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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求叁:

本院受理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宁城中支行
诉求叁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开庭传票(开
庭时间为2020年11月23日上午9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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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
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西宁市城
中区人民法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
席裁判。 2020年8月31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司旭:

本院受理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宁城中支行
诉司旭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开庭传票(开
庭时间为2020年11月23日上午9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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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
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西宁市城
中区人民法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
席裁判。 2020年8月31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纪云:

本院受理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宁城中支行
诉纪云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开庭传票(开
庭时间为2020年11月23日上午9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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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西宁市城中区
人民法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
判。 2020年8月31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布林:

本院受理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宁城中支行
诉布林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开庭传票(开
庭时间定为2020年 11月 23日，上午9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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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
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西宁
市城中区人民法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裁判。 2020年8月31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杰保:

本院受理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宁城中支行
诉杰保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开庭传票(开
庭时间为2020年11月23日上午9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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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西宁市城中区
人民法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
判。 2020年8月31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彬:

我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宁城西
支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因你下落不明，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风险提示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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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
延) 9时在本院六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2020年8月31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青 海 源 晶 正 商 贸 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6301033109156795)、贺 玉 平 (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659001197307090379):

本院受理原告青海亿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青海源
晶正商贸有限公司及贺玉平、第三人西宁博泽企业咨询管
理服务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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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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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之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
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审理。

2020年8月31日

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成鑫及法定代理人杨元宝、李秀梅:

本院受理原告崔延巍诉你健康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青0202民初1358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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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青海省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
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2020年8月31日

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公告
宋贤英：

本院受理原告刘炳元与被告宋贤英离婚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经本院多方查找仍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家事案件温情提
示、家事案件财产申报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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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次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家事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2020年8月31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应诉开庭公告
胡梦熊:

本院受理原告胥茂诉被告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青 0102 民初 2250 号的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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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15日内。并定
于2020年10月19日在本院东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2020年8月31日

声明：
因不慎，将青 AB1576 机动车道路运输证（证号：

630121000049）遗失，特此声明。
声明人：马晓明

2020年8月31日

据《检察日报》消息 记者从 8 月 27 日召

开的全国检察机关“抓实业绩考评、深化检

察改革、全面推进检察事业高质量发展”电

视电话会议上获悉，最高检以更大力度支持

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对去年专项清理中还未

解决的 1506件既未撤案又未移送审查起诉、

长期搁置的涉民营企业“挂案”逐案跟踪督

办。

今年以来，检察机关坚持依法保障企业

权益与促进守法合规经营并重，对涉案民营

企业负责人依法慎捕、慎诉，于 7月份部署了

涉非公经济控告申诉案件专项清理工作。

检察机关聚焦“三个效果”办好职务犯

罪案件，今年 1 月至 7 月共受理监委移送职

务犯罪 8859 人，已起诉 7954 人，不起诉 397
人，退回补充调查 3020 人次，退补率同比减

少 4.3 个百分点。更加注重处理好惩治与保

护的关系，尤其对涉企案件持续落实指导政

策：被索贿、没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依法不

按犯罪处理，对因正常经营活动而涉嫌行贿

的，积极配合调查、认罪认罚的，依法从宽处

理。查办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保持

良好势头，今年前 7 个月共立案侦查 665 人，

同比上升 63%。

最高检跟踪督办涉民企“挂案”1506件

据新华社电 近日，中央和国家机关

工委、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央直属机

关事务管理局联合印发行动方案，要求

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带头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坚决制止

餐饮浪费行为上走在前、作表率，建设让

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

关。

行动方案强调，各部门要加强宣传

教育，组织干部职工特别是党员干部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特别是制止餐饮浪费行为

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领导

干部带头示范，以党支部（党小组）为单

位召开“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餐饮浪费”

专题组织生活会，对标对表、自查自纠。

坚决制止机关食堂浪费，严格成本控制，

对食材人均消耗进行定量统计分析，制

定餐饮文明公约，设立流动监督员，推进

“光盘行动”常态化，加强厨余垃圾资源

化利用。严格公务活动用餐管理，依规

严控公务活动数量、时间和规模，严格执

行会议、培训、公务接待、出差用餐标准，

推行简餐和标准化饮食。强化所属单位

餐饮管理，指导督促所属企事业单位特

别是教育培训机构、宾馆饭店等制定餐

饮节约具体措施，提高食材利用率，降低

支出成本，大力倡导文明用餐、人走桌

清。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把厉行节约、坚

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为各级党组织落

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重要内容，

纳入本部门巡视督查、模范机关创建、文

明单位创建以及优良家风教育，完善相

关制度规定，建立会商评估机制，加强监

督检查，深入推进节约型机关建设，以良

好机关作风引领社会风尚。

据中国警察网消息 公安部交管局 8 月 28 日召开交

警队伍教育整顿暨顽瘴痼疾专项整治部署会，要求各地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训词精神和中央政法委、公

安部的部署要求，在全国交警队伍开展教育整顿暨顽瘴

痼疾专项整治，坚决整改一批严重损害交警队伍执法形

象的突出问题，坚决查处一批胡作非为、违法乱纪的不

法人员，坚决斩断一批内外勾结违规操作的利益链条，

切实清除顽瘴痼疾，树立新风正气。

会议要求，各地公安交管部门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训词精神，将教育整顿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训词精神相结合，与推进交警队伍执法规范化建

设和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相结合，

与深化公安交管“放管服”改革相结合，与预防道路交通

事故“减量控大”工作相结合，以工作成效和群众满意度

检验教育整顿实效。要突出政治建警、从严治警，深入

推进交警队伍教育整顿工作。

会议强调，要紧盯社会关心关注和群众深恶痛绝的

问题、队伍和执法中易发多发的规律性问题、制约队伍

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问题，紧扣“学习、排查、整改”三

个关键环节，狠抓学习教育，弘扬英模精神，激励实干担

当；狠抓问题排查，通过查制度、查记录、查案卷、查现

场，深入挖掘问题线索；狠抓整改落实，坚持靶向整治、

标本兼治，既要推进“当下改”举措，又要健全“长久立”

机制。各地要以严明的责任抓好组织部署，以务实的作

风抓好试点先行，以严密的手段抓好问题排查，以严格

的督导抓好问题整改，以严肃的问责抓好整改推进，确

保交管队伍教育整顿活动取得实效，着力锤炼“四个铁

一般”的交管队伍。

据人民网消息 日前，记者从国家税

务总局获悉，《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

法》将于今年 9月 1日起施行，这是落实

税收法定原则和完善地方税体系的重要

举措。税务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及时制定征管办法，同

步调整信息系统，不断优化纳税服务，持

续加强宣传解读，推动资源税法顺利实

施，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助力绿色发

展。

国家税务总局财产和行为税司司长

卜祥来介绍，相比资源税暂行条例，资源

税法对税目进行了统一规范，调整了具

体税率确定权限，规范了减免税政策。

同时，根据资源税法授权规定，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也陆续审议通过了本地区

应税资源的具体适用税率、计征方式和

减免税具体办法。

公安部交管局

部署交管队伍教育整顿
暨顽瘴痼疾专项整治

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等三部门

印发制止餐饮浪费行为行动方案

国家税务总局：资源税法9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