浴缸时摔
倒，还可设计坐式淋浴器。老人坐在座
椅上便可轻松清洗。橱柜和吊柜要采
用升降类五金件，不仅方便老人，还能
减少踮起脚时平衡不当引发的摔倒危
险。

龙头企业迈出领先步伐

事实上，很多知名五金企业已经在
适老化研发上迈出了引领行业的步伐，
推出了适老化系列产品和市场拓展计
划。东鹏卫浴率先在适老化产品和设
计方面进行了创新探索，推出了“康养
站”空间。“康养站”空间配备了人体感
应地面和石墨烯热暖墙板，人体感应地
面可以记录老人平时的起居、行动、行
为习惯，感知老人行走状态和轨迹，发
现异常将进行通知和报警，时刻守护老

人安全。石墨烯热暖墙板，
可以使浴室快速达到恒温
效果，打造一个适合老人的
温暖舒适的浴室环境。

和成卫浴最近推出了
“银发空间”和医疗级卫浴
新产品，通过医用感应龙
头、医用水槽、坐式淋浴器
和坐式浴缸等多款适老化
产品的设计和布局，发力并
精耕老年人细分市场。和
成卫浴认为，当前各大企业
都在为未来老龄化社会做
准备，智能健康适老化是非
常贴切现在市场需求的,也
符合国家的政策导向。

海骊卫浴最新推出
适老化卫浴空间，以“魔
镜”为终端，AI 自动监测
老人身体状况和动作，分
析其心率、血压等关键指
标，实时显示监测数据，在
意外时刻可以自动接入报
警系统。此外，海骊卫浴

还发挥全流程工程管控能力及创新技
术，针对地面、淋浴区、如厕区等提供
适老空间专属改造方案。

美的也重磅推出全新悦家全屋智
能套系家电，充分关注老年人智慧、便
捷、舒适、健康的个性化卫浴家居需
求，以极致的品质和美感为消费者打
造全新沐浴体验。美的悦家全屋智能
套系针对老人日常卫浴场景便利性和
安全性需求进行匹配，实现功能与美
感的有机统一，让“适老化家电”加速
从概念变为现实。

在深耕适老化卫浴方面，纬图·唯
得家在多年前便极具慧眼地组建研发
团队，面对老年人群需求，积极研发智
慧型卫浴产品，例如智能升降坐便辅
助器、老年人安全扶手、多功能报警纸
巾架、可折叠扶手、智能干爽机等等，
为老年消费者提供一系列智能、实用、
安全、方便的“适老化”家居产品，以及
更为完备、周到的老年人卫浴间解决
方案。

需要在适老化产业提前布局

当前，适老化已经成为五金厨卫企
业的一个发展方向和趋势，但是，适老
化研发设计和市场开发还处于初步发
展阶段。据业内专家介绍，目前我国适
老产品供给和服务还很不足，市场机制
尚不健全。特别是数字化适老化产品
数量和种类较少，尚未完全覆盖老年人
的所有应用，产品供需对接不畅，专门
服务老年人的适老化市场还未形成。

但是，在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
的大背景下，适老化产业将是一个很大
的市场，很多企业已经将此作为未来重
要发展策略，适老化将是未来的一个大
趋势。在国家层面，也将适老化作为一
个重要的产业布局，为了推动适老化产
品的生产和研发，近年来出台了多项和
适老化设计相关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
准，如《GB/T 40443-2021 适用于老年
人的家用电器 通用技术要求》《GB/T
36947-2018 面向老年人的家用电器用
户界面设计规范》《GB/T 36934-2018
面向老年人的家用电器用户设计导则》

《GB/T 40439-2021用于老年人生活辅
助的智能家电系统 架构模型》《TCAS
500.1—2021智能家用电器的适老化技
术》等。

对于家居行业来说，适老化将是未
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在适老产品生
产研发上的提前投入，是对未来适老市
场的最好布局。

慕思股份近日披露了 2022年半年
度报告。公告显示，2022年上半年，慕
思股份实现营业收入27.52亿元，同比下
滑 2.0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 利 润 3.07 亿 元 ，同 比 下 滑 5.95%。
2022年上半年，慕思股份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0.12亿元，同比下滑
92.72%，主要系工资薪金支出所致。

2022年上半年，慕思股份在家具制
造业的毛利率为45.75%，较上年同期增
长 0.44个百分点。其中，床垫产品的毛
利率为57.71%，较上年同期增长0.24个
百分点；床架产品的毛利率为 39.71%，
较上年同期增长 1.59个百分点；床品产

品的毛利率为42.41%，较上年同期增长
2.44个百分点。

报告显示，2022 年上半年各种不确
定性交织在一起，新冠疫情在国内依然
持续反复，公司经历了比上年疫情期间
更为复杂的运营环境。其中3-5月期间
发生在深圳、东莞、上海的严重疫情，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司华南华东两基地正
常运营及华东华南两区域市场的线下销
售。

