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讯 2018.12.12 14责编/马桂花 主任/郭峰
青
海 投稿邮箱：qinghfzb＠126.com

中年妇女开始说孩子们
年龄乘积是3024，又说孩子5
岁。因为凡是同5相乘的数，
乘积的尾数只能是5或0。所
以可以断定她不是数学教师，
孩子们也不是他的学生。

《骗子的漏洞》答案：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叶清云：

原告马小祥诉被告叶清云、邱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判决、被告叶清云
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给付原告马小祥借款本金730000元并承担利息损失19842元，
合计749842元。二、驳回原告马小祥要求被告邱彦共同偿还上述本息的诉讼请求。三、
驳回原告马小祥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660元，减半收取5830元，由被告叶清
云负担（原告已预付，被告叶清云随上述应付款项一并支付原告）。如果未按本判决规定
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青0103民初3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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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2月12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青海坤誉酒店有限公司、刘秀枝、鲍福桥：

本院受理原告西宁信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起诉书请求：判令被告一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000000元、判令被告一支付截止2018
年11月20日的利息659750元和直至本息付清为止期限的利息；判令被告二、三对上述
一、二项请求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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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十
里铺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2018年12月12日

据《人民日报》消息 记者从国家
税务总局获悉:今年 8 月以来,国家税
务总局、公安部、海关总署、中国人民
银行等四部委共同部署开展打击虚开
骗税违法犯罪两年专项行动,重点打
击没有实际经营业务只为虚开发票的

“假企业”、没有实际出口只为骗取退
税的“假出口”,以打击违法彰显执法
威力,有效整顿和规范税收秩序,营造
公平有序的税收营商环境。专项行动
开展两个月以来,各地已成功查办了
一批重大涉税违法案件,专项行动取

得初步成效。
据统计,8 月 22 日以来截至 11 月

底,全国共查处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
的“假企业”45749 户、涉嫌骗取出口
退税的“假企业”467户,合计46216户,
定性对外及接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及其他可抵扣凭证 255.62 万份,涉案
税额 491.61 亿元。专项行动开展以
来,全国虚开骗税违法犯罪势头得到
有效遏制,江苏、江西、青海、云南、新
疆等地已有252名犯罪嫌疑人慑于专
项行动的高压态势,主动投案自首。

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共侦破虚开、
骗税案件 1268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2525 名,涉案金额 183.8 亿元,挽回经
济损失7.36亿元。

四部委打击虚开骗税

虚开骗税违法犯罪势头得到遏制

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公告
逄锦源：

本院受理原告阮惠平与被告逄锦源合伙协议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青0222民初1081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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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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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2月12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宣彦平：

本院受理原告徐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青0104民初2668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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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西宁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8年12月12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普嘎、李永龙：

本院受理原告马桂英诉你、李永龙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青0104
民初84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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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公告送达期限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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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8年12月12日

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人民法院公告
韩继爱：

本院受理原告郭美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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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三审判庭
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2018年12月12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虎世民、马登华：

本院受理原告张静诉你、青海省中国青年旅行社出租租赁汽
车有限公司、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马明玮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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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2月12日

更正
2018年12月11日《青海法制报》第

七版“格尔木市人民法院公告”中原告马
玉芳诉被告李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依
法向被告李敏公告送达(2018)青2801
民初924号民事判决书，应为依法向被告
李敏公告送达(2018)青2801民初924
号民事判决书及(2018)青2801民初924
号民事裁定书，系原稿之误，特此更正。

格尔木市人民法院
2018年12月12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徐州乾丰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中煤地质工程总公司诉被告中煤龙源煤炭销售
有限公司、徐州乾丰物资贸易有限公司，连云港龙华煤炭运销有限
公司、王志友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18）青
0102民初15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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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2月12日

据中新社消息 中共中央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
公室副主任、国家互联网信息
办公室副主任刘烈宏 10 日表
示，中央网信办正在会同有关
部门加紧研究建立互联网领
域的失信黑名单制度和联合
惩戒机制，这将促进网络诚信
建设各个环节进一步提升制
度化、规范化水平。

以“网络诚信美好生活”
为主题的 2018 中国网络诚信

大会12月10日在京举行。大
会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商务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指导，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
合会、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
联合主办。

刘烈宏说，各网站要对网
络失信“零容忍”，自觉清理网
站严重违规失信的“蛀虫”；要
配备专门力量预防、发现、处
理违规失信问题，增强甄别、
防范和处置各类网站失信行

为的技术能力；各网站要依法
依规抓紧抓好网站诚信管理
制度建设，切实落实网络实名
制，建立健全网络信用档案，
完善网络用户自律和监督机
制，加强网站信用信息安全保
障。

