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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市场监管局之窗丰台市场监管局之窗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开展冷库专项整治

为进一步加强食品冷库监管，督促冷
库经营单位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规范冷藏冷冻食品生产经营秩序，石榴庄
街道市场监管所对辖区冷库经营主体开
展全面排查整治，切实防范冷链环节疫情
防控风险。一是结合排查整治全面登记
造册，严把信息核查质量。持续健全辖区
冷库疫情防控基础档案，并根据实地排摸
情况，及时梳理更新冷库经营状态、贮存
食品类型及从业人员等建档信息，切实强
化冷链食品物防管控。截至目前，梳理辖
区冷库 87家，其中经营进口冷链食品在
用冷库31家。二是结合检查要点强化靶
向分析，持续抓实工作细节。结合日常检
查发现的薄弱环节，参照食品冷库和进口
冷链食品销售终端检查参考要点，梳理出
防疫方案和应急预案未落实、进口与国产
冷链混放、北京冷链码与销售产品信息不
对应、测温消杀记录不全、环境核酸未按
规定频次开展等高频问题，持续强化执法
震慑作用。三是结合疫情动态强化宣传
引导，夯实主体责任落实。建立双向沟通
机制，及时传达最新的防疫政策要求，帮
助冷库冷链经营主体及时咨询解决北京
冷链、中转查验库等政策方面的实际问
题，持续指导经营主体规范经营，共同推
进防疫措施落实落地。 （吴一东）

本报讯（记者 陆 俊）受广大家居
设计师关注的“大自然床垫杯”第三届
贵州家居设计大赛日前开启报名及作
品征集工作，截止时间为 2022年 11月
20日，2022年11月21日——11月28日
进入初评及复评阶段。

据悉，2017 年和 2019 年贵州省家

具协会成功主办了两届贵州家居设计
大赛，每届大赛均收到国内外参赛作品
1000余件，根据评选标准最终评选出一
二三等奖以及优秀奖。赛后，贵州省家
具协会将大赛作品整理成册，出版了

《首届贵州家居设计大赛作品集》和《第
二届贵州家居设计大赛作品集》。

在此背景下，2022年8月，“大自然
床垫杯”第三届贵州家居设计大赛将隆
重登场。通过本届大赛，将构建良好的
资源共享平台，为家具及家装产业创造
更好的发展环境；发掘有潜力的设计人
才、有价值的设计作品、有影响的设计
项目并予以扶持，促进家具及家装设计
在贵州快速发展；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意
识，唤起行业对专利权的保护有更深刻
的认识，积极开发自己的专利；提高大
自然床垫在贵州设计师行业中的地位，
促进大自然床垫同贵州家居设计、产品
融合，拓宽销售渠道。

本届大赛的主题是“创意无限精
彩，助力贵州智造”。主办单位为贵州
省家具协会、贵州省职业技能鉴定中
心，冠名单位是大自然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大赛将坚持“公平、公正、公开”“注
重原创、保护知识产权”以及“自愿报
名、免费参加”的原则。大赛将设置家
具类和家居类两个大类别，两个类别将
共同参与评选，按评选标准进行评选，
不设相应比例。

大赛组委会对全部参赛作品进行
初评，评出 50 件优秀作品进入复审。
在网站页面对 50件作品进行公示，并
开通网络投票功能（投票结果仅供评

审委员会参考），大赛评审委员会根据
评选标准，对初评选作品再进行复评，
确定获奖者名单。本次大赛设一等奖
1 名，奖金 5000 元；二等奖 2 名，奖金
3000 元；三等奖 3 名，奖金 2000 元；优
秀奖 20名。所有奖项均颁发证书及奖
杯。

据悉，一等奖（第 1名）选手，经贵
州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核准后，将授
予“贵州省技术能手”称号，获得二等
奖、三等奖的选手，符合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相关规定的职业（工种），按照

《贵州省职业技能竞赛管理办法（试
行）》规定，授予职业技能等级，并颁发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2022 年服贸会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两大
展区正式开放，或时尚、或高科技、或充满中国
风的家居企业展厅吸引了不少观展者。记者现
场采访了解到，包括居然之家、曲美在内的多家
家居企业都是首次参加服贸会，此番亮相展示
了企业的特色和发展情况，同时也带来了国内
家居行业的前沿产品和理念。

