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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贵南县人民法院公告
普哇加羊：

本院受理原告彭毛三主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多方联
系均无法联系到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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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后的
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塔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2018年3月14日

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公告
马鲁古么乃(又名马麻乃)：

本院受理的原告张哈志乃诉你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青0222民
初180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官亭人民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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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青海省海东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2018年3月14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浙江一帆钢结构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西宁市城东翼北铝塑门窗配件加工店诉你公
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青0102民初297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东川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青海省
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8年3月14日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李志红：

本院受理上诉人马玉明、马玉林与被上诉人青海省华夏建筑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青海省华夏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贵德分公司、李志红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诉讼风险预告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告知义务书及上诉状副本，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1个工作日上午9时(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2018年3月14日

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公告
高德福:

本院受理原告蒋建军、冯义、冯旺诉你、张树中返还原物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青 0121民初
2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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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8年3月14日

青海省湟中县人民法院公告
常生琪：

本院受理原告孟德辉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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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多巴人民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2018年3月14日

据《法制日报》消息“目
前,全国共有 3200 多家法律
援助机构接入法律援助智能
导航服务平台,基本实现了全
国法律援助中心全覆盖。”3
月 9 日上午,司法部举行“法
律援助智能导航服务平台”

上线仪式,司法部法律援助工
作司司长白萍在介绍该平台
运行情况时说。

“我们依托百度导航信息
管理平台,建立自上而下的四
级法律援助机构地图权限管
理体系,形成全国法律援助智

能导航服务账号管理平台,共
分配给各级法律援助机构管
理账号 3200 多个,由各级法
律援助机构通过管理平台上
传、修改、上报信息,确保信息
的准确性、及时性、权威性。”
白萍说,这样一来,可以使法

律 援 助 机 构 导 航 信 息 更 权
威、更统一、更及时,同时为保
证信息准确,法律援助机构填
报的信息,经百度地图专业团
队二次审核确认后才对外发
布。

“法律援助机构导航地点

的覆盖范围更广泛,覆盖了
部、省、市、县各级法律援助
机构,法律援助服务地图网络
更完善,实现了一键触达法律
援助中心。”白萍说,除提供基
本的地址导航外,平台还提供
了法律援助机构职能简介、

办公时间、咨询电话,有的还
提供了门脸照片及街景,此外
还对各级法律援助机构的名
称等信息进行了统一规范,从
而增强了法律援助导航服务
的精准化、精细化。

法律援助 上线运行智能导航
服务平台

据新华网消息 2018 年春运于 3 月 12 日顺利结
束。来自交通运输部的初步统计显示，春运40天,全
国旅客发送量约29.7亿人次，与去年基本持平。

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春运期间，全国运
输能力总体适应，群众“一票难求”问题进一步缓解，
煤炭、天然气、肉禽、蔬菜等重点物资运输总体有
序。铁路在正常运力基础上，每天增加直通临客
287对，夜间临时动车组88.5对；公路投入客车84万
辆、2100余万客位；水路投入船舶2万余艘、100余万
客位；民航安排加班计划 5166 班，夜间航班 1 万余
个。

春运期间,全国路网运行总体顺畅。交通运输
部重点监测的京沪高速等20条重点通道，日均断面
交通量超过3万辆。

各地按照交通运输部、公安部、安监总局、全国
总工会、共青团中央等 5 部门联合组织的“情满旅
途”活动部署,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
手段，创新便民惠民举措，移动支付、手机购票、“刷
脸”进站、联程联运等个性化、人性化服务不断推出，
春运新亮点、新气象引人注目，旅客出行获得感和满
意度不断提升。第三方调查数据显示，74.8%的被
调查旅客对今年春运工作表示较为满意或认为较往
年有所改善，比去年提升3.8个百分点。

据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近日，人社部会同财政部、国家
卫计委印发了《关于做好当前生
育保险工作的意见》，从适应全
面两孩政策实施的角度，对做好
当前生育保险工作提出了明确
要求，以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
益，确保实现生育保险制度稳健
运行。

意见提出要做好以下四个
方面工作：

一要确保符合条件的用人
单位及职工全部纳入参保范围，
参保职工的生育医疗费用和生
育津贴按规定及时足额支付，生
育保险基金收支平衡并实现制
度可持续发展。

二是参照基本医疗保险基

金管理要求，全面建立基金风险
预警机制，按照社会保险基金财
务制度规定，通过消化累计结
余、采取临时补贴、动态调整费
率等分类措施，将基金累计结存
控制在6至9个月支付额度的合
理水平。

三是要规范生育津贴支付
政策，确保《女职工劳动保护特

别规定》法定产假期限内的生育
津贴支付。

四是要进一步扩大生育保
险覆盖面，加强生育医疗服务管
理，将生育医疗费用纳入医保支
付方式改革范围，实现生育医疗
费用直接结算，充分利用医保智
能监控系统，强化监控和审核，
控制费用不合理增长。

