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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对以下因套牌、假牌、达到报废标准、无行驶证等交通违法行为依法查扣并长期未来处理的机动车予以公告，请当事人自公告之

日起3个月内尽快到交警支队二大队（南川东路74号）进行处理。逾期不来处理的，西宁交警支队将根据暂扣车辆管理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之规

定，依法予以强制报废。

西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 2020年1月16日

公 告

序号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车号
青A68988
青AUR388
青ALV222
川AR03C4
青BN5408
青H56938
无信息
无信息

青BG0760
无信息
无信息

陕AQ23C1
无信息
无信息

原车号青AL2507

姓名
付双根
杨国平
李明

四川成华区李治富商贸部
杨海涛

格尔木市金峰路加油城
无
无
徐恒
无
无

荣军利
无
无

黄永胜

品牌
东风
英伦
现代
桑塔纳
雪铁龙
大众
捷达
东风
桑塔纳
大众
丰田
捷达
宝骏
丰田
帕萨特

车型
专业作业车

轿车
轿车

营转非轿车
轿车
轿车
轿车
灰色
白色
黑色
绿色
灰色
灰色
绿色
黑色

颜色
白色
白色
灰色
白色
黑色
黑色
绿色
小客
轿车
轿车
轿车
轿车
轿车
轿车
轿车

车架号
109256
020756
191170
156173
299112
126263
179310
J04705
061281
144735
067091
014216
739902

无
298761

发动机号
065552
K01716
613266
371708
070949
090765

无
无

076899
无
无

176083
062039

无
539196

车辆状态
逾期未检验、达到报废标、公告牌证作废
事故未处理、逾期未检、达到报废标准
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检、达到报废标准

达到报废标准
逾期未检、达到报废标准

逾期未检、达到报废标准、公告牌证作废

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检、达到报废标准

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检、达到报废标准

违法未处理、达到报废标准、公告牌证作废

检验有效期至/备注
2014-6-30
2016-6-30
2016-7-31

强制报废期至2019-7-31
2016-6-30
2010-3-31

套牌青AT4448
套牌青ANG860
2015-4-30

假牌青AH4670

2017-3-31

套牌青AT2116
套牌青HK2617

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公告
顾永琳(公民身份号码:63012119900414223X):

本院受理原告张有梅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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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期和举证期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和30内。并定于举证届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2020年1月16日

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生强：

本院受理原告李哇么索与被告杨生强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经本院多方查找仍无法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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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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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上午9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2020年1月16日

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生强：

本院受理原告李哇么索与被告杨生强居间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经本院多方查找仍无法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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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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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上午9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2020年1月16日

青海省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杨宏武:

本院受理的上诉人杨宏武因与被上诉人李立、苏强、王毅
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9)青02民终519号民事裁定书。本院裁定:本案按上
诉人杨宏武撤回上诉处理。一审判决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
发生法律效力。二审案件受理费4440元，减半收取2220元，
由上诉人杨宏武负担。本裁定为终审裁定。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2020年1月16日

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公告
保吉生：

本院受理原告罗生兰、关生鑫与被告保吉生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经本院多方查找仍无法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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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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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2020年1月16日

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杨军:

本院受理上诉人江苏盛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
青海省盛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杨军、西宁城北欣亚通讯产
品经销部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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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公告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2020年1月16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买长青(身份证号:632125********0057):

本院审理的原告马哈比不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青0102民初3423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行政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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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月16日

青海省格尔木市人民法院公告
黄文辉(身份证号：632122198210115519):

本院受理原告韩文青与被告黄文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青2801民初2881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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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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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

青海省格尔木市人民法院公告
毛国英(身份证号：142603195507277816)：

本院受理原告王加木措诉被告刘海华、毛国英租赁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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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加被告
申请书、参加诉讼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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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

最高法发布 领域27件指导性案例知识产权、执行
国家赔偿、生态

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生花：

本院受理原告牛生旺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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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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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
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2020年1月16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青海帝美电梯有限责任公司、侯林荣:

本院受理原告季国新与被告青海帝美电梯有限责任公
司、侯林荣、杨洪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
达本院(2019)青0102民初42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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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2020年1月16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袁溢贤、袁浩贤:

本院受理的原告冯建明诉你二被告及八冶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八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九建设分公司、青海三榆
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原告冯建明及被告八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九建
设分公司均提出上诉，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2020年1月16日

据新华网消息 记者从最高人民法

院 1月 14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获悉，最

高法近日发布了第 22 至 24 批指导性案

例，共 27 件案例，涉及知识产权、国家

赔偿、执行和生态环境保护领域。

据悉，第 22 批指导性案例包括 3 件

知识产权案例和 1件国家赔偿案例。这

批案例专业性强、问题新颖，都是由最

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大法官担任审判长

审理的案件。其中包括“乔丹”商标争

议行政纠纷案，备受社会关注，也是最

高法首个以全媒体形式现场直播庭审

和宣判的典型案件。

第 23批指导性案例包括“中建三局

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澳中财

富（合肥）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安徽文峰

置业有限公司执行复议案”等 10个对执

行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典型案例，

旨在进一步解决执行工作中的法律适

用难题，并与正在进行的强制执行立

法、司法解释等共同构成完整的执行规

范体系。

第 24批指导性案例包括“吕金奎等

79 人诉山海关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海上污染损害责任纠纷案”等 13个涉生

态环境保护案例，集中展示人民法院环

境资源审判工作成果。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方加富(身份证号:632822196204010031):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杨增光与被执行人方加富借款
合同纠纷执行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青 0103
执恢1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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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