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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格尔木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刚营：

本院受理原告马玉林、马斌诉被告张刚营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青海省格尔木市人民法院
（2019）青2801民初15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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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副本，上诉于青海省海西蒙
古族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2019年12月3日

青海省格尔木市人民法院公告
毛鹏军：

本院受理的原告格尔木家悦小炒与被告毛鹏军餐饮服
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青海省格尔木市人民
法院（2019）青2801民初27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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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副本，上诉于青海省海
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2019年12月3日

青海省格尔木市人民法院公告
史宏辉：

本院受理原告吕万海、张先祥诉被告史宏辉、中铁九局
集团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答辩通知书、限期举证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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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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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

青海省格尔木市人民法院公告
汪成海：

本院受理原告张永兵诉被告汪成海等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状副本、答辩通知书、限期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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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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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

青海省格尔木市人民法院公告
禹俊晓：

本院受理原告张留学诉被告格尔木方宇机械安装有限
责任公司等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答辩通知书、限期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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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吕治刚(身份证号：211381197907263914):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鹏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告知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2019年12月3日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陈奎、陈有顺:

本院受理上诉人(再审申请人)青海亿林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诉被上诉人(再审被申请人)海东精鼎工程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9)青 23民终2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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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2月3日

国家税务总局西宁市税务局稽查局公告
宁税稽公﹝2019﹞121号

青 海 百 艺 光 伏 发 电 有 限 公 司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91630100MA758LK29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
106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税务稽查结论》(宁
税稽结﹝2019﹞603263号):经对你公司2018年4月12日
至2019年5月31日期间涉案发票情况的检查，你公司开
具的29份《青海增值税专用发票》未形成税收危害事实，
予以结案。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2019年12月3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桑多奎(身份证号:630122197905157890)：

本院受理的原告孙承彦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青0103民初2125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由你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归还原
告孙承彦借款本金45000元，支付利息5000元。并承担案
件受理费925元及公告费。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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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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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本判决将发生法律效力。 2019年12月3日

因不慎，将车牌号为青AJ8804的机动车登记证书遗失，
特此声明。声明人：青海省通信服务有限公司西宁分公司

2019年12月3日

因不慎，将车牌号为青AD0623的机动车登记证书遗
失，特此声明。 声明人：湟源县屠宰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12月3日

因不慎，将车牌号为青A13809 的机动车登记证书遗
失，特此声明。 声明人：青海省电信实业公司

2019年12月3日

声 明
因不慎，将车牌号为青AG6571、青AG6850的机动车行

驶证遗失，特此声明。 声明人：青海省电信实业公司
2019年12月3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上 海 立 宏 土 石 方 有 限 公 司 青 海 分 公 司 ( 注 册 号:
630105060311171)、上海政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310113690154110F)、田兴明(身份证号:
512531196705073658):

原告西宁市城中区佳耀建筑机械租赁站与被告上海立
宏土石方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上海政鸿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田兴明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青 0103民初1744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庭领取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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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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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9年12月3日

青海省格尔木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玉栋：

本院受理的原告格尔木名远广告有限公司与被告王玉
栋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青海省格尔木市
人民法院（2019）青2801民初32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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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副本，上诉于青海
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2019年12月3日

青海省格尔木市人民法院公告
冶昆 (身份证号：630103198111232014）、张长玲 ( 身份证号：
632126199010013761)、韩霖(身份证号：410881198005293514):

本院受理原告格尔木市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格尔木振
格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青海华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冶昆、张长玲、翟
红伟、李彦敏、韩霖、靳宏玲、石立力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答辩通知书、限期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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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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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2019年12月3日

青海省贵南县人民法院公告
金寿安:

本院受理原告扎西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青2525民初3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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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海南藏族自治州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9年12月3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政权:

原告袁承平与被告王政权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判决:一、被告王政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
日内向原告袁承平腾退位于西宁市城中区西大街40号三田
广场21楼2101、2102、2103室房屋三间。二、被告王政权于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给付欠付原告袁承平的房屋
租 金 308002.9 元 及 违 约 金 损 失 154001.45 元 ，合 计
462004.35元；并以未付清的租金为基数按50%承担付清时
止的违约金。案件受理费9606元，减半收取4803元，由被
告王政权承担(原告已预交，由被告随上述应给付的款项一
并支付给原告)。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青 0103民初
33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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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

青海省湟中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光清：

本院受理原告张永海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向
你直接送达原告的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提交先例裁判文书告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
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即视为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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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多巴人民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2019年12月3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子山(公民身份号码:342129197912114618):

本院受理原告赵元诉你及包头市星速运输有限责任公
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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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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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2019年12月3日

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保庭：

原告李英香诉你离婚纠纷一案本院已受理。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该案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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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洪水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2019年12月3日

据法制网消息 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公

布了新修订的《税收违法行为检举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明确 12366纳税服

务热线可接收税收违法行为检举。

据了解，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精神，进一步深化税收领域“放管服”

改革，完善税务稽查制度体系，国家税务总

局针对原《税收违法行为检举管理办法》实

施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了修

订。

《办法》增加便利检举人的举措，规定

检举人可采取书信、电话、传真、网络、来访

等形式检举，可通过各级跨区域稽查局和

县税务局承担举报中心职能的部门检举，

并明确 12366 纳税服务热线接收电话检举

职责。

税收违法行为，是指涉嫌偷税（逃避缴

纳税款），逃避追缴欠税，骗税，虚开、伪造、

变造发票，以及其他与逃避缴纳税款相关

的税收违法行为。

《办法》强化了约束税务人的规定，进

一步明确检举管理工作流程，提出举报事

项办理时限，同时规范检举答复工作，对答

复主体、内容、流程与权责作

了具体要求。

《办法》规定，税务机关应

当合理设置检举接待场所。

检举接待场所应当与办公区域适当分开，

配备使用必要的录音、录像等监控设施，保

证监控设施对接待场所全覆盖并正常运

行。

《办法》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施行。

12366纳税服务热线可接收税收违法行为检举

税务总局出台新版《税收违法行为检举管理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