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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公告
蒋志强（河南省封丘县鲁岗乡西蒋村北街12号，身份证号：
410727198909254434）：

本院受理原告韩乙俩四、马元青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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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为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
14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化隆县人民法院（群科新区）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2020年7月31日

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公告
朱遵律（江西省九江市狮子镇朗山村，身份证号：
360421196703192014）：

本院受理原告马占彪诉青海华盛建筑有限公司、你、化
隆县税务局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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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化隆县人民法院（群科新区）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2020年7月31日

青海省格尔木市人民法院公告
唐炬(身份证号：340521196706063033):

本院受理原告格尔木奇鲁木业经营店与被告唐炬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青 2801民初
107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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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满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
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20年7月31日

青海省格尔木市人民法院公告
徐杰(身份证号：610528198008182114):

本院受理原告唐川与被告徐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青2801民初1145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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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满15时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
本，上诉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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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

青海省格尔木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英德(身份证号：632126197312253112):

本院受理原告格尔木安迅汽车运输队与被告李英德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青 2801民初
95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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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满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
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20年7月31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公告
青海奎源商贸有限公司、张文举、朱晓岚、赵文、刘延芳、张
启才、赵芳兰:

原告青海省西宁市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桥
大街支行诉被告青海奎源商贸有限公司、张文举、朱晓
岚、赵文、刘延芳、张启才、赵芳兰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青0105
民初 5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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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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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

声明
车号为青 C06259(黄

色)的车辆道路运输证（证
号：632224001334）遗失，
并注销该车道路运输证，特
此声明。

声明人：刚察县
路通危货运输有限公司

2020年7月31日

声明
车号为青 C06018(黄色)的车辆道路运输证（证号：

632224001261）遗失，并注销该车道路运输证，特此声明。
声明人：刚察县路通危货运输有限公司

2020年7月31日

声明
车号为青 C05132(黄

色)的车辆道路运输证（证
号：632224000987）遗失，
并注销该车道路运输证，
特此声明。

声明人：刚察县
路通危货运输有限公司

2020年7月31日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法人、自然

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可以单

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凡欠缴土地出让

金的、已取得土地使用权一年闲置未开发等

行为的单位及其控股的股东（包括该单位控

股或投资的企业其他组织）以及法律、法规

另有规定的除外。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按照

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申请人可于2020年 7月 31日 9时

至 2020 年 8 月 27 日 16 时，持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信用代码证副本、资质证书、法定代

表人证明书、法人身份证复印件（自然人申

请的应提交身份证复印件）、银行资信证明

等有关文件到大通县自然资源局获取挂牌

出让文件，申请人须详细查阅了解本次挂牌

出让文件，有意参加竞买者提交书面申请。

五、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0

年8月27日16时，截止16时以后不再接受

提交的申请报名材料及任何补充材料。经审

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

条件的，我局将在2020年8月27日17时前

确认其竞买资格，并通知符合条件的竞买人。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的

地点为大通县自然资源局；挂牌时间为2020

年8月20日9时至2020年8月29日17时。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

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

定竞得人；

2、出让宗地面积以政府最终颁发的《不

动产权证》登记面积为准，国有土地出让价

款根据实际登记面积进行调整；

3、本次出让不接受电话、邮寄、口头竞

买申请；

4、建筑后退红线按规划设计要求执行；

5、此公告可登录中国土地市场网

（http：//www.landchina.com）和大通回族土

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网（http://www.datong.

gov.cn）进行查阅。

八、联系方式与银行帐户：

联系地址：大通县桥头镇人民路大通县

市民中心6楼

联系人：全延龙 陈斌

联系电话：0971-2721771

开户单位：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自然资

源局

开户行：青海大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园林支行

帐号：82010000000070235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

2020年7月31日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
2020年[2]号出让公告

规划
用途

出让面积

（㎡）

出让面积

（亩）

出让年限

（年）

竞买保证金

（万元）

挂牌起始价

（万元）

规划要求

容积率 绿地率 建筑密度
建筑限高

(M)

