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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拍摄“怀旧类农村生活”视频深受大众欢迎。在当

今快节奏的时代，日出而起、日落而息的乡村慢生活内容题材正

被越来越多人尤其是城市居民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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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生活“看上瘾”

斑驳的红砖房子、掉漆的柜子、粉色小
碎花窗帘、藏在窗边的钥匙，逗猫、喂狗、捞
鱼、种菜、到镇上买肉……这是抖音博主

“张同学”短视频里的常见场景。就是如此
普通的农村生活，却让“张同学”爆火出圈，

还登上了北京卫视跨年晚会。
自去年 10 月 4 日发布第一条视频至

今，“张同学”靠50多个原创视频，积累
了 1800 多万粉丝，获赞 7200 多万。张同
学所在的辽宁省营口市建一镇松树村，也
成为粉丝们的打卡地。许多网友表示：

“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对农村的日常生
活这么上瘾。”

乡村生活类视频大都展现了原汁原

味的农村生活及背后的乡土人情。正如
“张同学”所说：“农村跟城里生活不一
样，春天收拾地播种，夏天施肥打草，
秋天收玉米，冬天上山砍柴，一年四季
都有做不完的农活，这些都是拍不完的
题材。”

北京大学互联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田丽接受本报采访时说，在追求现代科
技生活的同时，人们内心深藏着对田园
的向往。乡村生活视频的出现，满足了
此类情感投射，也给予了部分观看者短
暂逃离现实生活压力的契机，因而受到
大众欢迎。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互联网经济研究主任李勇坚分析称，有
过乡村生活的人看了怀旧，没有这种体
验的人看了新奇，加上中国几千年的农
耕文化影响，多重因素促成乡村题材视
频的火爆。

“三农”视频受欢迎

近年来，农村网络基础设施的完善、
智能终端的普及，使得乡村信息化程度不
断提高。在此基础上，短视频凭借自身

“短、平、快”的技术特性与传播特点，
使农村、农人、农货进入更多人视野，在
消融城乡边界、解决城乡时空隔阂方面起
到不小的作用。“三农”相关内容已成为
短视频平台的重要部分。

截至2021年12月，抖音上粉丝量过万
的“三农”创作者已超过4万名。2021年全
年，抖音上“三农”相关视频日均播放超过
42 亿次。根据《2021 抖音“三农”数据报
告》，过去一年，抖音上受欢迎的“三农”视
频内容中，排名最前的分别为农村生活、农
村美食和“三农”电商。

田丽认为，随着媒介技术快速发展，
数字化交往空间开始重构城市与乡村的关
系。人们对乡村的集体记忆和整体认知，
不再局限在实体的物理空间和生活场景
中，新媒体产品折射出的乡味、野趣和新
农村面貌等，重塑了大众的乡村印象。碎

片化的短视频和图文信息，重构了“数字
原住民”的乡村记忆。“张同学”等知名
博主不仅构建了国内年轻一代网民的乡村
印象，还构建了世界范围内网友对中国乡
村的记忆。

不过，目前来看，此类主题内容质量
良莠不齐，还存在土味低俗、粗制滥造、
跟风模仿等不良现象。对此，田丽认为，
长期看一定会优胜劣汰，只有高质量、高
水平、高情怀的视频，才会长久地吸引海
内外受众关注。

乡村振兴有奔头

接受采访时，“张同学”曾表示希望通
过线上帮助村民销售农产品。记者了解
到，“三农”创作者中，有不少新农人已开始
借助电商来推广自己家乡的农特产品。

以创作者“川香秋月”为例，她曾在流
水线工厂打工，回到家乡四川泸州后，拍摄
种地干农活的短视频。其中一条磨豆花的
视频，涨粉超 50 万。随着粉丝增加，她创
立了自己的农货品牌，通过电商卖萝卜，成
功实现了“为家乡带货”。

抖音相关负责人表示，2020年8月开
始，平台推出新农人计划，从流量扶
持、运营培训、变现指导等方面，全方
位扶持“三农”内容创作。2021 年，抖
音通过“乡村大师课”“中国农民丰收
节”等多种活动，帮助“三农”创作者
解决曝光不足等问题，让美好乡村被更
多人看到。据悉，这些活动旨在发掘乡
村创作者，激励他们围绕乡村美景、美
食特产、特色民俗、生产劳作等进行长
期创作、带动乡村产业发展。

