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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马秀花(身份证号:630122199407037924):

本院受理原告马玉英与被告马秀花、马长清、马秀花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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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雷:

本院受理申请人青海市民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诉你房屋租赁纠纷一案，已
保全结束。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青 0102财保42号民事裁定书。本
院依法裁定:查封被申请人陈雷名下位于西宁市城西区商业巷11号楼2号楼4单
元4205室、西宁市城北区朝阳东路56号3号楼56-26号两处不动产(冻结期限
为3年)。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裁定，可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5日内向本院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
裁定的执行。 2020年8月28日

青海省格尔木市人民法院公告
许新平(身份证号：632801198602042415):

本院受理原告罗福伦诉被告许新平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 92 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青 2801 民初
116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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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
法院。 2020年8月28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青海灵杰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李宏斌诉你公司定金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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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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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青海灵杰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李琼诉你公司定金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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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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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

声 明
因不慎，将姓名为鲁照飞

（ 身 份 证 号 码 ：
622825199802040311）由原
住址青海省格尔木市昆仑路
派出所迁往中国陕西省西安
市雁塔区电子城派出所准迁
证（青迁字第10094008号）遗
失，特此声明。声明人：鲁照飞

2020年8月28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马琳(公民身份号码：630121197209013168):

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信义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
纠纷一案，因本院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请求判
令你偿还原告代偿款项212996.89元；支付资金占用费暂
计34593.03元(以代偿款为基准自2019年 9月 12日起至
2020年5月15日暂计，自2020年5月16日起至实际清偿
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按照年化 24%另计), 以上暂计
247589.92元；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你承担。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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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2020年8月28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尕藏仁青(公民身份号码：632128197312013015):

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信义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
纠纷一案，因本院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请求判令你
偿还原告代偿款项 116910.41 元；支付资金占用费暂计
16296.99 元(以代偿款为基准自 2019 年 10 月 17 日起至
2020年 5月 15日暂计，自2020年 5月 16日起至实际清偿
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按照年化 24%另计), 以上暂计
133207.40元；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你承担。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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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2020年8月28日

青海省达日县人民法院公告
未廷胜:

本院受理原告贾兴成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诉讼
请求如下: 1.依法判令被告未廷胜向原告贾兴成支付拖
欠的建材材料款 52656 元人民币；2. 被告承担诉讼费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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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讼风险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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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
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3日15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请准时参加诉讼，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2020年8月28日

青海省格尔木市人民法院公告
尹金海(身份证号：630105197707090334)：

本院受理原告李佩业诉被告尹金海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青 2801民初13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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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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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

青海省格尔木市人民法院公告
崔豫国(身份证号：632801195204100014)：

本院受理原告格尔木盐湖城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诉被告崔豫国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0)青2801民初14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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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青海省海西
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2020年8月28日

青海省格尔木市人民法院公告
赵新军(身份证号：320827197910016010)：

本院受理原告格尔木盐湖城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诉
被告赵新军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0)青 2801民初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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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
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2020年8月28日

赵尕成:
本院受理原告胡长莲诉被告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青0121民初2837号的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开
庭传票等相关应诉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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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二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2020年8月28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青海天丽湖农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青海天阳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诉你方建设
工程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
本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2020年8月28日

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宏玺:

本院受理原告王姬诉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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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2020年8月28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西宁房管家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30104MA754GJ198):

本院受理原告余华鑫诉被告西宁房管家房地产营销策划
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以及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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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
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2020年8月28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义西、布周:

本院受理原告青海东宝机械化工程有限公司诉被告义西、布周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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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令解除原、被告签订的《租赁协议》；判令被告义西给付逾期租赁费17266.76元、违约金
4316.69元，合计21583.45元；判令被告布周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支付责任；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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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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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

声 明
因不慎，将位于西宁

市城东区王家庄小商品批
发市场三期D楼一楼105
号铺面房屋使用证丢失，
特此声明。

声明人：沈云
2020年8月28日

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应诉开庭公告

交通运输部：

232个重大交通项目工程全部复工达产
据新华社电 商务部新闻发

言人高峰 8月 27日介绍，在前期

调研座谈的基础上，商务部正会

同相关部门研究制定制止餐饮浪

费的相关政策措施，支持行业协

会发挥自律作用，推动建立制止

餐饮浪费的长效机制。

高峰在商务部 8 月 27 日举

行的网上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

在完善餐饮节约规范方面，商务

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出台绿色餐

饮相关标准，制定、修订一批行

业标准，目前有的正在征求行业

和公众意见。商务部将根据各

方意见建议及时修改完善，争取

尽早出台。

据新华社电 记者 8 月 27 日从交

通运输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交

通运输部重点跟踪的 232个百亿元以

上的重大项目工程实现了 100%复工

达产，总体建设情况好于预期。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孙文剑介

绍，今年 1至 7月，全国共完成交通投

资 1795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9.4％，

其中，公路水路投资完成 13537亿元，

完成全年 1.8 万亿元投资目标任务的

75.2％，同比增长 12.1％。固定资产投

资连续 4个月实现正增长，7月份全国

完成交通投资 3458 亿元，同比增长

26.7％，增速较 6月加快 6.4个百分点。

货运量连续 3 个月实现正增长。

7月份完成全社会货运量 41.2亿吨，其

中公路货运量同比增长 3.1％；完成港

口货物吞吐量 12.5 亿吨，同比增长

6％；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2382万标箱，

同比增长 4.6％。

国内客运方面，7月份完成营业性

客运量 8.9亿人次，恢复至去年同期的

57.9％，恢复程度较 6 月提高 1.7 个百

分点；36个中心城市完成公共交通客

运量 41.1 亿人次，恢复至去年同期的

71.3％，恢复程度较 6 月提高 2.5 个百

分点。

商务部：推动建立制止餐饮浪费的长效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