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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法制网消息 最高人民检察

院 4 月 16 日召开“守护海洋”检察

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总结电视

电话会议通报称，为期一年的专项

监督活动，检察机关共督促清理沿

海滩涂固体废物 126885 吨，垃圾

332287 立 方 米 ，违 规 养 殖 场 426
处；封堵和治理入海排污口 260个；

治理海域面积 815 平方公里；修复

海岸线 25.3公里、河道 168公里；增

殖放养 13436 万尾，追缴各类赔偿

修复金共 2.18亿元。

最高检第八检察厅厅长胡卫

列介绍说，专项监督活动部署于

2019年 2月，主要从入海排污口设

置不规范、陆源污染防治力度不

够、海上污染防控措施执行不到

位、海洋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相对

滞后、海洋环境监督管理制度落实

不到位 5个监督重点全面发力。

一年来，沿海检察机关海洋公

益诉讼案件办理全面展开，收效明

显，共摸排线索 2468件，立案 1773
件，发出诉前检察建议 1411 件，公

告 85件；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 152
件，其中行政公益诉讼 7件，民事公

益诉讼 34件，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 111件。

陆源污染也是造成海洋生态

损害的重要方面。专项活动中，各

级检察机关积极做好陆海统筹，河

海共治，同步抓好陆源性污染的监

督治理。辽宁省境内河流众多，全

部流入渤海、黄海，辽宁省检察机

关全省联动，非沿海的 8个市以入

海河流污染防治为重点开展监督

保护行动。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

人民检察院对海岸 7个生活小区存

在私设排污口、污水直排入海的情

况，分别向环保和市政部门发出检

察建议，并多次召开有街道和居民

代表参加的听证会，推进整治项目

的批复和建设，实现近 3公里的海

岸线生活污水零入海。

据《经济日报》消息 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新闻中心 4月 16日召开记者见面会，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焦雅辉介绍老年新冠

肺炎患者医治成效。

焦雅辉表示，武汉现阶段新冠肺炎整体治愈率

达 94%，重症患者治愈率超过 89%。高龄患者救治

方面，80 岁以上的高龄患者重症发生比例为普通

人群的两倍，80 岁以上高龄患者救治成功率接近

70%。

“我们总结出‘5个结合’的新冠肺炎救治工作

经验。”焦雅辉介绍，第一是基础医学和

临床医学相结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

第七版加入了病理研究内容，通过对因

新冠肺炎逝世患者的尸体进行解剖，了

解疾病发生机理，从而指导救治工作。

第二是前方和后方相结合。采取整

建制接管医院方式，一线医务工作人员

通过互联网与原来所在医院进行合作，

突破时空限制。

第三是医疗与护理相结合。在此次疫情救治

过程中发现，许多重症患者有多个脏器损伤，加强

基础护理对整个治疗效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四是医疗和管理相结合。多家医院成立了

联合医务部、护理部、院感办，每天会有疑难病例会

诊、死亡病例讨论、多学科诊疗等，严格落实各项制

度，成立插管、护心、护肾、护肝等小分队。

第五是中西医相结合，中医是中国疫情防控的

优势，90%以上的重症患者使用了中西医结合的治

疗方案。

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胡爱华:

本院受理上诉人谈永刚与被上诉人胡爱华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作出(2020)青01民终769号民事裁定书，因你下
落不明无法送达，现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2020年4月20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玉福(身份证号:632122198109120014):

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青海西宁农村商业股份有限公
司沈家寨支行与被执行人刘玉福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青0103执435号执行通知书、报告
财产令、财产申报表、传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

2020年4月20日

青海省格尔木市人民法院公告
杨继军(身份证号:642221197205071255):

本院受理原告仲尕诉被告李文虎、杨继军、杨世斌、固原经济开发区博凯货物运输有限公
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固原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青海省格尔木市人民法院(2019)青2801民初27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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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
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2020年4月20日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窦军(身份证号:632124197411251750)、张成兰(身份证号:632122197810296822)、马万胜
(身份证号:632122197305206638)、朵五三(身份证号:632822196608032018):

本院受理青海泰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韩兴春、窦军、张成兰、李秀娟、马万胜、朵五三等
追索劳动报酬纠纷再审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等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答辩期、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2020年4月20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矫志卿(身份证号:220582198008173918)、马富梅(身份证号:
632124197801162542)、 马 富 秀 ( 身 份 证 号:
632124197211172580):

原告青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诉你们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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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积贵(身份证号:632123195501201137):

本院受理的原告韩爱玲诉你等4被告合伙协议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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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限届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2020年4月20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韩雪峰(身份证号:630102197908140036):

本院受理的原告西宁立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韩
雪峰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0)青0103民初78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一、被
告韩雪峰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向原
告西宁立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20000元及
2018年6月4日起至2020年2月26日期间，因逾期还款按
年利率6%计发生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2073元，共计22073
元。二、被告韩雪峰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支付原告西宁
立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020年2月27日起至借款本金实际
清偿之日期间，按年利率6%计算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三、
驳回原告西宁立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
件受理费406元，已减半收取203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西
宁立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50元，被告韩雪峰负担153元
(此款随上述款项一并给付原告西宁立豪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限你自发出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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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20年4月20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侯生文(身份证号:632124196701112017):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祁佰宏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向你公告送达(2020)青0103执442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
令、被执行人财产申报表、传票、执行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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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青0103民初2080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2020年4月20日

最高检

国家卫健委

80岁以上高龄患者救治成功率接近70%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青 海 助 盟 矿 业 有 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630103MA752WCT6F )

本院审理原告严荣才与被告青海助盟矿业有限公司运输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0 )青
0103民初4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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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20年4月20日

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传山：

本院受理原告白建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青0202民初2110号民
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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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青海省海东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20年4月20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青海煜展东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青海中油新兴能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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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
判。 2020年4月20日

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人民法院公告
蔡金仁:

本院受理原告张拉木四吉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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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汉庄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2020年4月20日

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登全:

本院受理原告才仁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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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上午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拉拉口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2020年4月20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青海房易安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青海房易安房地产营
销策划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陈雷翔:

本院受理原告姜治林诉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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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2020年4月20日

督促清理沿海滩涂固体废物12.6万余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