在不确定的外部环境下，慕思股份
顺应行业发展趋势，积极推进家居业务
战略布局，彰显寝具行业头部企业战略
定力。随着国内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不断

提高，消费者对消费场景的个性化与一
体化需求愈发凸显，对反向定制、全屋定
制、场景化集成定制等个性化定制有着
较高的目标，为顺应行业发展趋势，结合
当下家装消费流量入口前置的特点，慕
思股份亦将产品前置并提供场景化服
务。报告显示，慕思股份明确了V6家居
定制化业务发展方向，充分发挥公司在
品牌、技术、产品、服务、渠道等方面的核
心优势，以一体化定制、一站式配齐的销
售模式积极推进整装家居业务发展。家
居业务的深化发展，将推动慕思股份业
务的多元化战略布局，并为业绩打造新
的增长点。 （财经网）

顾家家居近日公布的 2022年中期
业绩显示，上半年实现营收 90.15亿元，
同比上升12.47%；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
利润8.9亿元，同比上升15.32%；归属上
市公司股东扣非后净利润7.8亿元，同比
上升17.19%。

顾家家居上半年的基本每股收益为
1.08元，同比上升 13.68%；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10.72%，同比减少0.05个百
分点；总资产约 150.5 亿元，同比减少
5.58%。

可以看出，这家头部软体家居企业
的业绩仍在上行，但相比去年各项核心
财务指标的大幅上涨，今年的业绩增速
已放缓。

从收入类型来看，顾家家居的家居
制造主业收入占比在提高，上半年实现
收入83.55亿元，同比上升13.94%，占总
营收比例超过 95%。相比之下，虽然信
息技术服务的毛利率超过 80%，但营收

同比下滑了2.53%。
在家具制造业务中，沙发仍是营收

主力，上半年营收 47.08亿元，同比上升
14.37%。不过这一增速，相较于去年同
期 70%的上涨出现了放缓。同时，虽然
沙发在家具制造总营收中的占比仍超过
53.7%，相比去年 56%的占比有小幅下
滑。

相比之下，顾家家居的床类产品是
各项业务中增速最快的品类，营收为
17.23亿元，同比上升 23.75%；集成产品
营收14.59亿元，同比上升4.86%。

在定制家具业务方面，顾家家居今
年上半年的增速为 20.65%，实现营收
3.54亿元，这一板块 2021年的营收增速
超过了100%；另外，红木家具营收0.4亿
元，同比下滑24.15%。

从业务布局的范围来看，顾家家居
境内业务受影响较大，上半年营收为
50.99亿元，同比增速为 6.24%，而去年

同期的增速为56.48%。
相比之下，顾家家居来自境外的营

收增速好于境内，收入为 36.67亿元，同
比上升24.12%。但在利润率方面，境外
业务毛利率为19.87%，低于整体利润率
水平。

相比全行业 2021年普遍呈现的毛
利率下滑的情况，顾家家居上半年保持
了平稳，整体毛利率为 28.44%，比去年
上半年同期增长 0.13个百分点，比去年
全年 28.86%的毛利率水平下滑了 0.42
个百分点。

具体到各项业务，毛利率表现基本
维持稳定，其中红木家具和信息技术服
务的毛利率则出现下滑，幅度超过 7个
百分点和5个半分点。

不难看出，和去年上半年顾家家居
快速扩张、业绩大增的情形相比，今年增
长呈现出一定下滑趋势。

近日，东鹏控股发布2022年半年度
报告。报告显示，公司上半年营业收入
为31.32亿元，同比减少13.61%；归属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18亿元，同比
减少69.45%。

分行业来看，今年上半年，东鹏控股
瓷砖行业的营业收入为25.93亿元，占营
业收入的 82.78%，同比下降 15.73%；洁
具行业的营业收入为 4.28亿元，占营业
收入的13.67%，同比下降6.81%。

分产品来看，今年上半年，东鹏控股

的有釉砖、无釉砖、卫生陶瓷、卫浴产品
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23.93亿元、2亿元、
2.64亿元、1.64亿元，同比下降 10.21%、
51.45%、6.69%、7%。

东鹏控股公告称，报告期内，战略工
程渠道收入下降。天然气、煤炭和原材
料价格大幅上涨，虽然公司已适时调整
产品价格，但向下游传导成本上涨压力
尚需时日。由于局部疫情反复，对多地
销售子公司和营销大区的业绩造成较大
影响；部分生产基地因疫情防控，产能和

物流运输受到影响。整体来看，2022年
一季度业绩受外部环境影响较大，虽然
公司二季度环比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
是尚未能扭转半年度同比下滑的状态。

东鹏控股创始于1972年，于2020年
10月在深交所上市。主营业务包括生
产销售瓷砖、卫浴、木地板、涂料、集成墙
板、辅材、生态新材和整装家居等产品和
服务，为用户提供装修一站式多品类硬
装产品及服务解决方案。