居然之家展示三大业务方向

居然之家在展厅中设置了三个板块，分别是
数字化家居生活平台居然智慧家、数字化家居
设计平台每平每屋设计家、数字化家居零售平
台洞窝。现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是居然之
家第一次参加服贸会。

其中，数字化家居生活平台居然智慧家可以
通过居然之家 App 智能操控接入系统的智能家
居产品，包括开关窗帘、控制灯光等。今年 8月，
工信部等四部门印发推进家居产业高质量发展
行动方案，其中提到，到 2025 年，在家居产业培
育 50个左右知名品牌、10个家居生态品牌，建立
500 家智能家居体验中心等。据工作人员介绍，
居然之家计划建设 300家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居
然智慧家将跟随居然之家步伐，至少开设 100家
门店。

而数字化家居零售平台洞窝在此次服贸会
中展现了澳门版本。现场工作人员称，预计今
年 12 月在澳门开设居然之家线下门店，消费者
可以通过洞窝线上选购商品，其后台支撑是跨
境电商 SAAS 平台。据介绍，除本地化外，洞窝
的进口和出口功能也是今年重点打造的项目。
现场工作人员称，家居跨境电商平台是首次在
服贸会亮相，也是居然之家今年的重点发展业
务之一。

曲美旗下品牌呈现舒适生活方式

曲美家居也是首次参与服贸会，展出的是旗
下品牌 IMG Comfort。记者注意到，9 件“挪威
宠”座椅被摆放在挪威展馆中，颜色亮丽、形状
别致，十分吸睛。有消费者称座椅非常舒适，体
验感很好。

曲美家居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家具作为一种
载体，可以与消费者形成一种情感链接，此次参
加服贸会希望传达出舒适、自然的生活理念。
工作人员同时称，IMG Comfort 最大的特点就是舒适，它有 50 年的发展史，
2018年被曲美家居收购后进入中国市场。此次参与服贸会后，曲美家居方
面也希望找到更好的方式，去链接 B 端和 C 端，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到
该系列产品。

江西庄驰家居打造竹茶空间

在展馆中，江西庄驰家居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座椅、灯饰品等营造了一
个自然的沉浸式竹茶空间。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庄驰家居成立于 2019
年，目前主营竹制家居用品、竹木制品、工艺品、日用品、家具等产品，此番
是首次参与服贸会。

庄驰家居是宜家的二级供应商，其产品可供给 B端和 C端，也有出口产
品。“竹子原材料本身是可持续。”据介绍，该品牌主打低碳环保、健康无污
染的理念。此外，展品中的劲节茶椅为榫卯结构，则展示出了传统文化的
魅力。

（新京报）

近日，第50届中国（上海）国际家具
博览会开幕，美克家居A.R.T.携全新新
品系列在上海虹桥国家会展中心亮相，
以洞见未来的先驱设计理念，将美学与
生活融合得丝丝入扣，打造一场精彩的
视觉盛宴，为消费者呈现多元化的家居
风格与艺术化的生活灵感。

此次美克家居 A.R.T. 的参展主题
是“选择，决定梦想的高度”，面对80、90
等新一代消费群体更复杂更个性的消
费需求，将对于未来设计方向的深度思
考融入家居生活场景，在近距离品鉴
中，让每位追求生活品质的消费者都能
在这场“美学+生活”的生活艺术展中获
得沉浸式的理想居住体验，找到属于自
己梦想生活的归属满足。

选择艺术，做美好生活方式的引领者

美克家居 A.R.T. 自进驻中国市场
以来，一直在打破、重构，将艺术融入空
间，融入设计，以消费者喜欢的产品为
介质兼并艺术与家具功能，在保留传统
风格的同时融合现代审美的时尚元素，
赋予材质、色彩、线条、雕刻工艺更多情
感，以不同系列的产品传递艺术生活，
实现经典与潮流碰撞，工艺与匠心的相
融，经得起时间考验和岁月历练的美学

