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讯
2019.8.13 6责编/达瓦卓玛 主任/李玉芬青

海 投稿邮箱：qinghfzb＠126.com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袁红飞、节湾湾: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诉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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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上午11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公
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2019年8月13日

青海省格尔木市人民法院公告
吴浛铭(身份证号：511023198903135339):

本院受理格尔木启元物资经销部诉被告吴浛铭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民事诉状、限期举证通
知书、答辩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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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2019年8月13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西宁绿色空间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刘昊与被告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青0104民初3161号民事起诉书、诉讼
风险提示、举证通知书、追加第三人申请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与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
顺延)在本院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2019年8月13日

青海省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胡志社:

申请执行人沈刚与被执行人青海文商置业有限公司、蒋孔
夫、胡志社、叶建坤、胡立荣借款、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逾期未
履行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青民初51号民事调解书
所确定的义务。因你下落不明，本院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青02执13号执行决定书及限制高消费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2019年8月13日

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映川(四川省营山县浪池镇正西街46号701号):

本院受理原告冶秀梅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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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讼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书和开庭传票等。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30日内提出答辩和
举证，逾期则视为放弃答辩和举证的权力。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巴燕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2019年8月13日

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军(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巴燕镇东大街4612号):

本院受理原告巴文豪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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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及诉讼风险
提示书和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公告期满后30日内提出答辩和举证，逾期则视为放弃答辩。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巴燕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2019年8月13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上海政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3690154110F)、上海立宏土石方有限公
司青海分公司(注册号: 630105060311171)、田兴明(身份证号:512531196705073658):

本院受理原告西宁市城中区佳耀建筑机械租赁站与被告上海政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上海立宏
土石方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田兴明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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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2019年8月13日

声 明
因不慎，将车牌号为青

AL0462的机动车行驶证遗
失，特此声明。

声明人：白少强
2019年8月13日

声 明
因不慎，将车牌号为青

A15539的机动车牌照（前
后）遗失，特此声明。

声明人：钟洲
2019年8月13日

据央视网消息 涉枪犯罪、爆炸品犯罪严

重危害人民生命安全，也事关社会公共安全，

去年以来，公安部联合海关总署、国家邮政局

等 24个部门部署开展为期两年的打击整治枪

爆违法犯罪专项行动，目前已经取得阶段性

成效。8 月 12 日，公安部对外公布了今年打

击枪爆犯罪的十大典型案例。

这十大典型案例是：江西新余破获非法

制造、买卖枪支弹药案，湖北宜昌破获非法制

造、买卖枪支弹药案，湖南华容破获网络贩枪

案，广东深圳破获走私、非法买卖枪支案，重

庆九龙坡破获非法制造枪支案，四川遂宁破

获非法利用信息网络买卖枪支案，河北保定

破获非法制贩爆炸物品案，山西吕梁破获非

法制贩爆炸物品案，福建福清破获非法制贩

爆炸物品案，河南登封破获非法制贩爆炸物

品案。

据介绍，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联合有

关部门积极开展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专项

行动，取得了显著成效。截至目前，全国共破

获涉枪涉爆案件 1.6万起，打掉团伙 163个，捣

毁窝点 117个，打击处理违法犯罪嫌疑人 1.7
万人。经过打击整治，1至 7月，全国持枪、爆

炸犯罪发案总数同比下降 20%。

公安部公布打击枪爆犯罪十大典型案例

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公告
马宗寿：

本院受理原告孔令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当事人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告知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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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长宁
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2019年8月13日