除了利用高人气传播乡村独特文化景
观、带火乡村旅游、拓宽农货销量，创作
乡村生活视频的新农人本身也是乡村振兴
的重要力量。专家表示，如果年轻人在农
村有发挥的舞台、有自己的生存价值，实
际上也是一种人才振兴，会推动乡村进一
步创新发展。

日前，由人民日报海
外网策划的云采访系列直
播节目 《说说我们村儿》
第四期开播，节目聚焦湖
北省随州市广水市余店镇
墩子村，邀请村党支部书
记叶呈呈、余店镇人民政
府副县长祝小东、广水市
艾姑娘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付艾华做客直播间。

余店镇被誉为“三白
蔬菜之乡”，有着悠久的蔬
菜 种 植 历 史 。 当 地 白 茄
子、白黄瓜和大白菜因口
感 好 、 味 道 佳 而 远 近 闻
名。“村里的玻璃大棚有
900多平方米，用来育苗和
试种。”节目中，叶呈呈简
要介绍了墩子村蔬菜产业
的发展情况。大棚技术员
尚金圣为观众展示了无土
栽培、恒温系统等现代农
业 科 技 。 据 悉 ， 再 过 不
久，大棚里的白茄子和娃
娃菜就可以上市了。“现在
工 作 轻 松 了 ， 钱 挣 得 多
了。”尚金圣说。

“以前余店镇的蔬菜大多是沿路叫卖，只有少量
运到城里去销售。”祝小东表示，现在余店镇开拓了
网络销售渠道，同大型农贸商场和生鲜超市对接合
作，当地蔬菜已经可以卖到全国各地。“跟科技相结
合，农业才有生命力。”祝小东介绍说，未来余店镇
将积极引进更多的科技农业技术，打造网络电商品
牌，以推动蔬菜产业升级、促进乡村振兴。

“当时镇里在做农村电商的招商，我第一时间报
了名。”2016年，在外工作的付艾华选择回乡创业。
就在同一年，余店大白菜成功在国家工商管理总局
注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我希望把家乡的农产品做
大。”节目中，刚摘好的大白菜被成批地装上卡车。
付艾华期待有更多年轻人回到家乡，带动乡亲们共
同富裕，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活力。

