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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卜立华 ( 身份证号:330724197709292512)、卜旭华 ( 身份证号:
330724198112192417)、张卉(身份证号:630104198301031025):

本院受理原告高影诉被告浙江巍山建设有限公司及青海分公司、
卜立华、卜旭华、张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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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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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青海青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唐典虎、江淑香:

本院受理原告胥丽娜与被告青海青渝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唐典虎、江淑香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青0104民初28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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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月8日

声明
2015年11月15日，祁某在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县东川

镇白土崖湾捡拾到一名女婴，现寄养在海北州民政福利院，
请女婴的相关亲属自见报纸日起15日内与海北州民政福利
院联系，(并请带上自己的相关证件)，逾期无人认领，海北州
民政福利院通过海晏县民政扶贫开发局将为女婴办理他人
收养手续，特此声明。

声明人:海北州民政福利院
2020年1月8日

声明
将车号为青A39061的

道 路 运 输 证（证 号 ：
630104003138）遗失，特此
声明。

声明人：辜瑞谊
2020年1月8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公告
西宁睿一知识产权代理服务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马燕彬诉你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
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
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则依法缺席裁判。

2020年1月8日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消息 去年

6月 29日 16时许，深圳宝安国际机

场，海南航空一架国际航班抵达。其

中一个走出舱门的乘客名叫刘宝凤，

18年前，他是华泰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彩田路证券营业部总经理。

因挪用资金行为被举报，刘宝凤携妻

儿逃往海外。如今，53岁的他以“百

名红通人员”、职务犯罪嫌疑人的身

份回国投案，“我会配合调查，如实交

代过去的违法行为，并积极退赃。”

去年追逃追赃工作捷报频传、战

果持续扩大，刘宝凤回国投案、积极

退赃只是其中一个缩影。数据显示，

去年1至11月，全国共追回外逃人员

1841 人，其中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

816 人，追赃金额约 40.91 亿元人民

币，有力削减了外逃人员存量。

追回的每一个人、每一分钱，防

住的每一个外逃人员，背后都是党

中央有逃必追、一追到底鲜明态度

和坚定决心的有力彰显，是国家监

察体制改革后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

效能的生动实践。一年来，各级纪

检监察机关坚持治标与治本相结

合，一体推进追逃防逃追赃工作。

一方面，组织开展职务犯罪国际追

逃追赃专项行动，扎实开展重点个

案攻坚，“百名红通人员”莫佩芬、肖

建明、刘宝凤、黄平先后回国投案，

“百名红通人员”已有 60 人归案。

另一方面，将去年列为“追赃工作

年”，利用政府合作、违法所得没收

程序等手段，对境外赃款进行辨认、

查找、冻结、没收和返还，努力实现

境内赃款“藏不住、转不出”，境外赃

款“找得到、追得回”。

与此同时，防逃工作被摆在了

更高位置，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完善

防逃制度机制，注重补齐日常监督

短板，推动防逃程序嵌入审查调查

工作，对党员干部的外逃苗头做到

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切实筑牢

防逃堤坝。

去年1至11月

全国追回外逃人员1841人 追赃40.91亿元

声明
青A52938（普通二轮摩托

车）的目前实际所有人，自本声
明见报之日起，限你7日内与原
车主王家范联系，办理该车的所
有相关过户手续，否则该车所发
生的一切后果与原车主王家范
无关，特此声明。

声明人：王家范
联系电话：13997057793

2020年1月8日

声明
因不慎，将贾银民律师

执 业 证 （ 执 业 证 号
16321201610256863遗失，
特此声明。

声明人：贾银民
2020年1月8日

据中新网消息 国家文物局近日

印发《文物建筑开放导则》（以下简

称《导则》）。《导则》鼓励机关、团体、

企事业单位、集体和个人所有的文

物建筑对公众开放，鼓励采用新技

术、新理念科学阐释和展示文物建

筑的价值，鼓励开展公众参与、体

验、互动式活动。同时，文物建筑开

放应满足一定条件。

《导则》还明确，景区景点中的

文物建筑，应尽最大限度向公众全

面开放，可根据文物建筑特点和开

放需要，采取日游和夜间游览等分

时段开放方式，提升游客观光体验。

国家文物局：

景区文物建筑应尽最大限度开放

据中新网消息 1月 7日，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保障监察局

局长王程明确，克扣、无故拖欠农

民工工资，数额达到认定拒不支付

劳动报酬罪数额标准的，还有因为

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行为引起群

体性事件、极端事件造成严重不良

社会影响的，这两种情形应当被列

入拖欠工资的“黑名单”。

2017年 9月，人社部印发了《拖

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管理暂行

办法》，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017年 11月，人社部与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等 30 个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对严重拖欠农民工工资用人