人民网北京3月13日
电 据质检总局官网显示，
近日质检总局发布了关于
2018 年产品质量国家监督
抽查计划的公告。

《2018 年 产 品 质 量 国
家监督抽查计划》共涉及
219 种产品，包括日用及纺
织品 26 种、电子电器产品

39 种、轻工产品 23 种、建筑
和装饰装修材料 31 种、农
业生产资料 17 种、机械及
安防产品 41 种、电工及材
料产品 38 种、食品相关产
品 4 种。在按计划开展国
家监督抽查的同时，质检总
局也将根据工作实际的需
要，组织对计划外的产品开

展专项监督抽查。
与此同时，质检总局还

将依法履职，按照抽查计划
认真组织开展产品质量国
家监督抽查，对社会公开发
布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
结果，并将对产品质量违法
违规行为依法进行处理。

春运40天

全国旅客发送量
近30亿人次

确保生育保险制度稳健运行
三部委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南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公告

声明
因不慎，将车牌号为青AV0098的

道路运输证（630121006979)正副本遗
失，特此声明。

声明人：马鲁宾
2018年3月14日

声明
因不慎，将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职工胡

学芹在本县群科新区民生置业原石滩小区所
购买的房屋缴款原始发票（票号为：5902，金
额为40730元、票号：9199，金额为18000元）
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声明人：胡学芹
2018年3月14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车牌号码

青F03902

青E11968

无

青E07658

青F19256

无

无

青E30278

青E08528

无

无

青AF6267

发动机号

HB832181

7561M225535

无

656M42733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CA4D32

-09

X7013935

车架号

LFPX2ACA0B5B75005

LSCBB23D47G164873

ZWNC0ADXY1001612

LSCBB23D56G041209

LZWACAGA3A4314359

LFTACDC168HP02025

LZWABCJ1351098270

LVVDB12A09D293918

无

LSVAF033312134450

SYEKS3S27H040665

LFPX2ACA575A15323

车主姓名

无

无

无

星成文

拉吉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斗改加

联系方式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1819478

6308

车辆颜色及型号

黑色五菱牌

灰色长安牌

灰色五菱牌

蓝色长安牌

灰色五菱牌

黑色江铃牌

灰色五菱牌

灰色奇瑞牌

白色铃木派

白色桑塔纳牌

白色华晨牌

黑色夏利牌

车辆类型

小型轿车

小型货车

小型货车

小型货车

小型货车

小型货车

小型货车

小型轿车

小型轿车

小型轿车

中型货车

小型轿车

备注

逾期未检到达报废标准车辆

逾期未检到达报废标准车辆

无号牌车辆、达到报废标准

到达报废标准公告牌证作废

假牌车辆、达到报废标准

无号牌车辆、达到报废标准

无号牌车辆、达到报废标准

逾期未检到达报废标准车辆

套牌车辆、达到报废标准

无号牌车辆、达到报废标准

逾期未检到达报废标准车辆

逾期未检到达报废标准公告

牌证作废

序号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车牌号码

青E03679

青F03913

青A53625

青E23186

青H65892

青E27653

无

无

无

无

发动机号

*290323

*272255

A5BAK03

无

无

无

E37W1CA0

699

D0809CA00

73

无

无

车架号

*019516

*029174

LSCBB23D3AG303155

LSCBB23FX7G051267

无

无

LG6ED56HPBY460046

LGHX4CAF4CD34090

无

无

车主姓名

无

无

无

无

马福明

赵昌育

却旦

王岐洪

无

无

联系方式

无

无

无

无

13107536514

18709749120

13897542887

15109742186

无

无

车辆颜色及型号

蓝色东风牌

白色吉利牌

灰色长安牌

灰色长安牌

蓝色雪铁龙牌

白色夏利牌

红色东风牌

红色东风牌

白色桑塔纳牌

黑色桑塔纳牌

车辆类型

大型货车

小型轿车

小型货车

小型货车

小型轿车

小型轿车

中型自卸车

中型自卸车

小型轿车

小型轿车

备注

逾期未检到达报废标准车辆

逾期未检到达报废标准车辆

假牌、强制报废车辆

假牌车辆、达到报废标准

假牌套牌车辆、达到报废标

准

逾期未检验到达报废标准

无号牌、强制报废车辆

无号牌、强制报废车辆

无号牌、强制报废车辆

无号牌、强制报废车辆

因机动车逾期三年未检、达到报废标准的车辆技术性能差，操作灵活性、稳定性、制动性能等大大降低，不能上路行驶，安全隐患随时存在，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严重威胁过往车辆和行人的生命
财产和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四条机动车已经达到使用年限，达到强制报废标准但未注销登记，应按规定进行报废，机动车逾期未检三年以上将强制注销，以下车辆为达
到报废标准的车辆，车辆所有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15日内携带机动车相关证件到海南州公安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办理注销、报废或申请恢复业务，逾期不办理的将进行强制报废。

贵南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2018年3月14日

质检总局公布

2018年产品质量“国抽”计划

司法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