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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乐都讯（王菊花）近日，海东市

乐都区人民检察院举办了公诉人

辩论赛。

辩论赛由 12名选手组成，4个

代表队以案例论辩的形式展开角

逐。各队围绕罪与非罪、此罪与彼

罪进行了精彩纷呈的辩论，各选手

观点明确、思路清晰。赛后，评委

们从逻辑思辨能力、辩论技巧等方

面严格打分，评选出 4 名优秀辩

手并颁发了荣誉证书。

参赛人员表示，将以此次辩论

赛为契机，补齐短板，为更好地履

行检察职能、推动检察工作向前发

展做出贡献。

乐都讯（祁明亮）近日，海东市乐都区人民检察

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权国麟应邀为海东市乐都区中

小学校长及乐都区教育局各部门负责人做了以“加

强校园安全建设 持续推进‘1 号’检察建议落实”为

主题的法治讲座。

讲座中，权国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典型

案例向大家普及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出“1号”检察

建议的背景、重大意义、主要内容，并就乐都区在贯

彻落实“1号”检察建议方面做了哪些工作以及存在

的问题进行了详细介绍。

同时，针对校园安全管理、交通安全出行等方

面的问题，权国麟建议各中小学、幼儿园进一步健

全完善制度机制，从顶层设计保障工作有序推进，

共同为未成年人的平安、快乐、健康成长保驾护

航。

海东市乐都区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宣讲“1号”检察建议

乐都讯（祁萌叶）近期，海东市乐

都区人民检察院开展了以“民有所呼、

我有所应——群众信访件件有回复”

为主题的新时代检察宣传周活动。

此次活动围绕群众关心的法律

问题，结合检察机关信访工作实际，

宣传信访相关法律法规、“12309检察

服务中心”职能、国家司法救助工作

等内容，引导群众依法合理有序信

访。

通过宣传活动，提高了群众对检

察机关信访工作的知晓度，强化了群

众依法依规信访的意识，推动了信访

工作法治化进程。

乐都讯（郭兴平）近期，海东市乐都

区人民检察院联合海东市乐都区生态环

境局、乐都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问题

清单中的13家企业建设项目实地巡查。

此次巡查以建筑工地为主，围绕问

题清单中部分项目是否按照有关规定

采取抑尘措施等，现场督促整改，部分

建筑工地已采取了积极的抑尘措施。

巡查组一行听取了施工方关于防尘和

污染整治方面的汇报，对没有整改和整

改不到位的项目提出了相应的整改要

求和整改期限。

下一步，乐都区检察院将牢固树立

大局意识，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

助力打赢蓝天保卫战。

回应群众信访诉求
落实件件回复制度

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 举办公诉人辩论赛

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次吉拉姆(身份证号：542233198909100022)：

本院受理原告唐兴旺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青0203民初3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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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青海省海东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2020年7月1日

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熊文斌:

本院受理原告李银华诉被告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简易程
序转为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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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2020年7月1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麻吉远(身份证号:632801198703170096):

本院受理原告牛海龙与被告麻吉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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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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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7月1日

声 明
因不慎，将车

牌号为青 ALF779
的机动车登记证书
及行驶证遗失，特
此声明。

声明人：赵成周
2020年7月1日

青海省湟中县人民法院应诉开庭公告
赵贵山:

本院受理原告苏明彦诉被告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青 0122民初1264号的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相关应诉材料。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20年10月10日上午9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2020年7月1日

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公告
蔺招辉:

本院受理原告苍龙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蔺招辉劳务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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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

青海省格尔木市人民法院公告
蒋金光(身份证号：33252219660417103X):.

