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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周玉璋：

本院受理原告昂布巴德、久松与被告周玉璋、牛克仁、青海杰鑫房地产开发有公司房屋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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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起诉书请求:判令撤销二原告与被告周玉璋、牛克仁之间的房屋买卖合
同；判令被告周玉璋、牛克仁退付二原告已支付的购房款1280000元、赔偿经济损失30000元，合
计1310000元，被告青海杰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责任；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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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十里铺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2019年2月12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青海海昊翔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审理原告雷定荣与被告青海海昊翔矿业开发有限公司、被告王志刚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青0102民初2089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一、被告青海海昊翔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给付原告雷定荣工程
款297000元及借款50000元，共计347000元；二、被告青海海昊翔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
决生效后一个月内支付原告雷定荣逾期付款利息31258.5元；三、驳回原告雷定荣对被告王志
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974元由被告青海海昊翔矿业开发有限公司负担。与上述款项
一并给付原告。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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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电 记者近日从最高人
民检察院获悉，2018年，检察机关把履
行各项法律监督职责贯穿于检察办案
中，把办案作为监督履责的过程和基
本手段，在办案中监督、在监督中办
案。

在刑事检察工作中，检察机关坚
持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严格
罪与非罪标准，严格按照法定标准审
查批捕、审查起诉，依法决定不批捕29
万余人，不起诉14万余人，同比分别上

升 10.8%和 22.3%；督促公安机关立案
2.2万件、督促撤案 1.8万件，发出纠正
违法意见书 5.8 万件，同比分别上升
19.5%、32%、22.9%。

与此同时，检察机关加强审判监
督，对认为确有错误的刑事裁判提出
抗诉 8504件，同比上升 7.2%。深化刑
罚执行监督，监督纠正不当减刑、假
释、暂予监外执行 3.9万人，同比上升
38.9%。

据新华社电 据民政部社会组织管
理局数据显示，截至 2月 9日，全国社会
组织数据系统显示全国登记社会组织已
超过 81.6万个，其中民政部登记社会组
织2300个。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随着我国社会组织快速发展，社会
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的力度也越来越大，
已成为一支推动脱贫攻坚的重要力量。

2017 年 12 月，《国务院扶贫开发领

导小组关于广泛引导和动员社会组织参
与脱贫攻坚的通知》对外公布，强调了社
会组织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的重要作
用，明确了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的重
点领域。

民政部专门成立了引导社会组织支
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领导小
组，先后组织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慈善
联合会等180家全国性社会组织，召开多
场动员会，通过树典型带动全面、抓重点

推动整体的工作方式，引导全国性社会
组织积极与深度贫困地区对接，将扶贫
资源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

在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
服务项目中，民政部对在“三区三州”等
深度贫困地区开展扶贫的社会组织予以
倾斜，2017年和2018年立项290多个，项
目资金1亿多元。

据人民网消息 记者
日前从交通运输部获悉，
春节假期全国交通运输运
行总体平稳有序，据初步
统计，7 天假期全国道路
运输预计共发送旅客约
3.38亿人次。假期未发生
重大突发事件和严重拥
堵、旅客滞留情况，春运交
通安全通畅，民心舒畅祥
和。

据悉，春运前 20天全
国累计发送旅客 13.95 亿
人次，增长 0.79%。春节
期间，全国路网运行总体
平稳有序，高速公路、普通
国省干线公路及各大中城

市出入口收费站通行状况
基本良好，未接报因重特
大事故引发和重大地质灾
害导致的公路交通阻断，
公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
稳，服务保障工作高效、规
范。受大雾影响，累计造
成冀晋苏赣鲁渝鄂湘桂皖
10 省（区、市）103 条高速
191 个 路 段 多 次 短 时 封
闭；受降雪影响，累计造成
京冀晋蒙辽吉黑苏皖鲁豫
鄂 湘 陕 甘 青 藏 新 18 省
（区）178 条高速 237 个路
段封闭。降雪和大雾天气
均未造成人员和车辆长时
间、大面积滞留。

检察机关去年不批捕不起诉人数有较大上升

我国81万个社会组织成脱贫攻坚重要力量

春节假期全国共发送旅客3.38亿人次

最高检:

交通运输部：

据新华社电 陕西省教育厅等部门近日
出台意见，将为义务教育阶段适龄重度残疾
儿童少年送教上门，切实保障适龄重度残疾
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进一步提升
特殊教育发展水平。

据介绍，送教上门是保障不能到校就读
的适龄重度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的重要
举措。送教上门的对象为不能到学校就读、
年龄在 6至 15周岁的义务教育阶段适龄重

度残疾儿童少年。
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应根据残联提

供的未入学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情况和家访
情况，对不能到校就读的适龄重度残疾儿童
少年做出送教上门的教育安置方式，并征求
家长意见。

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应根据送教上门
对象常住地，就近指定乡镇中心学校或特殊
教育学校承担送教上门任务，避免出现送教