单位及其有关人员开展联合惩戒

的合作备忘录》。按照这两个文件

的规定，被列入“黑名单”的用人单

位及其有关人员将推送至国家信

用信息共享平台，由相关部门按照

有关规定对这些违法单位和个人

在政府资金支持、政府采购、招投

标、生产许可、资质审核、融资贷

款、市场准入、税收优惠、评优评先

等诸多方面实施联合惩戒。

“黑名单”管理暂行办法规定，

两种情形被纳入“黑名单”：一是克

扣、无故拖欠农民工工资，数额达

到认定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数额

标准的，会被列入“黑名单”。二是

因为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行为引

起群体性事件、极端事件造成严重

不良社会影响的，以上两种情形应

当列入拖欠工资的“黑名单”。

同时规定，将劳务违法分包、

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

织和个人，造成拖欠农民工工资且

符合上述规定情形的，应当将违法

分包、转包单位及不具备用工主体

资格的组织和个人一并纳入“黑名

单”。

人社部：

无故拖欠农民工工资等应纳入“黑名单”

据新华社电 近日，针对群众

“看病难、就医烦”问题，黑龙江省

借助信息化手段不断加速就医“透

明感”建设。截至目前，全省二级

以上医院专家出诊等就医信息已

全部“上网”，方便患者查阅、预约。

为优化诊疗流程，去年，省市

县三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人、各医

院负责人，以普通患者身份到医院

“走流程、查问题”，促成“进一步改

善医疗服务 50 条措施”等实施。

建设的“健康惠民服务平台”，具备

线上预约挂号、移动支付、行风举

报等功能，全省已有290余家医院

接入。

根据第三方评估，去年以来，

全省三级医院预约检查人数增长

了 58%。有 170余家二级以上医

院采取信息化手段，推送检查结

果、诊疗建议，让患者只跑一次。

为确保就医体验、流程优化持

续见效，黑龙江省建立起“包保推

进”制度，省市县卫生健康部门累

计包保380余家医疗机构，以3年

为周期，每月不少于两次实地跟进

督办。

据新华社电 四川省农业农

村厅1月6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宣

布从今年开始，四川全面实施饲

料、兽药生产企业重点监控名单

和黑名单制度，切实改变“违法成

本低”的状况。

“饲料和兽药是养殖业发展

的物质基础和不可或缺的投入

品，是动物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

源头。”四川省农业农村厅饲料兽

药处处长周朝华说，尽管近年四

川饲料、兽药质量安全形势总体

较好，但饲料生产中超量、超范围

使用药物和添加剂，兽药生产中

非法添加、假劣兽药等问题仍时

有发生，饲料、兽药产品质量安全

与否将直接关系到养殖产业健康

发展，并影响乡村振兴和全面小

康进程。

今年四川省饲料、兽药生产

企业重点监控名单和黑名单制度

正式实施后，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列入“两个名单”的饲料、兽药生

产企业，形成失信受损的约束机

制，倒逼企业诚信经营。与此同

时，始终保持对违法违规行为的

高压严打态势，加大对违法违规

企业的处罚力度，切实改变“违法

成本低”状况，保障食品质量安

全。

黑龙江

二级以上医院专家出诊信息“网上见”

四川

切实改变“违法成本低”状态 保障食品安全

据人民网消息 1月 6日，今年全

国邮政管理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总结了去年工作，回顾了邮政法

修订施行 10 年来行业改革发展成

效，分析研判当前形势，全面部署加

强制度创新提升治理效能，明确提出

了今年邮政改革发展工作的总体要

求和主要任务。

会议指出，去年，邮政业改

革发展取得了新成效。预计全

年邮政业业务总量和业务收入

分别完成 1.6 万亿元和 9600 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 30%和 21%，

业务收入占GDP比重接近 1%。

快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分别完

成630亿件和7450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 24%和 23%。邮政普遍服务

和快递服务满意度稳中有升，消费者

申诉处理满意率达到 98.5%。邮政

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增

强，为“六稳”作出了积极贡献。

会议还明确了今年邮政业改革

发展工作的总体要求、主要预期指标

和重点工作任务。预计今年全年邮

政业业务总量完成 1.9万亿元，同比

增长 20%左右；业务收入完成 1.1万

亿元，同比增长 15%左右。其中，快

递业务量完成 740 亿件，同比增长

18%左右；业务收入完成 8660亿元，

同比增长16%左右。

2020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将超700亿件

他山山之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