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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公告
雷有花：

本院受理原告刘强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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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后次日上午10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数字法庭五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2020年4月24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董智勇: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
宁市城中支行诉你银行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起诉书请求:1、判令被
告向原告归还借款 9285.89 元，并承担逾期利息、费用
3799.19 元，合计 13085.08 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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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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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4月24日

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孙院生:

本院受理原告叶兆欣诉被告孙院生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青0221民初11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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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20年4月24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韩阿乙草(身份证号:632128199102151056):

本院受理了原告张春兰与你典当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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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30分(遇法
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2020年4月24日

国家税务总局西宁市税务局稽查局公告
宁税稽公﹝2020﹞7号

西 宁 恒 鼎 商 贸 有 限 公 司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91630105074554903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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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
书》(宁税稽罚告﹝2020﹞16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管理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拟对你公司少缴税款507,016.85
元处以百分之五十的罚款，计253,508.43元。你公司有陈述、
申辩的权利。请在我局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到我局
进行陈述、申辩或自行提供陈述、申辩材料；逾期不进行陈述、
申辩的，视同放弃。若拟对你罚款2000元(含2000元)以上，
拟对你公司罚款10000元(含10000元)以上，你公司有要求听
证的权利。可自收到本公告书之日起3日内向本局书面提出
听证申请；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听证权利。本公告自发出之
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2020年4月24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青海正信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陈梅慧诉青海正信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青海青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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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起诉书请求:1、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劳务费用32473及
经济赔偿金16237元，合计48710元；2、本案诉讼费及保
全费由被告承担。限你公司自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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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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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4月24日

声明
因不慎，将法定代表人为白魁，经营地址为青海省

西宁市城东经济开发区昆仑东路 49 号泛泰依山郡 24
号楼，公司名称为青海和乐商贸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
（注册号：91632900MA752QGT5W）正副本不慎遗失，
特此声明。

声明人：青海和乐商贸有限公司 白魁
2020年4月24日

声明
以下工作人员长期旷工，严重违反我公司劳动纪

律，请下列人员自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日内到我公司
有关部门办理解除劳动合同的相关手续，逾期不到者视
为自愿放弃相关权利，特此声明。

附：解除劳动合同人员名单：
李国栋 于县伟 刘春生 许云方 潘辉
刘宝 李文强 畅江蛟 孙亚平 李顺明
声明人：义马煤业集团青海义海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4月24日

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人民法院公告
范国英:

本院受理原告海东市乐都区裕久丰商贸有限公司诉你房屋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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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如不按期到庭将依
法缺席判决。 2020年4月24日

据中新网消息“一些黑恶势力利用刑法

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有意将未成年人

作为发展对象，以此规避刑事处罚。”最高人

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万春 4 月 23
日在一场发布会上说。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

部、司法部联合制定《关于依法严惩利用未

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对严惩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

势力犯罪的行为，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合法

权益作出规定。

万春说，《意见》明确“利用未成年人实

施黑恶势力犯罪”的五种行为，明确利用未

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应当从重处罚的

九种情形，明确对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

黑恶势力首要分子、骨干成员、纠集者、主犯

和直接利用者五类人员从重处罚。

《意见》要求在侦查、起诉、审判、执行各

阶段，全面体现依法从严惩处；要求积极参

与社会治理，实现对罪错未成年人的标本兼

治。根据《意见》，各方将推动建立未成年人

涉黑涉恶预警机制，及时阻断未成年人与黑

恶势力的联系。

最高检当日还发布三起依法严惩利用

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典型案例。其

中，以谢某某为组织、领导者的黑社会性质

组织，先后拉拢、招募、吸收 18名未成年人实

施寻衅滋事、聚众斗殴、敲诈勒索等一系列

违法犯罪活动，且被利用的 18名未成年人中

有 16 名未满十六周岁，大部分还是在校学

生。

“应当对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的

首要分子谢某某按照该组织所犯的全部罪

行，从重处罚。”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

究室主任高景峰透露，谢某某最终获刑十三

年六个月，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最高法等四部门：

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公告
顾永琳(公民身份号码：63012119900414223X):

本院受理原告张有梅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青 0121民初 3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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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

青海省贵南县人民法院公告
吴寿邦:

本院受理原告关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青 2525民初 4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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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海南藏族自治州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20年4月24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西 宁 市 城 中 区 仁 增 小 吃 店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630103MA75NQ8799)、 仁 增 ( 身 份 证 号:
632112199008163017):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海东市世纪华联商贸连锁有限
公司西宁分公司与被执行人西宁市城中区仁增小吃店(经
营者:仁增)租赁合同纠纷执行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青 0103执 159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被执行
人财产申报表、执行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2020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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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受理原告盛兆山诉被告青海助盟矿业有限公司运
输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本院(2020)青0103民初55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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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万利建设有限公司:

原告狄海军诉被告万利建设有限公司西宁第一分公
司、第三人西安飞机工业装饰装修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你
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2019)青 0103 民初 35 号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

2020年4月24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浙江巍山建设有限公司、浙江巍山建设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孙增寿诉你二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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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4日

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公告
马阿财:

本院受理的原告马何者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官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2020年4月24日

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公告
斗三生保:

本院受理的原告赵英春花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官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2020年4月24日

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公告
尼玛: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怎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官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2020年4月24日

重罚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的五类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