大会首次发布了《中国电
子商务诚信发展报告》。报告
称，根据数据统计，2018 年上
半年，投诉量占前五位的业态
领域依次是：国内购物、网络

订餐、跨境网购、网络支付、在
线旅游。

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
会会长任贤良说，中网联将积
极会同有关部门一起建立网
络诚信黑名单等制度，定期公
布违规失信行为，“让诚信的
企业阔步前进，让无诚信的企
业心有畏惧、寸步难行”。

据人民网消息 商务部监
测，上周（12 月 3 日至 9 日）全
国食用农产品市场价格比前
一周上涨0.6%，生产资料市场
价格比前一周下降0.6%。

食用农产品市场：30种蔬
菜平均批发价格为每公斤3.93
元，比前一周上涨 1.3%，其中
黄瓜、苦瓜、油菜价格涨幅居
前，比前一周分别上涨11.9%、
5.7%和 5.5%。肉类批发价格
不同程度上涨，其中猪肉、牛
肉、羊肉价格分别为每公斤

21.02元、55.96元、55.73元，比
前一周分别上涨0.8%、0.5%和
0.4%。水产品批发价格小幅
回升，其中大带鱼、鲤鱼、草鱼
价格涨幅居前，比前一周分别
上涨 1.4%、0.5%和 0.4%。食
用油批发价格略有波动，其中
花生油、豆油价格比前一周分
别上涨 0.6%和 0.3%，菜籽油
价格下降 0.1%。禽产品批发
价格小幅波动，其中白条鸡价
格为每公斤 16.34 元，比前一
周上涨0.6%；鸡蛋价格为每公

斤 9.47 元 ，比 前 一 周 下 降
0.5%。粮食批发价格总体平
稳，其中大米、面粉价格均与
前一周持平。生产资料市场：
基础化学原料价格比前一周
下降 0.6%，其中甲醇、硫酸价
格分别下降 2.9%和 1.3%，聚
丙烯、纯碱价格分别上涨2.8%
和 0.3% 。 化 肥 价 格 下 降
0.5% ，其 中 尿 素 价 格 下 降
0.5%，三元复合肥价格基本稳
定。煤炭价格保持平稳，其中
无烟煤价格为每吨 890 元，上

涨 0.1%，炼焦煤价格为每吨
772元，下降0.1%，动力煤价格
为每吨 609 元，与前一周持
平。有色金属价格上涨0.1%，
其中锌价上涨 2.8%，铜、铝价
格分别下降0.4%和0.3%。橡
胶价格上涨0.4%，其中合成橡
胶、天然橡胶价格分别上涨
0.6%和 0.2%。钢材价格上涨
0.5%，其中螺纹钢、高速线材、
普通中板价格分别为每吨
4135 元、4203 元、4227 元，分
别上涨0.8%、0.6%和0.4%。

据人民网消息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工业和信
息化部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组织实施 2019 年新一代信息
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提
出，要面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组织实施中小城市基础网络
完善工程，着力解决我国信息基础设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问题。

《通知》显示，为加快推进“宽带中国”战略实施，有效支
撑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着力解决我国信息基础设施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工业和信息
化部办公厅日前发布关于组织实施 2019 年新一代信息基础
设施建设工程的通知。

《通知》强调，要突出重点，聚焦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全局
性、基础性、战略性的重大项目，关注重点方向和关键环节；
创新方式，充分发挥第三方专业机构作用，确保项目评审公
正、规范、科学；强化监管，突出项目主管部门、第三方专业
机构和项目实施单位的责任，加强项目事中事后监管；协同
推进，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会同有关方面，
加强对项目的检查和指导，协同推进项目顺利实施。

《通知》要求，要面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组织实施中小
城市基础网络完善工程，以省为单位开展相关区域内县城
和乡镇驻地城域传输网、IP 城域网节点设备新建和扩容，开
展县城至乡镇、地市至县城之间光缆、通信杆路/管道、光传
输设备建设和扩容，为提升农村地区宽带用户接入速率和
普及水平提供支撑。

《通知》明确了五个方面的指标要求：单一省市实施区
域不少于 20 个县(区、市、旗)；工程实施区域内 90%以上宽带
用户接入能力达到 100Mbps，50%以上宽带用户开通 50Mbps
以上速率业务；县城具有 2 个以上业务出口节点，县城至地
市具有 2 个以上光缆路由；县城至地市的上联带宽平均达到
50Gbps 以上，乡镇至县城的平均上联带宽达到 10Gbps 以上；
为宽带网络覆盖县城、乡镇周边相关农村(含行政村、自然
村)提供网络接入条件，做好基础设施支撑。

网信办

研究建立互联网领域失信黑名单制度

两部门

完善中西部及东北地区
中小城市基础网络

商务部

上周我国食用农产品价格小幅回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