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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西宁华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原告青海恒鼎会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诉你公司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原告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现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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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2020年5月18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田圆(身份证号:630102199012231225):

本院受理原告戎天涛与被告田圆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2020年5月18日

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二龙、海东市乐都区申记建材厂、海东市龙宇建材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海东信融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诉你们
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青0221民初
1355号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答辩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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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在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看守所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2020年5月18日

青海省贵南县人民法院公告
索南措：

本院受理原告多杰才旦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青2525民初22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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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

青海省格尔木市人民法院公告
杨勇:

本院受理的原告吕杰与被告杨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答辩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限期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法庭辩论终结前，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
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2020年5月18日

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晓敏:

本院受理原告白海军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青0121民初158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一、准予原告白海军与被告李晓敏离婚；二、
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原告白海军负担)。由你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未领取则视为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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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

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人民法院公告
冯辉雷:

本院受理原告马雁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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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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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

据法制网消息 记者 5 月 14 日从最高人民检察

院获悉，去年，有 689 名涉罪未成年人经检察机关帮

教后考上了大学。

据了解，去年 1 至 11 月，共批准逮捕 2.91 万人、

起诉 3.83 万人；对轻微犯罪坚持依法从宽，共不批捕

1.5 万 人 、不 起 诉 1.2 万 人 。 去 年 前 11 个 月 ，共 对

6265 名犯罪嫌疑人附条件不起诉并加强帮教考察，

同比上升 9.67%。

最高检第九检察厅厅长史卫忠介绍说，对于未

达刑事责任年龄的涉罪未成年人，检察机关也不是

一放了之，而是探索建立有效的干预矫治机制。近

年来，为有效解决训诫、责令严加管教、政府收容教

养等措施操作性不强、适用率不高、难以发挥作用

等问题，上海、四川、江苏、河南、北京等一些地方检

察机关探索开展了临界预防、保护处分等工作机

制，取得较好效果。

与此同时，检察机关突出打击涉未成年人多发、

严重犯罪。严厉打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去年前

11 个月共起诉强奸、猥亵等犯罪案件约两万人。从

严惩治黑恶势力拉拢、迫使未成年人参与黑恶组织

等犯罪活动，从严办理了浙江杭州吴某等人涉黑

案、江西兴国“天眼帮”案等一批侵害未成年人黑恶

犯罪案件。

去年689名涉罪未成年人
帮教后考上大学

据法制网消息 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 5 月 14 日举行的检察机关群众信访件件

有回复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去年 3 月至今年

3 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收到群众信访 97.1 万

余件，均做到 7 日内“应回尽回”“能回尽

回”；先后有近 14 万件符合检察机关受理条

件的案件满 3 个月答复期，答复办理结果或

进展的有近 13.9万件，答复率为 99.3%。

其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共接收群众来信

188755 件，符合最高检管辖的案件有 2469
件，均实现了 7 日内程序回复和 3 个月内办

理过程或结果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陈国庆介绍

说，为巩固深化群众信访件件有回复制度，

检察机关开展大检察官接访与公开听证工

作。去年，全国各省级检察院检察长、副检

察 长 共 接 待 群 众 来 访 656 件 ，同 比 上 升

14.7%，166 件在短时间内得到有效化解；全

国检察机关共开展公开听证 1257场；其中最

高检开展 8场，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参

加，采取四级检察机关联合办案的方式释法

说理、答疑解惑、帮扶救助，最终实现案结事

了。

此外，发布会还通报称，2019 年，通知侦

查机关撤销案件 1150件，监督纠正率 55.4%；

提出变更强制措施建议 2774人，被采纳 2538
人，采纳率 91.5%。开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

专项活动，共审查办理侵犯律师执业权利控

告申诉案件 1390 件，查实 1170 件，查实率为

84.2%，同时在全国各级检察机关设置律师

专用通道和专门会谈室，取消对律师的安

检。

国新办举行发布会

近百万群众信访检察机关均能回尽回

据生态环境部网站消息 近日，生

态环境部、工信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

关于调整轻型汽车国六排放标准实施

有关要求的公告。公告称，自今年 7月

1 日起，全国范围实施轻型汽车国六排

放标准，禁止生产国五排放标准轻型

汽车，进口轻型汽车应符合国六排放

标准。

公告指出，对今年 7 月 1 日前生产

（机动车合格证上传日期）、进口（货物

进口证明书签注运抵日期）的国五排

放标准轻型汽车，增加 6个月销售过渡

期，2021 年 1 月 1 日前，允许在全国尚

未实施国六排放标准的地区（辽宁、吉

林、黑龙江、福建等省份全部地区，以

及山西、内蒙古、四川、陕西等省份公

告已实施国六排放标准以外的地区）

销售、注册登记。

此外，轻型汽车国六排放标准颗粒

物数量（PN 限值）6.0×1012 个/千米过

渡期截止日期，由 2020年 7月 1日前调

整为 2021 年 1 月 1 日前。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所有生产、进口的国六排放标准

轻型汽车，PN 限值应符合 6.0×1011 个/
千米要求。

公告还指出，汽车生产、进口企业

作为环保生产一致性管理的责任主

体，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

治法》和有关规定，在产品出厂或货物

入境前公开车型排放检验信息和污染

控制技术信息，确保实际生产、进口的

车辆达到排放标准要求。

据央视网消息 5 月 14 日，教育部

举行新闻发布会。教育部基础教育司

司长吕玉刚介绍了疫情防控期间中小

学在线教学情况。吕玉刚表示，下一

步，将加快推进线上优质教育资源建

设与共享，缩小城乡差距。

据介绍，去年，全国 98.4%的中小

学（含教学点）实现网络接入，90.1%的

中小学已拥有多媒体教室，“一师一优

课、一课一名师”活动参加教师超过

1000 万人次，这些成果为这次疫情“大

考”奠定了坚实基础。截至今年 5月 11
日，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浏览次数

达 20.73亿，访问人次达 17.11亿。

吕玉刚表示，这次线上教育为保障

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学”发挥了重要作

用，促进了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共用，

特别是为薄弱学校、艰苦边远农村地

区输送了优质资源。下一步将研究开

发系统的、全面的一整套课程资源，服

务学生的自主学习。同时，将加快推

进线上优质教育资源建设与共享，缩

小城乡差距。

据中新网消息 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 5 月 14 日发布公告，公布了电影

等行业的税费支持政策。

自今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对纳

税人提供电影放映服务取得的收入免

征增值税。电影放映服务，是指持有

《电影放映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利用专

业的电影院放映设备，为观众提供的

电影视听服务。

对电影行业企业 2020 年度发生的

亏损，最长结转年限由 5 年延长至 8

年。电影行业企业限于电影制作、发

行和放映等企业，不包括通过互联网、

电信网、广播电视网等信息网络传播

电影的企业。

自今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免征

文化事业建设费。

公告发布之日前，已征的按照公告

规定应予免征的税费，可抵减纳税人

和缴费人以后月份应缴纳的税费或予

以退还。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同日还公

布，暂免征收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

资金。

湖北省自今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免征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自今年 1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免征国家电影事业发展

专项资金。符合规定的免征条件，但

缴费人已缴费的，可抵减缴费人以后

月份应缴纳的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

资金或予以退还。

四部门：7月1日起禁止生产国五排放标准轻型汽车

两部门公布:支持电影等行业税费政策

教育部：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缩小城乡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