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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中煤龙源煤炭销售有限公司、徐州乾丰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中煤地质工程有限公司诉你股权转让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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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特此公告
2018年6月13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马迅超(身份证号：632121196905150032)：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康峰与被执行人马迅超生命
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青0103执289 号执行通知书、被执行人财产申报
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2018年6月13日

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公告
安古白：

本院受理原告马进祥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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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限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马营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特此公告
2018年6月13日

青海省尖扎县人民法院公告
加华:

本院受理原告朋洛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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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直播告知书、告知合议庭成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2018年6月13日

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金福：

本院受理原告包顺明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民事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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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汉庄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
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特此公告
2018年6月13日

青海省湟中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生旺：

本院受理原告郭居林与被告张生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青0122民
初43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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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2018年6月13日

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学梅：

原告赵玉德诉你离婚纠纷一案，本院已受理。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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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的15日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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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引胜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特此公告
2018年6月13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兴梅：

本院受理原告李青海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2018年6月13日

青海省共和县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于2018年5月24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刘文昌申请宣告刘玉录、

刘兰失踪一案。申请人刘文昌称，被申请人刘玉录和刘兰系父女关系，
刘玉录带刘兰于2009年外出打工，至今下落不明满两年，请求法院宣
告刘玉录、刘兰失踪。下落不明人刘玉录、刘兰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
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
明人刘玉录、刘兰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刘玉录、刘兰生存
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刘玉录、刘
兰情况，向本院报告。

特此公告
2018年6月13日

声明
因不慎，将西宁市城北区柴

达木路144号恒大名都六号楼
1053 室 刘 京
（630121198601280054）购房合
同遗失，合同编号YS0112066，
特此声明作废。

声明人：刘京
2018年6月13日

据中国法院网消息 今年是“用
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
的决胜之年，为进一步加大精准攻坚
力度，及时发现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
突出问题，确保如期打赢“基本解决
执行难”这场硬仗，最高人民法院组
成了 7 个巡查组，自 6 月开始对全国

法院进行为期 4 个多月的实地巡查
工作。目前，各巡查组已经奔赴各地
开展工作。

此次巡查，以“努力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
义”为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进一步聚焦制约破解执行

难的体制机制性问题，坚持问题导
向，对照基本解决执行难“四个基
本”的目标要求，结合“人民法院基
本解决执行难第三方评估指标体
系”中的主要内容，对有财产执行案
件、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信访案件
的办理情况，以及执行规范化、信息

化建设和工作效果真实性等方面进
行深入检查。

此次巡查工作由最高人民法院
党组书记、院长周强部署指挥，其他
院领导分工负责、分片协调。此次巡
查经过前一阶段的筹备、培训，已于6
月10日分成7个组正式展开工作，通

过巡查将进一步推动全国法院加大
执行工作力度，更新执行管理理念，
健全体制机制，规范执行行为，完善
解决执行难的长效机制，增强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确保如期兑现最高人民
法院对党和人民作出的“用两到三年
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庄严承诺。

最高法对全国法院

开展“基本解决执行难”专项巡查工作

据财政部网站消息 财政部与
税务总局日前联合发布关于延续
宣 传 文 化 增 值 税 优 惠 政 策 的 通
知。通知指出，自 2018 年 1 月 1 日
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执行下列
增值税先征后退政策。

对下列出版物在出版环节执
行增值税 100%先征后退的政策：

1、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
的各级组织的机关报纸和机关期
刊，各级人大、政协、政府、工会、
共青团、妇联、残联、科协的机关
报纸和机关期刊，新华社的机关
报纸和机关期刊，军事部门的机
关报纸和机关期刊。

上述各级组织不含其所属部
门。机关报纸和机关期刊增值税
先征后退范围掌握在一个单位一
份报纸和一份期刊以内。

2、专为少年儿童出版发行的
报纸和期刊，中小学的学生课本。

3、专为老年人出版发行的报
纸和期刊。

4、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物。

5、盲文图书和盲文期刊。
6、经批准在内蒙古、广西、西

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内注册
的出版单位出版的出版物。

7、列入本通知附件 1 的图书、
报纸和期刊。

对下列出版物在出版环节执
行增值税先征后退 50%的政策：

1、各 类 图 书 、期 刊 、音 像 制
品、电子出版物，但本通知第一条
第 (一)项规定执行增值税 100%先
征后退的出版物除外。

2、列入本通知附件 2 的报纸。
对下列印刷、制作业务执行增

值税 100%先征后退的政策：
1、对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物的

印刷或制作业务。
2、列入本通知附件 3 的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印刷企业的印刷业
务。

