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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仕湖、蔡学清:
本院受理原告陈林诉被告谢仕湖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贵

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2019)黔0402民初331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依法判决:由被告谢仕湖
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偿还原告陈林借款本金人民币20000元及利息(从2017年5月1日起,以
2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支付,利随本清,已付利息2500元从中抵扣)。被告如果未按判
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人民币540元,公告费人民币300元,合计人
民币840元,由被告谢仕湖承担(该款原告已预交,由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直接支付给原告,
原告不再向本院申请退取)。本院受理原告陈林诉被告蔡学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2019)黔0402民初3311号民事判决书。本院
依法判决:由被告蔡学清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偿还原告陈林借款本金人民币37500元及利息(从
2018年2月25日起,以375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支付,利随本清,已付利息7500元从中
抵扣)。被告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人民币1056元,公告费
人民币300元,合计人民币1356元,由被告蔡学清承担(该款原告已预交,由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五
日内直接支付给原告,原告不再向本院申请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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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判决书,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特此公告

四川晟麒实业有限公司、黄文：
本院受理原告叶国湘诉被告四川晟麒实

业有限公司、黄文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本院依法判决：一、被告
四川晟麒实业有限公司、黄文于本判决生效
后五日内连带向原告叶国湘退还保证金20万
元，并支付自 2018 年 2 月 2 日至保证金付清

之日，以 20 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
期贷款利率计算所得的利息；二、驳回原告叶
国湘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50元，
由被告四川晟麒实业有限公司、黄文负担(该
受理费原告已预交，被告在履行前述义务时
一并支付给原告，原告不再向本院退取)。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

法院(2019)黔 0402 民初 454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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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全市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广大市民、游客：
为进一步丰富王若飞故居陈展内容，完善史实资料，提升陈展品质，我

馆于2019年11月5日闭馆实施“王若飞故居陈列馆免费开放陈列布展”项
目，现该项目已顺利完工，将于2020年1月19日全面正式对外开放，诚挚
欢迎社会各界人士前来参观。

开馆时间：每周二至周日9：00——17：00（周一闭馆），节假日期间正
常开馆；

预约参观电话：0851——33253606 33251251
地址：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中华北路22号

特此公告

安顺市王若飞故居管理处
2020年1月13日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公告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公告

安顺市王若飞故居管理处开馆公告

关于办理移出企业经营异常名录手续的提示

各位企业负责人：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实施以来，我市部分企业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多

方面受到多部门的失信联合惩戒。
为避免造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后果，请各位企业负责人务必高度重视，自行

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贵州）”查询有关信息，如果已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
名录，请抓紧与登记机关联系办理移出异常名录手续。

安顺市市场监管局 33359708 西秀区市场监管局 33522335
平坝区市场监管局 34664537 普定县市场监管局 38222479
镇宁县市场监管局 36227813 关岭县市场监管局 37767458

紫云县市场监管局 35230245 安顺经开区市场监管局 33756523
黄果树市场监管局 33592315

全市市场监管系统移出经营异常名录联系电话

新华社华盛顿1月14日电 美国国
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麦康奈
尔14日说，参议院可能于下周开始审理
针对总统特朗普的弹劾案。

麦康奈尔对媒体说，如果众议院15
日批准向参议院递交弹劾条款，参议院
本周将能够完成一些铺垫工作，可能使
得弹劾案审理于21日开始。

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佩洛西14日
发表声明说，众议院将于15日就向参议
院递交弹劾条款和任命弹劾案“管理
人”举行表决。在弹劾案审理中，“管理
人”角色类似于庭审中的检方。

由民主党人掌控的众议院去年12
月表决通过两项针对特朗普的弹劾条

款，正式指控他滥用职权和妨碍国会。
特朗普由此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三位遭
众议院弹劾的总统。

众议院并未立即向参议院递交弹
劾条款。佩洛西借此施压麦康奈尔同
意民主党人就参议院弹劾案审理作出
的提议，但麦康奈尔一直未予接受，僵
局持续至今。

佩洛西去年9月宣布启动众议院针
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众议院情报委
员会等随后就特朗普寻求他国帮助调
查政敌以助自己连任等指控展开调查
工作。

特朗普否认自己有任何过错，并频
繁抨击民主党人，称弹劾案是“骗局”。

美国会参议院可能下周开始
审理特朗普弹劾案

新华社伦敦1月14日电 英国首相
鲍里斯·约翰逊14日明确拒绝苏格兰要
求于今年举行二次独立公投的要求，称二
次公投会让苏格兰再度陷入政治僵局。

约翰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苏格
兰曾在2014年举行过独立公投，而苏
格兰政府首席大臣、苏格兰民族党党魁
妮古拉·斯特金此前就曾承诺，独立公
投“一代人只能有一次”。

斯特金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
说，约翰逊拒绝苏格兰在年内举行二次
独立公投在“意料之中”，但却是“自欺
欺人”。她坚称，苏格兰应有权选择是
否独立。

