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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西宁市税务局稽查局公告
宁税稽公(2018)160号

青海华佰商贸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63010209164750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里法实施细则》第一百

零六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宁
税稽罚(2018)55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
二十二条第二款和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对你公司虚开增值税
专用发票的行为给予500，000.00元的罚款。限你公司自本决
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西宁市城东区税务局
办税服务厅缴纳入库。到期不缴纳罚款，我局将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
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
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西宁市税务局申
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法向
人民法院起诉。如对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
院起诉、又不履行的，我局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
法》第四十条规定，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
制执行。本公自发出之日满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国家税务总局西宁市税务局稽查局
2018年12月17日

国家税务总局西宁市税务局稽查局公告
宁税稽公(2018)159号

青 海 华 佰 商 贸 有 限 公 司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63010209164750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
一百零六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税务处理决定
书》(宁税稽处(2018)71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
暂行条例》第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
十二条第二款及《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10号)第三条之规定，对
你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收违法行为，依法移送公
安机关查处。你公司若同我局在纳税上有争议，必须先依
照本决定的期限缴纳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然后可自上述款项缴清或者提供相应担保被税务机关确
认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西宁市税务局申
请行政复议。本公自发出之日满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国家税务总局西宁市税务局稽查局
2018年12月17日

国家税务总局西宁市税务局稽查局公告
宁税稽公(2018)158号

青海张汪贸易有限公司(纳人识别号:91630103MA7525893P)：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

零六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
(宁税稽罚(2018)5009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
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和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对你公司虚开增
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给予500，000.00元的罚款。限你公司
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西宁市城中
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厅缴纳入库。到期不缴纳罚款，我局将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规定，每
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
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西宁市
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
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如对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
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的我局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
管法》第四十条规定，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
制执行。本公自发出之日满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国家税务总局西宁市税务局稽查局
2018年12月17日

国家税务总局西宁市税务局稽查局公告
宁税稽公(2018)157号

青 海 张 汪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 纳 人 识 别 号:
91630103MA7525893P)：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
一百零六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税务处理决定
书》(宁税稽处(2018)5009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
暂行条例》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
十二条第二款及《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10号)第三条之规定，对
你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务违法行为，依法移送公
安机关查处。你公司若同我局在纳税上有争议，必须先依
照本决定的期限缴纳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然后可自上述款项缴清或者提供相应担保被税务机关确
认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西宁市税务局申
请行政复议。本公自发出之日满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国家税务总局西宁市税务局稽查局
2018年12月17日

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公告
北检民公[2018]1号

本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祁连山铜业有限公司门源
祁连山铜矿，将提炼加工铜矿石后产生的大量尾矿堆放在
苏吉滩乡扎麻图村小红沟(紧邻红沟河)，由于门源祁连山铜
矿尾矿库修建多年，环保、安全设施不健全、存在超期服役、
渗漏、洪水及垮坝等风险。对周边环境、河流、下游水库以
及人员、牲畜安全形成严重损害危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
织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
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支持起诉。现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发出公告，请拟提起民事公益诉
讼的机关和社会组织在本公告发出30日内将有关情况书
面反馈本院。

邮寄地址：青海省海北州人民检察院(西海镇海晏路南侧)
联系电话: 13897018100

2018年12月17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西宁启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注册号:630104063016596):

本院受理原告夏寿红与被告于建祥、西宁启辰建筑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张长亮与被告于建祥、
西宁启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李
杰与被告于建祥、西宁启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劳务合同
纠纷一案；原告黄勇与被告于建祥、西宁启辰建筑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8)青 0103 民初 2058 号民事判决书、(2018)青
0103民初2059号民事判决书、(2018)青0103民初2060号民
事判决书、(2018)青0103民初206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公司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以上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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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以上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8年12月17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永斌（身份证号码：630104198302282539）：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张广云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向你公告送达（2018）青0103执1006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
产令、被执行人财产申报表、限制消费令。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即你从公告届满之日起3日内来
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履行（2018）青0103民初956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2018年12月17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金生、王小英:

本院审理原告西宁海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刘金
生、王小英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青0102民初1372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 1、原告西宁海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刘金生、王小
英于2016年11月30日签订的合同编号为YS0302285的《西
宁市商品房预售合同》依法予以解除；2、驳回原告西宁海亮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523元，由原
告负担214元，被告负担6309元及公告费300元。被告负担
部分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原告。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东川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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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伟(身份证号: 630104197512021017)：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青海鸿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你
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青0103执第808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被执行人财产
申报表、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
告期满后次日起7日内，必须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2018年12月17日