（中国房地产网）

《推进家居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从发展目标、重点任务、组织实施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

家居业将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东鹏控股：上半年实现净利润1.18亿元 同比下降69.45%

顾家家居：上半年营收超90亿元 沙发业务占比过半

适老化 家居产业政策导向下的新风口 慕思股份：2022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52亿元

法院公告栏
吴为民、王成：本院受理程振冬买卖合同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原告证据复印
件。自公告起 30日视为送达。答辩期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期满后第
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
开开庭，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贵州当代小康建设工程劳务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黄大明、严守星、王建军诉你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地址不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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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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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云杰：本院受理原告吴俊诉你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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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经过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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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滔:本院受理原告黔西南州仁豪润滑油销
售有限公司诉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因你长
期在外，无法与你取得联系，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诉讼
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第三
日下午14:30分在本院民事审判三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
李争辉：本院受理原告西安市新城区廖芳鞋
行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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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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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上午
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西安市新
城区人民法院西一路法庭（新城广场菜市场
4号）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特此公告。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张锋兵：本院受理原告西安市新城区鑫博靓
仔服装店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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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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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西
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西一路法庭（新城广场
菜市场4号）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特此公告。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梁丽萍：本院受理原告西安市新城区宝贝红
婴童服饰店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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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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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西一路法庭（新城广
场菜市场4号）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特此公告。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王祥、王盼盼：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临猗县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状副本、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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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的 15日内，并定于 2022年 10月 13日 9时 00
分在本院综合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
郝学会:本院受理任庆贵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2022）冀 1081 民初 3914 号】，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合议庭成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9时在本院第十七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北省霸州市人民法院
杨建飞、叶志群:本院受理原告胡兴义与被告
杨建飞、叶志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黔0304
民初 1384号民事判决，该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杨建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偿还原告胡兴义借款 82,000.00 元;二、驳
回原告胡兴义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
费 1,850.00元，由被告杨建飞承担。自公告
送达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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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
杨建飞、叶志群:本院受理原告叶仲先与被告
杨建飞、叶志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黔0304
民初 1385号民事判决，该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杨建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偿还原告叶仲先借款 28,100.00 元;二、驳
回原告叶仲先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
费 1,128.00元，由被告杨建飞承担。自公告
送达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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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
杨建飞、叶志群:本院受理原告胡安强、陈静
与被告杨建飞、叶志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黔 0304 民初 1382 号民事判决，该判决书判
决如下:一、由被告杨建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偿还原告胡安强借款25,000.00元;
二、驳回原告胡安强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
受理费438.00元，由被告杨建飞承担。自公
告送达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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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
杨建飞、叶志群:本院受理原告胡兴群与被告
杨建飞、叶志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黔0304
民初 1380号民事判决，该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杨建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偿还原告胡兴群借款 50,000.00 元;二、驳
回原告胡兴群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
费 1,050.00元，由被告杨建飞承担。自公告
送达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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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
杨建飞、叶志群:本院受理原告叶仲芬与被告
杨建飞、叶志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使用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黔0304民初1374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驳回原告叶仲芬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 50.00 元，由原告叶仲芬承担。
自公告送达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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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
杨建飞、叶志群:本院受理原告涂曾江与被告
杨建飞、叶志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黔0304
民初 1377号民事判决，该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杨建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偿还原告涂曾江借款 13,000.00 元;二、驳
回原告涂曾江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
费125.00元，由被告杨建飞承担。自公告送
达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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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
公 告

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7
月 29日裁定受理淮安市志会米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志会米业公司”）强制清算案件，
并于 8月 17日指定江苏拓力律师事务所担
志会米业公司清算组，郁立亚为清算组负责
人。志会米业公司各债权人应自本公告刊
登之日起 45 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
人：徐凤丽，联系电话：18912085656，地址：
淮安市清江浦区淮海西路 99号金汇广场 3
楼江苏拓力律师事务所），书面说明债权数
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
提供相关证据资料；志会米业公司各债务人
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志会米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应
立即向清算组移交财产、会计凭证、合同、营
业执照和印章，同时宣告自公告之日起上述
印章、凭证、营业执照等资料作废。特此公
告。

淮安市志会米业有限公司清算组
公 告

江苏省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于
2022年 8月 22裁定受理淮安市清浦三淮物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淮物资公司”）强
制清算案件，并于8月22日指定江苏拓力律
师事务所担任三淮物资公司清算组。三淮
物资公司各债权人应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徐凤丽，
联系电话：18912085656，地址：淮安市清江
浦区淮海西路 99号金汇广场 3楼江苏拓力
律师事务所），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
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
资料；三淮物资公司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
应当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三淮物
资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应立即向清算组
移交财产、会计凭证、合同、营业执照和印
章，同时宣告自公告之日起上述印章、凭证、
营业执照等资料作废。特此公告。

淮安市清浦三淮物资有限公司清算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