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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湟中县人民法院公告
路世才:

本院受理原告李爱业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诉讼须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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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民一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2018年8月10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袁峰：

本院受理原告青海鹏远物资有限公司诉被告王志贤、袁
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青0103民初11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袁峰、王志
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给付原告青海鹏远物资有限
公司钢材款、吊装费、运费共计206599.62元，逾期付款违约
金61979元，合计268578.62元。如果未按照本判决规定的
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975元，由被告袁峰、王志贤负担
5328元，由原告青海鹏远物资有限公司负担647元。限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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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8年8月10日

声明
因不慎，将车牌号为青

AB1940号机动车登记证书
遗失，特此声明。

声明人：青海桥头
铝电有限公司

2018年8月10日

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施周仲、叶建坤:

本院受理的原告青海金融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与被
告民和德刚科技养殖专业合作社、青海文商置业有限公司、
蒋孔夫、杨徳刚、施周仲、郭忆群、冶兆龙、马海武、张秀英、叶
建坤追偿权纠纷一案，于2018年 6月14日作出(2017)青
0221民初847号民事判决书，现民和德刚科技养殖专业合
作社、杨德刚、郭忆群不服该判决已提起上诉，上诉于青海省
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及
应诉通知书、答辩通知书和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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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2018年8月10日

据法制网消息 近日，公安部
就《公安机关办理国家赔偿案件
程序规定（修订征求意见稿）》（以
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指出，
对受理的赔偿申请，赔偿义务机
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两个月内作
出决定。

《征求意见稿》规定，赔偿义
务机关法制部门收到当面递交赔
偿申请的，应当当场出具接收凭
证。赔偿义务机关法制部门收到
赔偿申请后，应当在 5 个工作日内
予以审查。赔偿义务机关应当全
面审查赔偿请求的事实、证据和
理由，重点查明赔偿请求所涉职

权行为的合法性；侵害事实、损害
后果及因果关系；是否具有国家
不承担赔偿责任等法定情形。

《征求意见稿》明确，在查清
事实基础上，对应当予以赔偿的，
赔偿义务机关应当充分听取赔偿
请求人的意见，可以就赔偿方式、
项目和数额在法定范围内进行协

商。协商应当遵循自愿、合法原
则。协商达成一致的，赔偿义务
机关应当按照协商结果作出赔偿
决定；赔偿请求人不同意协商，或
者协商未达成一致，或者赔偿请
求人在赔偿决定作出前反悔的，
赔偿义务机关应当依法作出赔偿
决定。

公安部：

规范国家赔偿办案程序

据新华网消息 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8月8日称，为打好防范化解重
大风险攻坚战，使宏观杠杆率得到有效
控制，今年将围绕27项工作要点推进降
低企业杠杆率工作。

根据国家发改委、人民银行、财政
部、银保监会、国资委等五部门联合印
发的《2018 年降低企业杠杆率工作要
点》（以下简称《工作要点》），将建立健
全企业债务风险防控机制。充分发挥
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机制作用，加
强金融机构对企业负债的约束，完善
国有企业资本管理机制，健全企业债
务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完善大型企业
债务风险联合处置机制。

《工作要点》明确，将深入推进市
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壮大实施机构队
伍、增强业务能力，拓宽实施机构融资
渠道，引导社会资金投向降杠杆领域，
完善转股资产交易机制，开展债转优
先股试点，推动市场化债转股与完善
现代企业制度有机结合，加强转股股
东权益保障。

五部门

明确2018年降低企业杠杆率
27项工作要点

据新华社北京电 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 8 月 8 日就长春长生公司
狂犬病疫苗接种者续种补种有关费
用问题发出通知说，为维护接种者
合法权益，各接种单位在狂犬病疫
苗续种补种、跟踪观察工作中，不得
向接种者收取费用，有关费用由接
种单位垫付，做好记录，保存相关费
用单据。

国家卫健委、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 7 日联合印发《接种长春长生
公司狂犬病疫苗续种补种方案》。
方案指出，续种补种工作按照尊重
科学、知情公开、自愿免费的原则进
行。为接种过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狂犬病疫苗且尚未完成
接种程序者，接种单位免费续种其
他公司合格疫苗。