本院受理的原告徐茂财诉被告蒋金光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青2801民初5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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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2020年7月1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青海夏归燕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30103310905139W):

本院受理原告西宁市城中区金昊辉广告制作中心与被
告青海夏归燕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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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2020年7月1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青海汇成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康锡金 (身份证号:
630121198209212014)、 张 小 彦 ( 身 份 证 号:
630121198710037125):

本院受理的原告青海西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
部市场支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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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2020年7月1日

因为金戒指本就是姑娘的，所

以她不愿意无缘无故地送一只给别

人。而无赖不花任何代价就能得到

一只金戒指，自然爽快地答应了。

就这样，县令通过姑娘和无赖

各自的态度，按照常理推断出了金

戒指真正的主人。

《谁的金戒指》答案：

据法制网消息 最高人民检察院6月

29日召开全国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守护

美好生活”专项监督活动动员部署电视

电话会议，决定自今年 7月至 2023年 6
月，开展为期三年的“公益诉讼守护美好

生活”专项监督活动。“网红代言”“直播

带货”等网络销售新业态涉及食品安全

及监管漏洞等在本次活动重点监督之

列。

本次活动将聚焦生态环境和食品

药品安全领域公益损害突出问题，集中

力量办理一批有影响的“硬骨头”案件，

用足用好磋商、提出诉前检察建议、提

起诉讼、支持起诉等手段，推动解决人

民群众关注关切的公益损害问题，健全

完善相关行业、领域治理体系，推动公

益诉讼检察工作稳进提升。

根据活动安排，今年 7月至 2021年

12月，全国检察机关将重点围绕违法向

水体排放污染物；违法产生、收集、贮

存、运输、利用、处置固体废物；违法产

生、排放尾矿；破坏野生动物保护；线上

线下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用农产

品、食品；保健食品虚假宣传、违法广告

等 6个方面违法行为开展专项监督。

活动方案明确，各地检察机关要因

地制宜，必要时可以开展“小专项”。在

做深做透“4＋1”法定领域的同时，积极

稳妥办理新领域案件。结合办案，推动

公益诉讼专家咨询网的建设和运用。

着力推进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恢

复性司法等制度机制建设。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

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底，中国共产党党

员总数为 9191.4万名，比上年净增 132.0万名。党

的基层组织 468.1万个，比上年净增 7.1万个。中

国共产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不断增强，党的组织

体系更加健全，党的执政根基进一步夯实。

党员数量平稳增长。全国党员总量增幅为

1.5%，比上年提高 0.3 个百分点。全年发展党员

234.4万名，比上年增加 28.9万名，产业工人、青年

农民、高知识群体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

中发展党员数量增加明显。

党员队伍结构持续优化。女党员 2559.9 万

名，占 27.9%，比上年提高 0.7个百分点；少数民族

党员 680.3 万名，占 7.4%，比上年提高 0.1 个百分

点。40岁以下党员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队伍年

龄结构有所改善。工人和农民仍占主体，占比为

34.8%。党员队伍文化程度继续提高，大专及以上

学历党员超过半数，达 4661.5万名。

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深入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加大党员教育

培训力度，全年培训党员数量比上年增加 24.3%，

99.7%的乡镇直接组织开展农村党员集中培训。党

的组织生活更加严格规范，3201个地方党委领导班

子召开民主生活会，400.7万个党支部召开专题组

织生活会开展民主评议党员，任期届满的 111.5万

个基层党组织按期完成换届。

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加强。全国共设立基层

党委 24.9万个、总支部 30.5万个、支部 412.7万个，

分别比上年增加 1.0万个、0.6万个、5.5万个，组织

设置更加科学规范。农村基层党组织在脱贫攻坚

中战斗堡垒作用增强，选派第一书记 24.0万名，实

现建档立卡贫困村和党组织软弱涣散村全覆盖。

城市基层党建创新发展，各领域党组织互联互动，

实行与驻区单位党建联建共建的街道、社区有

8123 个、6.5 万个，占比分别提高 3.4、2.6 个百分

点。基层基础保障力度加大，95.8%的社区落实服

务群众专项经费，提高 2.7个百分点；全年新建或

改扩建村级组织活动场所 5.0万个。国有企业、机

关、高校、公立医院和非公有制企业、社会组织党

建工作得到新的提升。

“公益诉讼守护美好生活”专项监督活动

最高检部署开展

截至2019年底

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9191.4万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