下图：《说说我们村儿》第四期节目海报。
海外网 张子旭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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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陇南市康县王坝镇王家坝村村民王小桦自学短视频的拍摄制作并通过网络平
台发布，展现家乡生活美景。图为王小桦（右）在康县寺台镇罗湾村和村民一起通过电
商平台直播带货。 新华社记者 郎兵兵摄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公告 姜莉：本院受理原告齐政起诉被
告姜莉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京 0106 民初
214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王京（WANG JING）：本院受理倪后军与北京人
杰机电经贸公司、王京（WANG JING）清算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京04民初23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30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案号：（2020）京 04 民初 317 号 Stem Satcom
Limited（斯坦梦卫星传播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SENRIGAN CAPITAL
GROUP LIMITED与被告Stem Satcom Limited（斯坦梦卫星传播有限公司）、王瑞
云合同纠纷（2020）京04民初317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2021）京民辖终236号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
为送达，并定于2022年8月16日14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案号：（2020）京04民初669号 朴铉淑（PARK
HYUN SOOK）：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与被告胡振
飞、朴铉淑（PARK HYUN SOOK）、北京盛世达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胡振飞就（2020）京04民初669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
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满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WONG TIEN HUNG（王程汉）：本院受理
熊婉莹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粤0306民初15773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结果如下：准予原告熊婉莹与被告 WONG TIEN HUNG（王程
汉）离婚。案件受理费300元（原告已预缴），由原告熊婉莹自愿负担。自公告之
日起三个月内前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你须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何可东：本院受理原告黄力红诉你
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京0108民初42617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驳回原告黄力红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0元，由黄
力红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华湘如、陈彦君、孙子荣：本院审理的（2021）京
0105民初26891号原告樊城与被告北京兄弟时代影视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被
告广东广视传媒有限公司、第三人王志弘、华湘如、陈彦君、孙子荣著作权权属、
侵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参加诉讼须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现通知你们到本院领取上述法
律文书。自本公告之日起满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和4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5月10日上午9时在本院
第二审判区三层第20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案号：（2020）京 04 民初 327 号 THAIHOT
INVESTMENT （BERMUDA） COMPANY LIMITED、永兴达企业（香港）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国民信托有限公司与泰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THAIHOT
INVESTMENT （BERMUDA） COMPANY LIMITED、永兴达企业（香港）有限
公司、黄其森、黄敏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司公告送达开庭传
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期满次
日起30日内。定于2022年5月18日下午14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
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周一萌、李海静、王敏、李东烨、
DONGZE-LI：本院受理原告抚顺市顺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辽0192民初2090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被告周一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抚顺市顺
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本金500000元及借款利息、罚息（截至2021年12月19
日，利息合计230055.61元，从2021年12月20日起至借款实际偿还完毕之日止，以
本金5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0.5768%计算罚息）；二、被告李海静、王敏、李东
烨、被告 DONGZE-LI 在继承李星剑遗产范围内对借款本金 50 万元及利息、
罚息（截至2021年12月19日，利息合计230055.61元，从2021年12月20日起至借款
实际偿还完毕之日止，以本金5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0.5768%计算罚息）承担
还款责任；三、原告抚顺市顺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对案涉抵押房屋（抚顺市顺城区
临江路西段39号楼西1号门市，建筑面积115平方米）在上述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
受偿权；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周一萌、
李海静、王敏、李东烨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DONGZE-LI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兴城市天诚泳业服务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株式会社环境企画工房诉你公司订作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及应诉通知书。诉讼请求：1.判令被
告支付基本计划制作业务的合同款项19432000日元。2.判令被告支付上述合同
款项至实际支付日为止的迟延支付利息（以合同款项19432000日元为本金，按照
LPR 开始实施前和实施后分段计算，具体计算方式见附件）。以上两项合计
20697608.82日元［按照2020年12月4日汇率（1：0.063）折合人民币为1303949.36
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
限及提交证据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月3月14日上
午9时在本院自贸区法庭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到庭参加诉讼，本
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并判决。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0）京 04 民初 553 号 孟根查查日勒
（ULZIIKHUTAG MUNGUNTSATSRAL）：本院受理原告赵巍与被告孟根查查日勒
（ULZIIKHUTAG MUNGUNTSATSRAL）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0）京04民
初553号］，现依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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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材料、诉讼服务告知书、送达地
址确认书、廉政监督卡、审判流程信息公开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30日内，并定于2022年6月24日9时3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理。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0）京 04 民初 571 号 领龙有限公司
（Lead Dragon Limited）：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天元医疗集团有限公司、珠海横琴天
医医疗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领龙有限公司（Lead Dragon Limited）、李明、张士宏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2020）京04民初571号］，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书、证据材料、管辖权异议裁定
书（裁定内容：驳回李明、张士宏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及上诉状。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满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
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姜国锋：本院受理原告赵勤江与被告
姜国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辽
0192民初205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宇洪：本院受理原告刘家恩诉
被告李宇洪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三十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奥运村法庭第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霍海波（JASON FOK）：本院受理原告徐涓涓与你
及徐清漳等法定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4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北
区第11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告 富士（中国）控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国家知识产权
局诉上海富士电梯有限公司与你公司因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上诉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21）京行终10134号案件当事人须知、廉政
监督卡等相关材料。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梅玉敏：本院受理原告梅玉萍、梅玉慧、梅玉英、梅
玉玲诉梅玉敏遗嘱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证据材料、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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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北区51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告 陶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樊凤维诉国家知识产权局
与你因商标不予注册行政纠纷上诉一案。你作为原审当事人参加诉讼。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京行终9402号案件当事人须知、廉政监督卡、证据等相关
材料。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30日内。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本院受理的（2021）京73行初
7306号原告深松家电（深圳）有限公司诉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第三人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商标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一案，现依法通知你
方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第三人参加诉
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参加诉讼须知、原告证据、被告答辩状、被告证据
以及开庭传票。上述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日后的30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2月23日上午
9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该案，届时你方无正当
理由拒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京0108民初37518号 曹钢：本院对原告张
娇与被告曹钢、陈欣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娇的
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800元，由原告张娇自行负担。公告费2960元，由原告
张娇自行负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京0108民初3751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三个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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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期满后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新莱特乳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2021）京73行初7310
号、7313号、7314号原告澳新西特（厦门）营养品有限公司诉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第
三人新莱特乳品有限公司商标权行政纠纷三案。现依法通知你方作为本案第三人参
加诉讼，并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答辩状副本、第三人参加诉讼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当事人参加诉讼须知、原告证据、被告证据、廉政监督
卡及开庭传票。上述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九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日后的三十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6月14日15时在本院
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届时你方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告 GKN服务国际有限公司：我院受理
上诉人深圳市摩行天下汽摩用品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
局及你公司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上诉一案，你公司应当作为原审第三人参加
诉讼。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1）京行终2727号案件的应诉通知书、当事人
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美嘉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的（2021）京73行初
12276号原告刘水泉诉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人美嘉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商标权
行政纠纷一案。现依法通知你方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答辩状副本、第三人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
当事人参加诉讼须知、原告证据、被告证据、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上述材料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九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之
日后的三十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6月14日15时3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本案，届时你方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LI HUANG（中文名：黄莉）：本院受理原告李世
松、原告吴湘玲诉被告LI HUANG（中文名：黄莉）不当得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及原告提交的证据。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5月23日上午9时在本院奥运村法庭第一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李和合伙人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2020）京 73 行初
8743号原告杭州易舒特药业有限公司诉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人李和合伙
人有限公司商标权行政纠纷一案。现依法通知你方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
并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答辩状副本、第三人参加诉讼通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当事人参加诉讼须知、原告证据、被告证据、廉政监督
卡及开庭传票。上述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日后的30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6月14日14时30
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届时你方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将依
法缺席审理。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香港无右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2021）京73行初
5895号原告康耐视公司诉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行政纠纷一案，现依法通知
你方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原告证据、
第三人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参加诉讼须知、被告答辩状及证据
以及开庭传票。上述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及举证期均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的30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5月25日9时30
分在本院第二十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届时你方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
将依法缺席审理。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维真时代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2020）京73行初15793
号原告施复元诉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人维真时代有限公司商标权行政纠
纷一案。现依法通知你方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答辩状副本、第三人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
书、当事人参加诉讼须知、原告证据、被告证据、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上述材
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之日后的30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6月14日14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本案，届时你方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意卡国际公司（CAR SHOE LIMITED）：
本院受理（2021）京73行初8675号、8676号原告普拉达有限公司与被告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人意卡国际公司（CAR SHOE LIMITED）商标行

