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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湟中县人民法院公告
陈有雄：

本院受理的原告魏绍红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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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李家山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2020年1月15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孙祯德(身份证号:632122199008240011):

本院受理的原告马哈三与被告孙祯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本院已作出(2019)青0102民初2592号民事判决书，并
已宣判。原告马哈三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因你下落不明，现向
你公告送达原告马哈三的上诉状，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

2020年1月15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程千(身份证号:630103197412170019):

本院受理原告青海长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诉被告程千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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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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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事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2020年1月15日

青海省格尔木市人民法院公告
赵宝红(身份证号:230121197404023818):

本院受理原告刘文超与被告寿光市润达汽车贸易有限公
司、赵宝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青
2801民初7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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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月15日

青海省共和县人民法院公告
青海宝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诉人王文章就(2019)青2521民初299号民事判决书
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2020年1月15日

青海省格尔木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生均(身份证号：632124197308126214):

本院受理原告李海峰诉被告李生均追偿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限期举证通知书、答辩通知
书、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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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2020年1月15日

青海省湟中县人民法院公告
宋生军：

本院受理原告薛少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送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诉讼须知、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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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李家山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2020年1月15日

讣告
我的父亲李常银，1928年出生，山西平鲁人，2019年11

月21日逝世，终年91岁。他有多年未联系的子女如看到此
消息后请与我们联系。特此讣告

联系人：杨彪
联系电话：13398176022

2020年1月15日

青海省共和县人民法院公告
徐翔：

本院受理原告青海共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
告徐翔、龙海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9）青2521民初1446号民事裁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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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2020年1月15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继业(身份证号:632722199406242410):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陈小军与被执行人赵继业借款合
同纠纷执行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青 0103执
1545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被执行人财产申报表、执
行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2020年1月15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西 宁 青 义 新 技 术 资 讯 中 心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630100710489250Q):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杨有龙与被执行人西宁青义新技
术资讯中心劳动争议执行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青0103执1633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被执行人财产
申报表、执行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

2020年1月15日

青海省格尔木市人民法院公告
魏吉仓(身份证号：632121197308102010):

本院受理原告杨贞安诉被告魏吉仓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青2801民初2975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青海省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2020年1月15日

据法制网消息 最高人民检察

院 1月 14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

《绿色发展·协作保障服务保障长

江经济带发展检察白皮书（2019）》

显示，去年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检

察机关聚焦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

护突出问题，持续加大对各类违法

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

去年，检察机关依法严惩各类

破坏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资源刑事

犯罪，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检察机

关对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案件批准

逮捕 4336 件 7084 人，同比分别增

长 44.39% 和 43.05% ；提 起 公 诉

12504 件 22310 人，同比分别增长

15.78%和 20.26%，监督公安机关

立案 51件。紧密结合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办理了长江首起非法采砂

涉黑命案等有影响案件，形成打击

生态环境领域违法犯罪高压态势。

在深化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专

项立案监督方面，检察机关重点针

对长江流域工业废水偷排、危险化

学品泄露、固体垃圾倾倒以及非法

捕捞、非法采砂、非法占用沿江滩

涂等违法犯罪，坚决纠正有案不

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降格处

理等问题，共受理监督立案 819
件，监督公安机关立案 51 件。同

时，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对生态

环境保护的特殊作用，推动解决危

害长江生态环境“老大难”问题。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明连(身份证号码:630105197304221619):

本院受理的原告张成禄与被告王明连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原告张成禄与被告王明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原告张
成禄对以上两案申请撤诉，经本院裁定:准许原告张成禄撤回
对被告王明连的起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青0103
民初2955号民事裁定书、(2019)青0103民初2956号民事裁
定书。限你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2020年1月15日

青海省贵南县人民法院公告
索南措：

本院受理原告多杰才旦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
送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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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过马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2020年1月15日

青海省贵南县人民法院公告
梁海忠：

本院受理原告倪大芝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公
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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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过马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
理。 2020年1月15日

声 明
将 车 号 为 青

C05923(黄色)营运证
（证号：632224001098）
注销报废，特此声明。

声明人：刚察县路
通危货运输有限公司

2020年1月15日

声 明
将 车 号 为 青

C05966( 黄 色) 营 运证
（证号：632224000972）
注销报废，特此声明。

声明人：刚察县路通
危货运输有限公司

2020年1月15日

声 明
将车号为青C0023

挂(黄色)营运证（证号：
632224001148）注 销
报废，特此声明。

声明人：刚察县路通
危货运输有限公司

2020年1月15日

声 明
将车号为青C0080

挂(黄色)营运证（证号：
632224001099）注 销
报废，特此声明。
声明人：刚察县路通

危货运输有限公司
2020年1月15日

最高检

去年共起诉破坏长江经济带环境资源犯罪2.2万余人

据《人民日报》消息 记者从

公安部获悉：去年，全国公安机关

共侦破网络赌博刑事案件 7200余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2.5 万名，查

扣冻结涉赌资金逾 180亿元。

1 月 13 日，公安部召集有关

部门，专题研究部署深化防控治

理跨境网络赌博工作。公安部党

委委员、副部长孙力军介绍，各

地、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

部署要求，有力推动防控治理工

作向纵深发展，进一步巩固跨境

网络赌博“四降一升”态势，即国

内重度涉赌群体明显下降、涉赌

资金投注量持续下降、涉赌平台

访问量持续下降、跨境赌博集团

接收赌资实际到账率明显下降、

跨境赌资结算费用大幅上升，防

控治理工作取得阶段性明显成

效。同时，也应当清醒认识到，当

前网络黑灰产较为活跃，涉赌资

金结算方式不断翻新，对抗性不

断升级，防控治理工作面临的形

势依然严峻复杂。

据介绍，下一步要始终保持

严打高压态势，针对周边重点涉

赌国家、国际赌博集团，深度挖掘

重大线索，精心谋划专案打击，集

中攻坚一批重大跨境网络赌博案

件。要不断提升“人员链”查控水

平、“资金链”治理效能和“技术

链”封堵能力，强化彩票、网络游

戏、对外投资和劳务合作等重点

行业监管措施。

去年全国共侦破网络赌博刑事案件
7200余起

公安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