与价值，浮光掠影间见证经典，引领家
居艺术风尚。

自创立以来，美克家居A.R.T.通过
不断创新，打造出具有不同艺术风格和
设计理念的家居产品，持续满足当下消
费群体多元化、个性化的家居需求，形
成了“新传统、自由、新奢、有机”的价值
主张。在美克家居A.R.T.的品牌矩阵
中，A.R.T.经典注重建筑感，融合历久
弥新的时代审美观点；A.R.T.西区解读
了“自由”，凸显年轻人的率性、不羁、新
锐、多样、自然，敢于探索任何可能，极
具现代浪漫的气质；A.R.T.都市捕捉当
下更前沿流行的都市新奢元素，兼顾美
观与功能，带给人们集品位与舒适于一
身的理想家居；A.R.T.空间在北欧“简
约、自然、人性化”的极简主义设计风格
中，延续美克家居A.R.T.极致的人居美
学追求，倡导把自然的感知融入生活。

本次同时展出的美克家居旗下品
牌 yvvy则将目光聚焦于时下的先锋潮
酷，以后现代主义风格为灵感，采用令
人耳目一新的设计语言，恣意挥洒，造
型各异，个性色彩十足的家居用品，
缔造出极具自由意识的家居体验。而
JONATHAN RICHARD 则是在经典之
中融入现代的工艺和手法，不仅能够精

准把握现代审美的脉搏，更是以精湛艺
术水准带来高雅、尊贵、极具英伦格调
的产品体验。基于对艺术美学的极致
追求，美克家居A.R.T.时刻保持对市场
及消费需求的敏锐洞察力，不断解读艺
术与家居的对话，将年轻化、艺术化、时
尚化的家居生活理念用实力传向世界。

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美克家居
A.R.T.不仅是艺术家居的传播者，更是
美好生活方式的引领者。所以，在美克
家居A.R.T.成立八周年之际，选择与第
十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合作成为官方
指定的家居品牌，站在可以面向大众的
舞台上去表达美克家居为大众美好生
活而奋斗的初衷——让家居的艺术，激
发生活热爱。

选择洞见，做探索未来风格的推进者

伴随着美克家居 A.R.T. 参展中国
（上海）国际家具博览会，美克家居A.R.
T.都市上海月星店也在近日全新面市，
将深入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血脉的
工作、事业、生活上的强烈进取心，不拘
泥于现在的生活状态加以诠释，希冀着
通过消费者在都市店的深度沉浸体验
获得更好的发展前景。

A.R.T.都市品牌以空间设计为出发

点，完美地融合了固装定制、成品家具、
软装设计为一体的全案呈现方式，将现
代生活所追求的自然，简约理念融入设
计，营造出舒适且有品位的居室空间。
整体空间的设计与家具、软装元素的完
美结合被更加关注。功能化与智能化也
是新生代消费者关注的重点。从新生代
消费者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出发，满
足顾客更开阔的视野和自信的审美，对
家具产品的选择更加追求个性化、时尚
化和品质感，注重整体居室环境的韵味，
而不再是简单地展示家具产品，实现整
体空间的设计与家具，家居、软装设计的
完美结合。并注重功能化与智能化的维
度来满足新生代消费者的需求。

美克家居 A.R.T. 时刻保持对市场
及消费需求的敏锐洞察力，不断解读艺
术与家居的对话，将年轻化、艺术化、时
尚化的家居生活理念用实力传向世
界。此次上海展会为消费者带来了一
系列新品——能看到在作品中重构空
间结构和形式，极具装饰艺术DNA 的
帕洛卡品牌带来和谐空间的感官愉悦；
也会看到筑源品牌用古今融合额设计
语言让复古潮流历久弥新，用重塑建筑
感的魅力篇章让经典风格完美适配现
代生活。

鲁班到家联合网易家居发起的
“2022 匠心奖——中国家居师傅评选
大赛”、于 9 月 6 日正式启动。活动分
为报名征集、初选评审、海选评审、决
赛投票四大环节，最终将角逐出十大
师傅颁发 2022年度“匠心奖”，并颁发
专属奖励。