政纠纷两案。现依法通知你方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答辩状、参诉通知书、组庭通知书、限期举证通知书、当事人参加
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原告证据、被告证据以及开庭传票。上述材料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日
后的30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6月9日10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两
案，届时你方若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告 雅克沃特集团有限公司：我院受理
上诉人汕头市缤纷服饰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及
你公司商标权撤销复审行政纠纷上诉一案，你公司应当作为原审第三人参加诉讼。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1）京行终5599号案件的应诉通知书、当事人诉讼
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梅玉敏：本院受理原告梅玉萍、梅玉慧、梅玉英、梅
玉玲诉梅玉敏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证据材料、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北区51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富山县：本院受理的（2021）京73行初973号原告崔广雄
诉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人富山县商标行政纠纷一案，现依
法通知你方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被诉
决定副本、第三人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当事人参加诉
讼须知、被告答辩状及证据以及开庭传票。上述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9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的30日内。本院
定于你方答辩、举证期满后2022年5月24日上午十时三十分在本院第25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本案，届时你方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林天赐：本院受理原告郭
彩红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豫0711民初
288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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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董燕红：本院受理（2022）豫
0711民初26号原告郭继岭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满9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家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亚新（YA XIN LI）：本院对李
然（RAN LI）与你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京
0102民初11554号民事判决书［一、被告李亚新（YA XIN LI）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三十日内协助原告李然（RAN LI）对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红莲南里22号楼18层18-2
号房屋进行拍卖、变卖，房屋变价后扣除变价相关费用的剩余款项由原告李然（RAN
LI）、被告李亚新（YA XIN LI）各分得二分之一；二、驳回原告李然（RAN LI）的其他
诉讼请求］、民事裁定书［（2019）京0102民初11554号民事判决书中第三页“《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补正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一百四十四条”］。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庆芳：本院受理原告张靖远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原
告张靖远起诉要求：判决张靖远与王庆芳离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证据。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北区第6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大庆：本院受理原告叶丽虹诉你离婚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0106民初547号案件民事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起诉要点：判决叶丽虹
和你离婚；本案诉讼费用由你承担。自公告之日起满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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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公告 DIGGS QUINCY M（昆西）：本院受理马
翠红诉你离婚纠纷一案，案号为（2021）鄂0116民初2974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
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王家河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1）鲁0602民初8732号 朱晓霞：本院
受理原告王奎忠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准予原告
王奎忠与你离婚。限你于公告之日起三个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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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1）鲁0602民初10332号 朱伟：本院受
理原告朱玉兰、宋巧云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
诉求：你偿还原告借款30万元，并以30万元为基数，自2021年7月1日起至实际
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赔偿利
息损失给原告。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假日
顺延）在只楚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1）鲁0602民初4706号 山东省烟台市
芝罘区人民法院2021年12月21日刊登的门雅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公告，
原公告内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均为公告期满后的7日内”更改为“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
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建：本院受理原告刘文岩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鲁 0602 民初 6507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如下：准予原告刘文岩与被告王建离婚。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原
告刘文岩负担。限你于公告之日起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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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大城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9）冀1025民初3446号 丽沙 恩塔娜兰（老挝
名字：LISA INTHANALATH）：本院受理原告张海轮诉你离婚纠纷一案，一审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冀1025民初344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准予原
告张海轮与被告丽沙 恩塔娜兰离婚）。自本公告之日起，9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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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高贤弟：本院受理的原告高贤文、被告高贤弟、
张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01民初96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安徽省歙县人民法院公告 VO THI CAM LOAM（柬埔寨籍）：本院受理的（2022）