经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大通县自然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以下壹宗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附表如下）：

宗地编号 宗地位置

备注 根据《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国土厅关于经营性建设用地指标以及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有偿使用意见的通知》（青政办{2014}
140号），本次挂牌的1宗土地经营性建设用地指标有偿使用费，未计入土地挂牌起始价。

2020-GP-06 大通县桥头镇解放路
西侧、建安小区北侧

3534.26 5.30
商服40
住宅70 119.98 239.96 1.0≤R≤4.0 ≥26% ≤40% ≤60 商住

医疗卫生服务将逐步实现医

联体网格化管理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与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联合印发的《医疗联合体管

理办法（试行）》自 8月 1日起施行。

根据《医疗联合体管理办法（试

行）》，设区的地市和县级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制定本区域医联体建设规划，

根据地缘关系、人口分布、群众就医需

求、医疗卫生资源分布等因素，将服务

区域划分为若干个网格，整合网格内

医疗卫生资源，组建由三级公立医院

或者代表辖区医疗水平的医院牵头，

其他若干家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公共卫生机构等为成员的医联体。原

则上每个网格由一个医疗集团或者医

共体负责，为网格内居民提供一体化、

连续性医疗卫生服务。

《医疗联合体管理办法（试行）》要

求，医联体建设要坚持政府主导，切实

维护和保障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

性；坚持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引

导医联体内建立完善分工协作与利益

共享机制；引导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推

进疾病预防、治疗、管理相结合，逐步

实现医疗质量同质化管理。

银保监会新规从重处罚金融

违法违规行为
为统一规范机构改革后银行业和

保险业行政处罚程序，提升金融违法

违规成本，严肃整治金融市场乱象，

《中国银保监会行政处罚办法》自今年

8月 1日起施行。

《中国银保监会行政处罚办法》整

合优化了银行业、保险业行政处罚程

序，确立了程序合法、过罚相当等行政

处罚的基本原则，规定银保监会及其

派出机构设立行政处罚委员会，明确

立案调查部门、案件审理部门各自的

职责。

《中国银保监会行政处罚办法》注

重推动加大处罚执法力度，如优化管

辖规定，便于及时就近执法；明确对屡

查屡犯、不配合监管执法、危害后果严

重等行为，依法从重予以处罚；强调人

员责任追究，规定在处罚银行保险机

构时，要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法

律责任等。

再次提高部分退役军人和其

他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
8月 1日起，国家再次提高部分退

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

准。

根据退役军人事务部、财政部的

通知，伤残人员（残

疾军人、伤残人民警

察、伤残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伤残民兵民

工）残疾抚恤金、“三

属”（烈士遗属、因公

牺牲军人遗属、病故

军人遗属）定期抚恤

金，“三红”（在乡退

伍红军老战士、在乡西路军红军老战

士、红军失散人员）、带病回乡退伍军

人、参战参试退役军人、农村籍老义务

兵、烈士老年子女等生活补助，按平均

10%的标准继续提高。其中，对在乡

老复员军人的生活补助标准适当予以

倾斜。

理财产品

要认清标债资产类型
你的理财产品类型是“标”还是

“非标”？监管规则大不相同。8 月 3
日起，由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制定的

《标准化债权类资产认定规则》施行，

明确了标债资产和非标资产的界限、

认定标准及监管安排，这将有利于资

管行业、金融市场的规范发展和风险

防范。

《标准化债权类资产认定规则》是

资管新规的重要配套细则。根据认定

规则，国债、中央银行票据、地方政府

债券、企业债券、同业存单等明确为标

债资产，无需进行认定。而新增的其

他各类债权类资产，均可按相关程序

进行标债资产认定；若通过认定，资管

产品可投资该类标债资产以置换存量

的非标资产。

新华社北京 7月 30日电

请注意，这些新规8月起施行
居民看病

将逐步实现医

联体网格化服

务、银保监会新

规进一步提升

金融违法违规

成本、部分退役

军人和其他优

抚对象抚恤补

助标准再次提

高 …… 这 个 8

月，又有一批新

规开始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