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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检：

非法集资犯罪呈高发多发态势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唐启元:

原告文亮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判决解除你与
原告2017年10月13日签订的买卖协议。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
内返还原告定金30000元、给付原告违约金30000元。案件受理费
1300元，公告费600元，由你负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青0103
民初2853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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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2月12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建新:

本院受理原告何信与被告王建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青0102民初2771号
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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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9年2月12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青海伊德兰农牧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西宁市五四百货大楼有限公司诉被告青海伊德兰农
牧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旅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风险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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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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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四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2019年2月12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蓝光磊(身份证号:32032219620201503X):

本院受理原告徐爱玲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青0103民初2638号民事
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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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9年2月12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朱元兴(身份证号:330724197101230559)：

本院受理原告徐爱玲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青0103民初2637号民事
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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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9年2月12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宗乾、马文贵：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珍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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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
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2019年2月12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世炉(身份证号码:330324196209126650)：

本院审理原告周金荣与被告刘世炉、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及其分公司、青海省红十字医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
书、开庭传票以及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9年5月6日上午9时在本院
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2019年2月12日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最高人民检
察院获悉，2016 年至 2018 年，全国检
察机关办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
资诈骗罪的案件数量呈逐年上升态
势。

据了解，全国检察机关坚决贯彻
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充分发挥检察
职能作用，不断加大打击力度，办理
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案件，
2016 年起诉 14745 人，2017 年起诉

15282 人，2018 年起诉 15302 人；办理
涉嫌集资诈骗犯罪案件，2016年起诉
1661人，2017年起诉1862人，2018年
起诉1962人。

最高检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从

检察机关办理非法集资犯罪案件的
情况看，非法集资犯罪活动呈现高发
多发态势，特大规模案件不断增多；
犯罪手段不断翻新，欺骗性和迷惑性
增强，涉案公司也从“作坊式”组织向

现代化企业模式转变，具有金融专业
背景的涉案人员明显增多；利用互联
网实施非法集资犯罪较为普遍，危害
后果更趋严重；追赃挽损难度进一步
加大。

据新华社电 记者 2 月 10 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
截至 10 日 18 时，全国未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
火灾起数、死亡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分别同比下降
19.7%、7.8%、13.6%，森林草原火灾起数同比下降
30%。

据有关负责人介绍，春节期间，应急管理部建立
了节日每日调度机制。针对烟花爆竹、群众出行增
多导致安全风险增大，要求各地加强对重要部位、重
大活动的安全风险预防管控。各级消防救援力量在
重要节庆活动场所共设置临时消防执勤点 1.15 万
个，出动现场执勤车1.46万辆次；共参与灭火和应急
救援 1.9 万起，营救和疏散被困群众 8325 人，抢救财

产价值2.17亿元。森林消防队伍在22处重点火险区
靠前驻防，扑灭29起，剩余2起火灾火情已基本得到
控制。国家级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出动 50队次、
指战员447人次、消防车辆装备81台（套）。

此外，应急管理部派出多个工作组分赴各地，重
点开展消防、危险化学品运输、烟花爆竹、森林草原
防火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措施督导检查。各省级煤
监局加强对重点煤矿进行抽查。各地消防部门对商
场超市、文博单位、庙会、烟花爆竹燃放点等重点区
域、场所执法检查 14.5 万余处，督促整改火灾隐患
21.8万余处。

据《新京报》消息 记者从文化和旅
游部获悉，经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
旅游部数据中心)综合测算，春节期间，
全国旅游接待总人数4.15亿人次，同比
增长7.6%；实现旅游收入5139亿元，同
比增长 8.2%。其中，40.5%的游客参观
了博物馆。

今年春节期间，传统民俗和民间文
化吸引力凸显，旅游过年已成新民俗，
各地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文旅惠民活动。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统计，春节期间
参观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和科技馆、

历 史 文 化 街 区 的 游 客 比 例 分 别 达
40.5%、44.2%、40.6%和 18.4%，观看各
类文化演出的游客达到34.8%。

同时，“欢乐春节”在全球 133 个国
家和地区的396座城市举办演出、展览、
庙会等1500多项活动。

春节期间，各部门联合确保假日市
场安全有序运行。全国各地文化和旅
游部门提前部署应急值守和安全检查
工作，加强对重点部位的安全监管，多
部门联动，文化综合执法效果明显，市
场秩序良好。

春节期间全国未发生重特大事故

文旅部：

4.15亿人次旅游过年 4成游客逛博物馆
应急管理部：

青海省湟中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东：

本院受理原告姜敦才诉你、湟中瑞青绿色蔬菜种植专业合
作社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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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2月12日

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人民法院公告
海东市乐都区文才树莓种植专业合作社:

本院受理原告完么旦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并定于举证期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庭审理本案，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判
决。 2019年2月12日

据新华社电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日前联合发布《关于办理非法
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非法买卖外汇
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
定实施倒买倒卖外汇或者变相买卖外汇
等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扰乱金融市场秩
序，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
罚。

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实践中，地下钱
庄非法买卖外汇主要有较为传统的以
境内直接交易形式实施的倒买倒卖外
汇行为和当前常见的以境内外“对敲”
方式进行资金跨国（境）兑付的变相买
卖外汇行为。倒买倒卖外汇，是指不法
分子在国内外汇黑市进行低买高卖，从

中赚取汇率差价。变相买卖外汇，是指
在形式上进行的不是人民币和外汇之
间的直接买卖，而采取以外汇偿还人民
币或以人民币偿还外汇、以外汇和人民
币互换实现货币价值转换的行为。

根据解释，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
算业务或者非法买卖外汇，具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非法经营行
为“情节严重”：（一）非法经营数额在
500 万元以上的；（二）违法所得数额在
10 万元以上的。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
算业务或者非法买卖外汇，具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非法经营行
为“情节特别严重”：（一）非法经营数
额在 2500 万元以上的；（二）违法所得
数额在 50 万元以上的。

据新华社电 记者近日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
2018 年，农业农村部针对执法监管薄弱环节和电鱼
活动猖獗地区，将打击电鱼活动纳入“中国渔政亮剑
2018”系列执法行动，全面深入开展专项执法，取得
较为明显的成效。

据不完全统计，全年各地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67.7 万人次，查处电鱼案件 1.1 万余件，向公安机关
移送涉嫌犯罪案件 1917 件、涉案人员 2671 名，没收
电鱼器具 2.3 万台（套），较上年均有较大幅度的提

高。其中，长江流域及以南21个省（区、市）查处的电
鱼案件数量、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数量和涉案人员
数量同比分别增长23.02%、29.14%和36.7%。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说，此次打击电鱼专项
执法行动，各地渔业渔政部门着力强化源头治理，会
同相关部门从电鱼器具生产、销售和使用以及违法
渔获物销售等电鱼全链条开展整治。同时，广泛发
动群众，通过设立举报电话、加强与反电鱼协作中心
等社会组织合作等方式，强化线索摸排和案件查办。

两高司法解释明确
非法买卖外汇认定标准

农业农村部重拳整治电鱼活动成效明显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丁树伟(身份证号:620103197406021912)、青海金穗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宁市城中支行与被告丁
树伟、张文波、青海金穗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罗延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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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合议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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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四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2019年2月12日

声明：

李 占 新 身 份 证
（632126197903261835）不慎
遗失，特此声明。

声明人：李占新
2019年2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