作为全国领先的家居售后服务平
台，鲁班到家经过七年的快速发展，
当前服务企业超 150 万家，贯穿整个
家居上下游产业链，且在全国拥有
200 多万专业师傅群体，他们活跃在
全国 32 个省、600 多个城市、2800 多
个区县、40000 多个街道，服务可触达
县域村镇。

谈及活动发起的初心，鲁班到家
相关负责人表示：‘2022 匠心奖——

中国家居师傅评选大赛’旨在通过打
造首个全国性的家居蓝领师傅年度
评选舞台，展现蓝领师傅群体在工
作、生活中蕴含的积极社会价值观及
时代精神，通过树立蓝领师傅的楷模
形象，提升蓝领师傅群体的社会自信
心和社会认可度。”

而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鲁班到
家和网易家居将同时开设专栏，进行
师傅故事投稿、师傅故事筛选和大众
投票环节：

第一阶段 9 月 6 日—20 日开启报
名通道，家居行业蓝领师傅可以在鲁
班到家师傅版 APP/小程序、微信号

“鲁班到家”“鲁班到家师傅版服务
号”等渠道报名；

第二阶段 9 月 21 日—23 日进入

人工审核，工作人员对报名资料进行
审核筛选，评出 100位师傅进入海选；

第三阶段 9 月 24 日—27 日进行
海选评审，评审团通过各维度对资料
进行审核评分，评出 20位师傅进入决
赛;

第四阶段 9 月 28 日—10 月 12 日
期间进行网络公开投票，决胜出票数
前 10的师傅，颁发 2022年度匠心奖。

一直以来，海量的师傅群体是鲁
班到家充足运力的有力保障，也是平
台不忘关怀的对象。公开资料显示，
早在 2018 年 3 月，鲁班到家就设立了
首个针对师傅群体的“服务无忧保”
项目基金，由鲁班到家与中国人民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太平洋
保险合作定制了一款合约服务产品，

主要针对鲁班到家平台师傅在服务
过程中出现财产损失意外与人身意
外的保障。

而今年疫情以来，各行各业都遭
受不同程度的冲击，家居后市场服务
行业也不例外。为了给平台师傅减
压赋能，提振信心，鲁班到家自今年 3
月 22日起，就直接取消了平台师傅品
质联盟的 4 个点佣金，并对疫情地区
师傅减免或免除了平台佣金。

“推动技能变现，助力师傅增收”
是鲁班到家创立之初就秉承的初心
使命。多年来，鲁班到家通过线上+
线下的立体化培训体系，累计在全国
300多座城市开展了 1000多场全国师
傅培训大会，线上直播累计免费输出
超 1500 场，累计培训蓝领师傅达 600

万人次，为蓝领师傅群体创造了数千
万次就业机会和百亿次技能服务机
会，从根本上促进了蓝领师傅群体的
技能变现能力，持续推动着社会就业
增收的新路径，也助力缓解社会层面
的就业压力。

中国是世界上最多“蓝领”群体
的国家，规模高达 4 亿多，站在国家
高度重视“蓝领工人”就业与发展的
背景下，为了让蓝领师傅群体获得更
多的社会关注，提升蓝领师傅群体的
集体荣誉感，“2022 匠心奖——中国
家居师傅评选大赛”应运而生。当
下，评选活动报名通道已全面开启，
欢迎广大家居行业蓝领师傅群体踊
跃报名参加，可自荐，也欢迎各界人
士积极推荐。 （网 易）

“大自然床垫杯”第三届家居设计大赛开赛
发掘设计人才 为行业营造更好发展环境

鲁班到家联合网易家居举办“匠心奖”2022中国家居师傅评选大赛

美克家居A.R.T.新品系列亮相第50届上海国际家具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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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栏
吴开全:本院受理原告北川云盘药业有限公
司与被告你、魏依成、刘军损害公司利益责
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 (2022)川 0726 民初 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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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则视为放弃相应权利。