声 明
因不慎，将车牌号为青

50875 的 道 路 运 输 证
(630121014267) 遗失，特此
声明。

声明人：青海瑞闽物流有
限公司

2019年8月13日

声 明
因不慎，将车牌号为

青A32727的道路运输证
(630121010710) 遗失，
特此声明。

声明人：严吉成
2019年8月13日

据《经济日报》消息 银保监会日前发

布消息称，2017年至今年一季度，银保监会

系统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有效规范市

场秩序，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共作出行政处

罚决定 11735份，罚没总计 59.41亿元，罚没

金额超过了之前 10年的总和。

近年来，银保监会以强化金融监管为

重点，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底线，始终

保持整治金融市场乱象的高压态势，持续

加大行政处罚力度，从严打击重点领域违

法违规行为，综合运用多种措施保障行政

处罚执行到位，确保行政处罚的权威性和

严肃性，切实发挥了行政处罚警示、教育及

惩戒作用。

具体而言，银行业监管领域共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 8888份。处罚机构 4432家次，

处罚责任人员 5305人次，作出警告 3421家

（人）次，罚没合计 54.88亿元，责令停业整

顿 1家，取消任职资格 450人次，禁止从业

365人。

保险业监管领域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2847份，处罚机构2127家次，处罚责任人员

3105人次，作出警告3982家（人）次，罚没合

计 4.53亿元，责令停止接受新业务 81家次，

限制业务范围 1 家次，吊销业务许可证 10
家，撤销任职资格74人次，禁止从业4人。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朵来成:

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宁分行诉
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青0104民初227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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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9年8月13日

青海省格尔木市人民法院公告
杨林(身份证号：511024197012191582):

本院受理原告杨向利与被告杨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答辩通知书、
限期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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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2019年8月13日

青海省格尔木市人民法院公告
韩秀兰:(身份证号：63212220010423352X)：

本院受理高彬、高玉良诉韩秀兰、马有奴、马生莲婚约财产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青2801民
初1679号一审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一审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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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青海省海西
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2019年8月13日

2017年至今年一季度

银保监会罚没金额超过之前10年总和 据法制网消息 记者近日从公安部获悉,今
年以来公安机关打击整治民族资产解冻类诈

骗犯罪工作成效显著,公安部提醒广大群众,当
前我国没有任何民族资产解冻类的项目,凡是

打着类似民族资产解冻旗号敛财的,让你交钱

的,不管钱多钱少,都是诈骗。

据介绍,凡是自称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干

部,通过电话、微信、电子邮件、QQ等方式进行

所谓的“委托”“授权”“任命”的,均是诈骗;凡是

声称缴纳数十元、上百元会费就能获利数万

元、数十万甚至数百万的各类基金会、项目、

APP,均是诈骗;凡是转发鼓动、宣传所谓民族

资产解冻类相关信息或组建相关微信群、QQ
群招募会员、收取费用、进京聚集的均涉嫌违

法犯罪,公安机关将依法查处。

公安机关提醒广大群众切实提高警惕,增
强防范意识,严防此类诈骗,避免上当受骗遭受

财产损失和被犯罪分子利用成为诈骗工具。

据《人民日报》消息 上半年，我国网络零

售市场保持快速增长，全国网上零售额达 4.8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8%，比一季度加快 2.5个

百分点。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3.82万亿

元，增长 21.6%，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

为 19.6%，比一季度提高 1.4个百分点，对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的贡献率达 44.8%，比一

季度提高 3.6个百分点。

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上半年，

我国网络零售市场的消费提质升级趋势明

显。据商务大数据监测，网络零售B2C模式占

比不断提升。B2C 零售额占全国网络零售额

的比重达 75.8%，较上年同期提升 4.1 个百分

点。化妆品、智能家居、保健品等消费升级商

品销售额增长较快，同比增速均超过 30%。

农村电商发展潜力较大，农村网络零售增

速不断加快，电商扶贫成效显现。上半年全国

农 村 网 络 零 售 额 达 7771.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1.0%，增速高于全国 3.2个百分点。全国农产

品网络零售额 1873.6 亿元，同比增长 25.3%。

全国贫困县网络零售额达 659.8亿元，同比增

长 18.0%。

我国没有任何民族资产解冻类的项目

上半年我国网上零售额增1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