对象与送教学校距离过远的问题。
陕西省还要求落实“一人一案”。首次

送教上门，通过访谈了解学生现状，针对服
务对象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残障类别、个人
潜能等情况，与学生家长一起，参考教育部
印发的三类特殊教育学校义务教育课程标
准，制定切实可行的个别化教育方案，建立
残疾学生受教育档案，有针对性地开展课程
教学和补偿训练。

他他山山之石之石
重庆：

今年计划再建
社区养老服务站400个

据新华社电 记者近日从重庆市民政
局获悉，2018年重庆全年新增社区养老服务
站 200 个、市级示范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20
个，今年计划再建设社区养老服务站 400
个。

据介绍，重庆现有养老机构 1403个，社
区养老服务中心(站)1221个。2018年重庆
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鼓励社会力量兴办
养老机构，全年新增社区养老服务站 200
个、市级示范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20个，居家
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医养结合的养老
服务格局基本形成。

今年重庆将强力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全
覆盖，建设社区养老服务站 400个、市级示
范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40个。同时启动开展

“城企联动普惠养老服务”专项行动，在部分
区县建设城市普惠性养老院，力争 3年内新
增 1万张普惠性养老床位，继续实施“特困
供养”计划，改造升级 30个区域性特困供养
服务机构，建立农村留守老人巡访制度。

山东济南：
科创板上市挂牌企业一次性补助600万元

陕西：
将为义务教育阶段适龄重度残疾儿童少年送教上门

据新华社电 山东省济南市人民政府近
日出台《济南市加快现代金融产业发展若干
扶持政策》，拿出“真金白银”扶持企业上市挂
牌和直接融资，其中对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上市挂牌的企业一次性补助600万元。

济南市明确规定，对拟上市企业根据上
市工作实施进程分阶段给予扶持补助。按
照当前的审核机制，拟上市企业在中国证监

会山东监管局完成报备并正式进入辅导期
的，补助200万元；中国证监会受理上市申报
材料的，补助 200万元；企业上市成功的，补
助400万元。新迁入济南市企业3年内成功
上市的，除享受企业上市各项补助外，另补
助100万元。

根据政策，济南市对通过借壳、买壳、吸
收合并等资产重组形式实现上市的企业，一

次性补助800万元。对在境外主要证券交易
所实现上市的企业，一次性补助800万元。

济南规定，对首发上市的公司按融资额
（含通过借壳、买壳、吸收合并等资产重组形
式上市的公司首次增发实现的融资额）给予
补助：融资额达到 10亿元（含）以上的，补助
80万元；达到5亿元（含）、不足10亿元的，补
助50万元；不足5亿元的，补助20万元。

据新华社电 记者日前从公安部获悉，2月4日至
10日春节假期期间，全国社会大局稳定，治安秩序良
好。全国接报刑事类警情同比下降11.5%，涉及人员
伤亡道路交通事故起数同比下降42.3%，2405场大型
活动安全有序。

节日期间，各地严格落实公安特警屯警街面动中
备勤、公安武警联勤武装巡逻等工作机制和“1、3、5
分钟”快速响应机制，全面加强商业繁华区、旅游景
点、车站码头、大型活动现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和重点
部位、重要基础设施的巡逻防控。结合深化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各地组织开展打击整治农村赌博、电信网

络诈骗犯罪等专项行动，有力维护了良好社会治安秩
序。节日期间，全国接报刑事类警情同比下降
11.5%，2405场大型活动安全有序，重点旅游景区秩
序井然，未发生拥挤踩踏等治安事故。

按照公安部部署，全国遍布城乡的 5.4万个公安
派出所自2月1日起，集中开展走访慰问群众暨“警民
同心”主题活动。活动开展以来，全国公安派出所组
织民警、辅警 190余万人次，先后深入 1700余万个家
庭，180余万个企业、单位走访、慰问和帮扶，排查化
解各类矛盾纠纷34万余起，发现整治各类治安隐患9
万余起，救助帮扶危难群众2500余万人。

春节期间全国刑事警情、交通事故同比
分别下降11.5%、42.3%

司法部“实招”求解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瓶颈”
据新华社电 当前生态环

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少、费用
高、周期长成为制约环境公益
诉讼的一个“瓶颈”。记者近
日从司法部了解到，司法部多
措并举推动解决影响和制约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工作发展
的突出问题，努力服务环境公
益诉讼。

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
理局副局长舒国华介绍，针对
全国范围内环境损害司法鉴
定机构数量偏少，分布不均的
问题，司法部去年下发通知，
明确提出六项要求，推动各地
加快准入一批环境损害司法
鉴定机构。截至去年底，全国
经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核登

记的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
达 103家，基本实现省域全覆
盖。

针对费用高、收费标准缺
失问题，舒国华介绍，司法部
联合有关部门开展了环境损
害司法鉴定收费指导性目录
的制定工作。下一步将在部
级层面推动早日出台指导性

目录，推动各地尽快出台收费
标准。

为解决鉴定周期长、技术
规范和标准不统一的问题，舒
国华介绍，司法部自 2017 年
以来开展了环境损害鉴定评
估标准汇编工作，进一步引导
鉴定人科学正确适用环境损
害司法鉴定技术规范和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