长生狂犬病疫苗接种者
免费续种补种

国家卫健委：

经理的伤是在头的左后侧，因此凶手很可能是左撇子。
根据镜像效应，正在写字的两个人中一定有一个是左撇子，
而另一个用右手写字的则是无罪的。

《玩具店劫案》答案：

据《人民日报》消息 自然资
源部日前印发《关于全面推进不
动产登记便民利民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全面部署不
动产登记便民利民改革举措，制
定压缩不动产登记办理时限时
间表。五年内，除遗产继承以外
的登记时间压缩到 5 个工作日以
内。2018 年底前，全国所有市县
的不动产一般登记、抵押登记业

务办理时间分别压缩至 15 个和 7
个工作日内。

《通知》要求推行不动产登
记、税务、交易“一窗受理、并行
办理”，不得设立任何违规前置，
不论是否办理了二手交易合同
备案、交易确认手续，都不能影
响 不 动 产 登 记 的 受 理 、办 理 。
2018 年底前，各省（区、市）实施

“一窗受理”的市县占比要超过

80％。开展“减证便民”服务，全
面清理烦扰企业群众的“奇葩”
证 明 、重 复 证 明 等 各 类 无 谓 证
明。拓展网上办理事项，2018 年
底前，各省（区）至少要有两个地
市、10 个县区实行“互联网+不动
产登记”，4 个直辖市、所有副省
级城市和省会城市要制定“互联
网+不动产登记”工作方案，力争
2019 年 6 月底前全面实施。

自然资源部制定时间表

压缩不动产登记办理时限

据《人民日报》消息 汛期高温
高湿、雷电台风等极端恶劣天气多，
历来是化工危化品事故特别是重特
大事故高发期。应急管理部日前派
出6个督导组分别对天津、辽宁、江
苏、浙江、山东、广东等重点地区危险
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储存场所安全
开展专项督导。

检查内容包括：储存场所是否经
过正规设计，是否存在违法建设和经
营；储存场所与周边安全防护距离是
否满足要求；油气罐区温度、压力、液
位、可燃及有毒气体报警和联锁系统
是否完好投用；危险化学品库房是否
存在超量储存、违规混存、超高堆放、
野蛮装卸等现象；应急救援器材、设
备、物资配备使用是否到位等。

应急管理部：

专项督导重点地区
危化品储存场所安全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西宁俊峰集团工贸有限公司、吴小英：

本院受理原告张军侠诉被告西宁俊峰集团工贸有限公司、吴小英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诉讼风险提示、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告知书、转程序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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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2018年8月10日

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永斌:

本院受理原告王成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8)青0121民初1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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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特此公告 2018年8月10日

声明
因不慎，将车牌号为青

A23925的道路运输经营许
可证(630121008246) 正副
本遗失，特此声明。

声明人：申来存
2018年8月10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红涛(身份证号：412722197210260051):

本院受理的原告姚丽华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2018)青0102民初
37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东川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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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年8月10日

声明
多杰仁青的驾驶证

( 证 号 ：
632322197108153312)
不慎遗失，特此声明。

声明人：多杰仁青
2018年8月10日

据新华社消息 记者 8 月 8 日
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中组部
启动 2018 年国家“万人计划”教
学名师遴选工作，今年将遴选支
持 100 位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
师。

据悉，这其中，高等学校教师
将占 60%左右，中等以下学校教
师占 40%左右，两名为军事院校
在职专任教师，由中央军委训练

管理部院校局负责遴选。中小学
及幼儿园人选应注重向乡村学校
倾斜。

教育部表示，各有关部门和
学校要严把人选政治关、师德关
和质量关，对师德存在问题的予
以“一票否决”。对于推荐过程
中把关不严，不能认真履行职责
的 学 校 ，停 止 下 一 年 度 推 荐 资
格。

国家“万人计划”是面向国内
高层次人才的重点支持计划，于
2012 年启动实施。这一计划准
备用 10 年左右时间，重点遴选支
持一批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哲
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杰出人才、领
军人才和青年拔尖人才，形成与

“千人计划”相互衔接的高层次
创新创业人才队伍建设体系。

2018年“万人计划”将遴选支持百位教学名师

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公告
马德福(身份证号：632127194210212216):

本院受理原告陆在奎诉你与杨海山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青0224民初
19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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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青海省海东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2018年8月10日

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公告
马二沙(身份证号:632127197009132218)：

本院受理原告李潭荣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青0224民初292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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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青海省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2018年8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