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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马进风(身份证号码:632124198103191228):

本院受理原告史俊灵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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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2020年4月28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青海怡煜晨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大通县金岛汽车销售租赁有限公司诉青海怡煜晨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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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令被告返还原告保证金
30000元；2、被告返还自2019年8月28日至今欠付的欠款19691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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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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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祝晖年(身份证号码:632123199000115669X):

本院受理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宁铁路
支行与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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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

声 明
严 波 身 份 证

（630102197307041219）
不慎遗失，特此声明。

声明人：严波
2020年4月28日

据人民网消息 记者 4 月 26 日从最高

人民检察院了解到，最高检日前制发《检察

机关案件质量主要评价指标》（下称《评价

指标》），建立以“案-件比”为核心的案件质

量评价指标体系。据悉，这是检察机关首

次针对案件质量研制评价指标，通过 51组

87项评价指标的综合、灵活运用，可实现对

检察机关主要司法办案活动的质量评价。

《评价指标》涵盖“四大检察”“十大业

务”主要案件类型、主要办案活动、主要诉

讼流程，以及立案监督、直接受理侦查案

件、抗诉、纠正意见、检察建议、公益诉讼等

所有检察监督方式，共计 51组 87项。

通过不同指标的组合，一是可以实现

对某个地区、某个检察院、某个业务条线或

者业务部门、某个检察官办案质量的评价，

并可以进行地区之间、部门之间、个人之间

的横向对比。二是可以实现对涉及国家大

局或者中心工作的某类案件的质量评价，

如通过对相关办案情况的评价，多维度了

解落实平等保护民营经济、推进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的开展情况。三是可以实现对特

定诉讼环节办案质量的评价，如可以选取

不捕率与不捕复议/复核率、不捕复议/复核

改变率形成指标组，综合反映公安机关、检

察机关对于逮捕标准把握的差异程度、检

察机关不批准逮捕案件的办理质量以及检

察官释法说理工作的质量。另外，不捕率

这一指标也可以跨办案流程与捕后不诉率

指标组合运用，引导检察官准确把握逮捕

标准，避免错捕和不必要的羁押。

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 全国打击

侵权假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甘霖 4 月

26日说，我国在打击侵权假冒工作上强

化了司法保护力度，知识产权保护取得

新进展。2019年，公安机关破获侵权假

冒伪劣犯罪案件 1.6 万余起，抓获犯罪

嫌疑人 2.9万余名。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涉及侵权假冒伪劣犯罪案件 9200 余件

中的 1.6万余人。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4 月 26 日举行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与营商环境新进展

报告 (2019)》发布会。甘霖表示，2019
年，我国持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着力

优化营商环境。在体制机制方面，31个

省（区、市）打击侵权假冒工作领导小组

全部调整到位，形成横向协作、纵向联

动的打击侵权假冒工作格局。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负

责人李剑说，2019年全国法院共受理知

识产权各类案件 48 万余件，审结 47 万

余件，收结案增幅突破 40%，加大了对

知识产权犯罪行为打击力度，有效发挥

了刑罚惩治和震慑知识产权犯罪的功

能。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司

司长张志成说，我国强化知识产权源头

保护，提高商标、专利审查质量和效率，

进一步压缩审查周期。2019年，商标注

册平均审查周期已经缩短至 4.5 个月，

高 价 值 专 利 审 查 周 期 压 缩 至 17.3 个

月。同时，严厉打击专利非正常申请和

商标恶意注册行为，2019年通报非正常

专利申请 3.8 万件，驳回非正常商标申

请 3.9万件。

最高检首次针对案件质量研制评价指标
“案－件比”为核心

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宁夏兰宁机械化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100317894559M):

本院受理邵体琛与高万祖、宁夏兰宁机械化工程有限
公司居间合同纠纷上诉一案，因你单位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单位公告送达二审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法人身份证明书(模板)、授权委托书(模板)及诉
讼须知。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院定于
2020年 7月 2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2020年4月28日

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中 宅 建 设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630000679154574Q):

本院受理王金飞与青海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中宅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上诉一案，因你单位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二审应诉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法人身份证明书(模板)、授权
委托书(模板)及诉讼须知。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本院定于2020年7月3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九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2020年4月28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马建平(身份证号：630104197110180015):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与被
告马建平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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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2020年4月28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小明(身份证号:632122196906120712):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诉
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0)青 0102民初860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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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次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2020年4月28日

去年公安机关破获侵权假冒伪劣犯罪案件1.6万余起

据法制网消息 为确保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供应链

安全，维护国家安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

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等 12部门日前联合制

定《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

自今年 6月 1日起实施。

《办法》明确，网络安全审查坚持防范网络安全风

险与促进先进技术应用相结合、过程公正透明与知识

产权保护相结合、事前审查与持续监管相结合、企业

承诺与社会监督相结合，从产品和服务安全性、可能

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等方面进行审查。

《办法》明确，运营者采购网络产品和服务的，应

当预判该产品和服务投入使用后可能带来的国家安

全风险。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应当向网络

安全审查办公室申报网络安全审查。网络安全审查

办公室认为需要开展网络安全审查的，应当自向运营

者发出书面通知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初步审

查，包括形成审查结论建议和将审查结论建议发送网

络安全审查工作机制成员单位、相关关键信息基础设

施保护工作部门征求意见；情况复杂的，可以延长 15
个工作日。

《办法》要求，网络安全审查重点评估关键信息基

础设施运营者采购网络产品和服务可能带来的国家

安全风险，包括：产品和服务使用后带来的关键信息

基础设施被非法控制、遭受干扰或破坏，以及重要数

据被窃取、泄露、毁损的风险。产品和服务供应中断

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业务连续性的危害。产品和服

务的安全性、开放性、透明性、来源的多样性，供应渠

道的可靠性以及因为政治、外交、贸易等因素导致供

应中断的风险。产品和服务提供者遵守中国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情况。其他可能危害关键信息基础

设施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因素。

新华社北京4月27日电 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

日发布《关于发布就业补贴类政策清单

及首批地方线上申领平台的通知》（下

称《通知》），梳理形成了现行鼓励企业

（单位）吸纳就业和支持劳动者就业创

业的就业补贴类政策清单，并汇总了各

地线上申领平台。

此次发布的就业补贴类政策清单

包括鼓励企业（单位）吸纳就业政策、支

持劳动者就业创业的政策两部分。其

中，鼓励企业（单位）吸纳就业政策包含

职业培训补贴、社会保险补贴、公益性

岗位补贴、就业见习补贴、一次性吸纳

就业补贴 5类。

《通知》要求，各地要对照就业补贴

类政策清单，在确保中央政策落实落地

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实际，进一步细化

完善本地政策清单，明确补贴对象、补

贴标准、申领流程、受理机构、办理时

限、政策依据，并主动向社会公布。

《通知》明确，尚未实现线上申领的

地区，要加快进度，抓紧建立完善经办

信息系统，力争今年 6月底前实现线上

办理。对仍需现场办理的，要及时公布

受理机构、联系方式和地址，大力推广

电话申请、邮寄办理、代办服务等方式，

尽可能实行各类补贴政策不见面申领、

一次性办理。要切实精简材料，优化流

程，缩短办理时间，切实提升用人单位

和劳动者的获得感、满意度。

人社部、财政部发布就业补贴类政策清单

12部门联合出台《办法》

建立国家网络安全
审查工作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