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谢云：原告赵飞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二案，
现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2）川 1921 民初 2214 号、（2022）川 1921
民初221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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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巴中市
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四川省通江县人民法院
德欧汇进出口贸易(北京)有限公司、杨珍、
杭州兴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淮
安德欧智谷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淮安德弘科
技有限公司、淮安美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淮安恒兴综合大市场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淮安中德物联网智能传感器产业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诉德欧汇进出口贸易(北京)有
限公司、杨珍、杭州兴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第三人淮安德欧智谷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淮安德弘科技有限公司、淮安美
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淮安恒兴综合大市场
开发有限公司、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政府股权
转让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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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 2
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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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欧汇进出口贸易(北京)有限公司、杨珍、
淮安德欧智谷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淮安德弘
科技有限公司、淮安美桦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淮安恒兴综合大市场开发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淮安中德物联网智能传感器产业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诉德欧汇进出口贸易(北
京)有限公司、杨珍、第三人淮安德欧智谷建
设发展有限公司、淮安德弘科技有限公司、
淮安美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淮安恒兴综合
大市场开发有限公司、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政
府股权转让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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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
午2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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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民县腾迈化纤绳网有限公司、清河区新科
电动车经营部、滨州市途安化纤绳网有限公
司、蚌埠市鸿州架业有限公司、山东滨州安
特化纤绳网有限公司、广东崇盛建筑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天津市丰立银锚幕墙工程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丹阳市德安五金有限公司诉
你们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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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下午2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二十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
决。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
成都融创文旅城投资有限公司、清河区新科
电动车经营部、四川省金湛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鑫鸿哲园林绿化有限公司、重庆盛韵汇
物资有限公司、深圳市鸿腾金源科技有限公
司、重庆亮闪闪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丹
阳市亿路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诉你们票据追
索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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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 2
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
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
陈太建:本院受理原告杜红勇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2)苏 08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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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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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俊:本院受理原告刘姗姗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苏 0812 民初 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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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雪兰：本院受理原告李超军诉你离婚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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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义务告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城关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本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临漳县人民法院
杜俊海：本院受理原告王书花诉你离婚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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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义务告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城关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本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临漳县人民法院
陈仕光:本院受理的(2022)川 1921民初 1647
号原告李春、任姝倩、任佳佳与陈仕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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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的判决书。判
决如下:被告陈仕光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向原告李春、任姝倩、任佳佳偿还借款 15万
元，并支付利息。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即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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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四川省
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四川省通江县人民法院
李燕：本院受理原告李本来与你离婚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通过其
他方式送达，现向你公告送达（2022）川1321
民初 2707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楠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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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南充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

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
遗 失 声 明

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将人民法院诉讼收
费 专 用 票 据 丢 失 ，票 号:0008787677,
000878116， 0007708847， 0007570394,
0006066505,0023307107，上述票据声明作
废。

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
朱中明:本院受理原告朱建设诉你买卖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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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提示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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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庭审，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太康县人民法院
陈小武：本院受理原告陈彪诉你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本院通个电话联系和
邮寄材料方式，都无法与你取得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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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昌学、杨国鼎：本院受理原告邹晓峰、潘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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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宜财：本院受理原告何玉成诉你买卖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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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义务告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邺城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
决。

河北省临漳县人民法院
薛建强：本院受理原告张晓庆与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冀1081民初67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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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磊：本院受理原告孟丹丹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冀 0423 民初 1539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城关法庭领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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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临漳县人民法院
郭朝林：本院受理原告李梅岭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冀 0423民初 67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城关法庭领取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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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临漳县人民法院
林州金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河南建业住宅
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程胜华诉你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
票、诉状副本等。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
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22年 10月 31日上午 9时在本院第三审判
庭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如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理。特此公告。

河南省鹿邑县人民法院
石刘涛:本院受理原告岳增伟诉你劳务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鹿邑县人民法院（2022）豫 1628民初 5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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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鹿邑县人民法院
拍 卖 公 告

定于 2022 年 9 月 28 日 10 时在中拍平台拍
卖:嘉北街道所属洪仁路等多组房屋叁年期
租赁权；9月25—27日展示。有意者于拍卖
前到本公司或中拍平台办理竞买报名手续
和缴纳竞买保证金各 5000 元。坐落、建筑
面积、起拍年租金等详见竞买资料。电话：
13967350262。

嘉兴市物资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9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