通知还提到，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免征图
书批发、零售环节增值税。

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对科普单位的门票
收入，以及县级及以上党政部门
和科协开展科普活动的门票收入
免征增值税。

两部门：

图书批发、零售环节增值税延续免征政策
据中新网消息生态环境部近日对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7年印染行
业清洁化改造任务完成情况予以公示，
公示期为今年6月11日至7月11日。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明确要
求：2017 年底前，造纸、焦化(钢铁企
业焦炉)、氮肥3个行业完成清洁化改
造；制药(抗生素、维生素)、印染、制革
3 个行业实施清洁化改造。2017 年
底前，印染行业实施低排水染整工艺

改造。根据各省(区、市)报送材料，截
至 2017 年底，各地共上报需进行清
洁化改造印染企业1416家。

生态环境部称，印染行业低排水
染整工艺改造，目的在于减少印染加
工过程中水资源的消耗和污染物的
排放。

生态环境部表示，公示期内，欢
迎社会组织、企业、个人通过信函、电
话、传真或电子邮件等方式，监督举

报公示清单中存在清洁化改造弄虚
作假行为的企业、清单外应报未报印
染企业、印染企业存在的其他环保问
题(如偷排污水、存在应淘汰取缔落
后产能等)。举报信息一经核实，将
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属于改造范围
内但未上报相关信息的企业，在公示
期内如实补充申报，将不再追究，公
示期内仍不上报的，一经发现则按弄
虚作假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生态环境部公示印染业清洁化改造情况

据中新网消息 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 6 月 11 日发布关于修订双黄连
注射剂说明书的公告，在【禁忌】项中
明确说明，4周岁及以下儿童、孕妇禁
用。

在公布的《双黄连注射剂说明书
修订要求》中，【禁忌】项包括：

1、对本品或黄芩、金银花、连翘
制剂及成份中所列辅料过敏或有严
重不良反应病史者禁用。

2、4周岁及以下儿童、孕妇禁用。
公告要求，所有双黄连注射剂

生产企业均应依据《药品注册管理
办法》等有关规定，按照双黄连注射
剂说明书修订要求(见附件)，提出修
订说明书的补充申请，于 2018 年 8
月 5 日前报省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备案。

修订内容涉及药品标签的，应
当一并进行修订；说明书及标签其
他内容应当与原批准内容一致。
在补充申请备案后 6 个月内对已出
厂的药品说明书及标签予以更换。

各双黄连注射剂生产企业应当

对新增不良反应发生机制开展深
入研究，采取有效措施做好双黄连
注射剂使用和安全性问题的宣传
培训，指导医师合理用药。

公告指出，临床医师应当仔细
阅读双黄连注射剂说明书的修订
内容，在选择用药时，应当根据新
修订说明书进行充分的效益／风
险分析。

公告还提到，患者应严格遵医
嘱用药，用药前应当仔细阅读双黄
连注射剂说明书的新修订内容。

国家药监局:
4周岁及以下儿童禁用双黄连注射剂

据《人民日报》消息 近日，中国
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召开偿付
能力监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工作会
议，分析研究今年第一季度保险业偿
付能力和风险状况，并对下一阶段偿
付能力监管工作和风险防控工作做
出安排部署。

当前保险业偿付能力充足稳
定。今年第一季度末，173 家保险公

司的平均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248%，较上季末下降 3 个百分点；平
均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237%，较
上季末下降 2.9 个百分点。其中，财
产险公司、人身险公司、再保险公司
的平均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分别为
264%、243%和 309%。经审议，120
家保险公司在风险综合评级中被评
为A类公司，48家被评为B类公司，2

家被评为 C 类公司，2 家被评为 D 类
公司。

当前保险业风险总体可控，但风
险形势依然复杂严峻。银保监会将
对公司治理存在问题的公司采取必
要措施，督促公司及时进行整改。对
流动性风险较大的公司继续加强跟
踪监测，督促公司切实抓好风险防控
工作。

保险业偿付能力充足整体风险可控
银保监会:

《车厢里的无名尸首》答案：
(1)因为“牙齿颗粒并不大”，这就排

除了死者是男篮球运动员的可能。
(2)从牙齿“保养得很好”可知，死

者也不是一名年仅12岁的小男孩．
因为在那个年龄段，人的牙齿还没
有发育完全，也用不着保养。

(3)“门牙上略有凹痕”，可以推测
是因为作家在写作思考时，有用牙
咬笔的习惯，而女医生一般不会有
这种习惯。

因此詹姆森探长断定，死者正是
女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