皖1021民初868号原告孙根福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安徽省歙县人民法院公告 NGUYEN THI HAN（柬埔寨籍）：本院受理的（2022）
皖1021民初851号原告鲍青松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本院于2021年12月31日刊登的案号为“（2020）京73行
初343号”公告中，案号应为“（2020）京73行初3443号”，特此更正。

注销公告：南京蓝宝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企业性质：外商投资公司，工商注册号：
企合苏宁总字第001510号）已清算完毕，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终结强制清算
程序。2021年12月30日，经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注销登记。特此公告。

南京蓝宝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1年12月31日

公 告
2021年9月7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南京民政工业有限责任

公司对南京蓝宝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称“蓝宝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

并于同日指定北京市浩天信和（南京）律师事务所成立清算组。

清算组成立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行

使职权，忠实勤勉地履行清算组职责，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参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制定了清算方案、清算报告，并提交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确定。2021年12月28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

出（2021）苏01强清42号之一民事裁定书，确认南京蓝宝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清算方案。2021年12月29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苏01强清

42号之二民事裁定书，确认南京蓝宝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清算报告、终结南京

蓝宝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清算程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规定，蓝宝公司资产为

2804000元，扣除清算费用后的剩余财产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进行分配，南

京民政工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比例为75%，汇骏国际有限公司股权比例为

25%。扣除清算费用后，清算组将依法对剩余财产按照上述比例进行分配，

汇骏国际有限公司应分配金额为618599.91元。因无法联系到汇骏国际有

限公司，根据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确认的清算方案，清算组已将应分

配给汇骏国际有限公司的前述款项提存至南京民政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南

京民政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地址：南京市玄武区珠江路 205 号，电话

025-83618226）。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汇骏国际有限公司应

在公告之日起五年内提取前述提存款项，五年内不行使权利的，提存款项归

国家所有。

清算组将根据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终结强制清算程序的民事裁

定书，向南京蓝宝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所在地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工商

登记。

特此公告。

南京蓝宝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1年12月30日

南京蓝钧机电设备服务有限公司强制清算案
责任释明公告

2021年11月12日，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南京市机

电设备总公司与南京蓝钧机电设备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钧机电公司”）

强制清算一案，并指定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成立蓝钧机电公司清

算组（以下简称“清算组”）。

现清算组郑重释明：蓝钧机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董事、监事、总经

理和其他相关清算义务人员应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五日内与清算组联系，配

合清算工作并承担如下义务：一、向清算组移交蓝钧机电公司的财产和证照、

印章、账册、文书等材料，提供债权、债务清册等文件；二、在法院和清算组的要

求下如实回答询问；三、法院、清算组认为需要办理的其他事项。清算义务人

怠于履行或者不履行义务导致蓝钧机电公司无法清算或者造成损失的，将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清算组联系地址及方式：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347号国金中心

一期27楼，陈艳秋，联系电话：15251870913。

南京蓝钧机电设备服务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2年1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