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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青海汇成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我院受理原告青海共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李垒、第三人青海汇成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案外人
执行异议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原告青海共和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就(2019)青01民初286号民事判决书提
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法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2019年10月9日

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人民法院公告
高起平:

本院受理原告王俊杰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青 0202民初1212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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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青海省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2019年10月9日

青海省湟中县人民法院公告
路雪松:

本院受理原告马明莲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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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东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
裁判。 2019年10月9日

青海省湟中县人民法院公告
董洁:

本院受理原告颜贵洪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青0122民初1311号民事
判决书:一、准予原告颜贵洪与被告董洁离婚；二、婚生子颜宗亮、婚生女颜宗英均由原告
颜贵洪抚养，被告董洁每月给付原告颜贵洪两个孩子的抚养费各300元直至两个孩子年
满18周岁止，自本判决生效后的次月起给付，每半年给付一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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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华青:

本院受理原告王文明诉被告同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与青海喜马拉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三人华青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及送
达回证。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中(二)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2019年10月9日

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公告
汪利秋:

本院受理原告刘富香诉你民间借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青 0121民初24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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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

声 明
夏 建 兵 身 份 证

（630103197208160016）
不慎遗失，特此声明。

声明人：夏建兵
2019年10月9日

声 明
丁 洁 身 份 证

（63280219850710002
X）不慎遗失，特此声明。

声明人：丁洁
2019年10月9日

声 明
陈 昊 身 份 证

（630104199603101556）不
慎遗失，特此声明。

声明人：陈昊
2019年10月9日

青海省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平安圣地混凝土有限公司、青海亨元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青海互助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公
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逾期未履行本院作出的
(2016)青02民初28号民事调解书所确定的义务。现依法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9)青02执恢3号恢复执行通知书、
(2019)青 02执恢3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2019年10月9日

青海省格尔木市人民法院公告
格尔木宝莘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32801091635932Q):

本院受理原告唐晓昭与被告格尔木宝莘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住所地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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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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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

声 明
青海三榆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开具的10号楼1151室

赵丽隆、李德林购房收据1张（2012年 5月 15日，收据号
0002514，金额：318710元）遗失，特此声明。

声明人：赵丽隆、李德林
2019年10月9日

据新华社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

员政务处分法（草案）》10月 8日在中国人大

网公布，面向社会征求意见。

今年 8月，政务处分法草案首次提请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10月 8日全文公开的政务处分法草案分为 7
章，包括总则，政务处分种类和适用，违法行

为及其适用的处分，政务处分的程序，复审、

复核、申诉，法律责任和附则，共 66条。中国

人大网同时公开了关于政务处分法草案的

说明。

根据草案说明，政务处分是对违法公职

人员的惩戒措施。监察法首次提出政务处

分概念，并以其代替“政纪处分”，将其适用

范围扩大到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

草案明确了政务处分主体。规定处分

决定机关、单位包括任免机关、单位和监察

机关，并明确两类主体的作用和责任；明确

了党管干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民主集中

制，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等 5 项政务处分原

则。

草案规定了政务处分种类和适用规

则。设定了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

开除 6种政务处分。相应的处分期间为：警

告，6 个月；记过，12 个月；记大过，18 个月；

降级、撤职，24个月。受到开除处分的，自处

分决定生效之日起，解除其与单位的劳动人

事关系。

政务处分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拟设定6种政务处分种类

据新华社电 记者近日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

到 2020年，我国将规划建设 127个铁路专用线重点项目，线路

总长度达 1586公里。

专用线是解决铁路运输“最后一公里”问题的重要设施，对

于减少短驳、发挥综合交通效率、提升经济社会效益具有重要

作用。

根据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铁路专用

线建设的指导意见》，到 2020年，一批铁路专用线开工建设，沿

海主要港口、大宗货物年运量 150万吨以上的大型工矿企业、新

建物流园区铁路专用线接入比例均达到 80%，长江干线主要港

口基本引入铁路专用线。到 2025年，沿海主要港口、大宗货物

年运量 150万吨以上的大型工矿企业、新建物流园区铁路专用

线力争接入比例均达到 85%，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全部实现铁路

进港。

他山山之石
我国规划建设127个铁路专用线重点项目

据新华社电 为促进教育链、人

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浙

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经济和信

息化厅、省教育厅等八部门联合决定

推进产教融合“五个一批”，即一批产

教融合联盟、一批产教融合示范基

地、一批产教融合试点企业、一批产

教融合工程项目和一批产学合作协

同育人项目建设。

浙江省发改委、省经信厅、省教

育厅等部门近日印发的《浙江省产教

融合“五个一批”工作方案》（以下简

称《方案》）指出，先行推进“十三五”

期间建设目标，主要是培育 10 个以

上在全国具有广泛知名度和影响力

的产教融合联盟；创建 20 个以上集

聚全省高素质人才和高新技术产业

的产教融合示范基地；培育 30 家以

上产教融合试点企业；建成 40 个以

上装备水平国内一流、产教深度融合

的工程项目（实验实习实训基地）；实

施 200 个以上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

目。

《方案》规定，浙江省将重点围绕

“数字浙江”、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

等，组建 10个以上由普通高校、职业

院校等组成的共建共享共赢的省级

示范性产教融合联盟，在实验实训实

习基地、专业课程设置等方面共建共

享，依托产教联盟做强一批行业龙头

或者骨干企业，形成若干行业专业特

色显著、人才支撑有力、产业链条完

整、市场规模庞大的优势产业群。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陕西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今年起至

2021年，陕西计划开展各类补贴性职

业技能培训 65 万人次以上，力争到

2021年底，全省技能劳动者占就业人

员总量的比例达到 25%以上，高技能

人才占技能劳动者的比例达到 30%
以上。

陕 西 省 人 社 厅 副 厅 长 井 海 滨

说，职业技能培训是保持就业稳定、

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的关键举措之

一。为此，陕西近期印发了《陕西省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19-
2021年）》，将针对企业职工、就业重

点群体、贫困劳动力和贫困家庭子

女等，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

为实现职业技能提升目标，陕

西将发挥企业在培训中的主体作

用，支持校企合作共建培训中心、实

训中心、教学工厂等，支持职业院校

开展补贴性培训，发挥社会培训资

源的支持作用。目前，陕西职业技

能提升行动专账已经建立，全省从

失 业 保 险 结 余 基 金 中 提 取 33.6 亿

元，统筹用于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记者了解到，陕西计划围绕家

政、养老服务、电商等急需紧缺职业

开展技能培训，围绕促进创业开展

品牌建设、市场拓展、风险防控等创

业指导培训，加大人工智能、云计

算、大数据等新职业新技能培训力

度。此外，培训也将把法律法规、职

业道德、职业规范、安全环保、健康

卫生等内容贯穿其中。

陕西：3年内开展补贴性技能培训65万人次以上

浙江：“五个一批”建设促进教育链产业链衔接

今明两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