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海山：

本院受理原告袁茜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8)青0202民初1718寻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 青海省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年12月17日

注销声明
将法定代表人为蔡延喜的湟中德瑞和养殖专业合作社

（注册号：93630122MA752XXA74）现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现予以声明。 声明人：湟中德瑞和养殖专业合作社

2018年12月17日

注销声明
将法定代表人为王东孝的海北东兴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注

册号：916322250591461007）现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现予以
声明。 声明人：海北东兴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王东孝

2018年12月17日

据公安部网站消息 按照公安
部的统一部署，全国公安交管部门
从 11 月开始，集中开展长大下坡危
险路段排查整治行动。截至目前，
已初步排查出不符合现行有关规
定，平均纵坡较大且连续坡长超过
极限值的长大下坡危险路段 1026

处、总里程长 8852 公里，其中包括
高 速 公 路 136 处 、普 通 公 路 890
处。自开通以来，上述路段已累计
发生道路交通事故 2.4 万余起，造
成 6400 人死亡。

自开通以来造成事故死亡人
数最多的 10 个长大下坡路段分别

为：云南省昆明市境内嵩待线省道
77 公里加 800 米至 66 公里加 400 米
段、广东省韶关市境内 G4 京港澳
高 速 北 行 1882 公 里 至 1858 公 里
段、甘肃省天水市境内 G310 国道天
巉公路 1515 公里至 1528 公里段、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境内

G80 广昆高速 896 公里至 884 公里
段、甘肃省平凉市境内 G312 国道罗
汉洞坡道 1698 公里至 1704 公里加
400 米段、云南省玉溪市境内 G8511
昆磨高速 213 公里加 400 米至 240
公里加 400 米段、广东省韶关市境
内 G4 京港澳高速南行 1882 公里至

1895 公里段、山西省吕梁市境内
G20 青银高速 964 公里加 300 米至
934 公 里 段 、山 西 省 临 汾 市 境 内
S329 省道 12 公里加 100 米至 35 公
里段、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境内
G210 国 道 2716 公 里 加 400 米 至
2721 公里加 100 米段。

公安部公布十大事故多发长下坡路段

据中新网消息 全国农村
假冒伪劣食品治理工作电视电
话会议 12 月 14 日召开。会议
强调，要以高压严打态势，对农
村食品市场开展一次全面“大
扫除”，集中力量打击生产经营
假冒伪劣食品等违法违规行
为，打掉一批生产经营“黑窝
点”，处理并公布一批违法违规
典型案例。

要集中开展农村食品执法
检查行动，坚决收缴销毁假冒
伪劣食品；集中开展农村食品
商标保护行动，坚决查处各类

食品商标侵权假冒案件；集中
开展农村假冒伪劣食品线索追
查行动，严惩一批违法犯罪分
子；集中开展农村食品治理工
作宣传行动，让农民识假辨假，
曝光一批典型案例。

针对农村食品生产经营
链条和问题多发区域，要找
准薄弱环节和工作着力点，
推动打建结合，查漏补缺、建
章立制，构建起农村食品监
管长效机制。

据中新网消息 日前，教育部召开全国师
德师风建设工作视频会议。教育部部长陈
宝生指出，要严字当头，对师德失范行为，必
须以零容忍的态度，依法依规严肃惩处。

陈宝生强调，要把握好继承和发展、高
线引领和底线要求、严管和厚爱的关系，在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把落实《新时代高校
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新时代中小学教
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新时代幼儿园教师
职业行为十项准则》作为师德师风建设首要
任务抓紧抓好。

方向要正确坚定，要加强教师党支部和
党员队伍建设以及理想信念教育，引导教师

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制度要细化管用，要从实际出发把准则

的要求转化为具体的任务举措，把准则的各
项要求融入到教师管理的各环节；

防线要关口前移，要树立抓早抓小的意
识，严格教师录用中的品德考察，对照“十项
准则”开展师德问题预警监测和筛查；

查处要严字当头，对师德失范行为，必
须以零容忍的态度，依法依规严肃惩处；

风尚要厚植弘扬，要大力树立和宣传优
秀教师先进典型，创新工作机制和有效载
体，形成支持优秀人才长期从教、终身从教
的良好局面。

依法依规严肃惩处师德失范行为
教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