斯特金表示，苏格兰政府将在月底

前决定下一步行动。
斯特金去年7月曾致信约翰逊，称

“无协议脱欧”将损害苏格兰经济。她
在去年10月举行的苏格兰民族党大会
上提出苏格兰要求在今年举行第二次
独立公投。

按照相关规定，苏格兰要发起独立
公投须得到英国议会批准。

有舆论认为，英国“脱欧”为苏格兰
独立带来契机。苏格兰与欧盟经济关
系紧密，多数苏格兰选民在2016年“脱
欧”公投中选择了支持“留欧”。

2014年9月，苏格兰曾就是否脱离
英国独立举行公投，最终以55%反对、
45%支持的结果选择留在英国。

英国首相拒绝苏格兰举行
二次独立公投要求

新华社加
拉加斯1月14
日电 委内瑞
拉总统马杜罗
14日在制宪大
会发表国情咨
文时提出委政
府2020年的 7
项工作计划，
以保证国内政
治、经济和社
会稳定。

马 杜 罗
说，委政府今
年第一项工作
计划是维护国
家和平与政治
稳定，积极推
动国内民主和
选举进程；第
二是保卫国土
安全，改善全
国治安，为此
委政府计划于
2月15日和16
日举行由委军
队与民兵联合
进行的军事演

习；第三是促进经济增长，满足人
民需求。为此，委政府将竭力凝聚
国内劳动者、私营资本和国际投资
者的共识，达成经济增长目标。

此外，委政府还将不断改善社
会保障，加强基层组织能力；提高
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解决人民生
活面临的困难；加大和平外交力
度，促进地区团结合作；深化政府
内部改革和转型，打击贪污腐败和
官僚主义，坚决惩处和撤换不称职
官员。

马杜罗说，今年委内瑞拉将举
行议会选举，委政府将尽全力为
本次选举顺利举行创造最好的保
证条件，并邀请联合国、欧盟、非
盟以及除了美洲国家组织外的所
有国际组织派遣观察员监督选举
进行。

在2015年底的议会选举中，
委反对党联盟赢得112个席位，执
政党获55个席位。委内瑞拉政府
近期已多次表示执政党完全有信
心赢回议会控制权。

新华社基辅1月15日电 据乌克兰
总统网站14日晚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
斯基当天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通电话，
双方表示将在交换坠机调查信息和与
伊朗沟通方面加强合作。

通话中，特鲁多请求泽连斯基与伊
朗当局对话，以帮助确认包括加拿大公
民在内的遇难者遗体的身份。

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方面愿全面
协助加拿大调查人员。在完成必要手
续后，乌克兰愿在运送加拿大遇难人员
遗体方面提供后勤支援。

双方还表示，将互相协作，确保击落
客机的相关责任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据悉，由遇难人员国家外交部长领
导的协调和反应小组将于16日在伦敦

举行会议。
本月8日，乌克兰国际航空公司一

架波音737-800客机从伊朗首都德黑
兰的霍梅尼国际机场起飞前往乌首都
基辅，但起飞不久后坠毁，机上167名乘
客和9名机组人员无一生还，遇难者包
括伊朗、加拿大、乌克兰等多国公民。
伊朗军方11日发表声明说，客机被伊朗
军方“非故意”击落，系“人为错误”所
致。

伊朗总统鲁哈尼14日要求伊朗司
法部门成立一个由高级法官和十名专
家组成的“特别法庭”，进一步查明乌克
兰客机事件原因。据伊朗官方通讯社
14日报道，伊朗司法部门已逮捕数名与
乌克兰客机事件相关人员。

乌克兰与加拿大表示
将加强在伊朗坠机调查合作

新华社安卡拉1月14日电 土耳其
总统埃尔多安14日要求利比亚武装力
量“国民军”停火。德国政府同一天发
表声明说，利比亚问题国际会议将于19
日在柏林召开。

埃尔多安14日在议会会议上说，如
果利比亚“国民军”继续向利首都的黎
波里和目前控制的黎波里的利比亚民
族团结政府军队发动进攻，土耳其将毫
不犹豫地给予“国民军”领导人哈夫塔
尔“应得的教训”。

埃尔多安还说，13日在俄罗斯首都
莫斯科就利比亚内战停火问题举行的
谈判是“积极的”。

利比亚冲突双方以及俄罗斯和土
耳其两国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13日在
莫斯科进行了数小时的谈判。利民族
团结政府领导人签署了停火协议，哈夫
塔尔则表示还需对协议进行研究才能
决定是否签字。俄罗斯国防部14日表
示，谈判的主要成果是“各方同意无限
期延长停火”，这将为近期在柏林举行
的利比亚问题国际会议创造有利氛围。

另据德国政府14日的声明，利比亚
问题国际会议将于19日在柏林召开，来
自俄罗斯、土耳其等11个国家和联合
国、欧盟、非盟、阿盟等国际组织的代表
将寻求和平解决利比亚冲突的办法。

利民族团结政府总理萨拉杰和“国民
军”领导人哈夫塔尔受邀出席会议。

声明说，会议旨在支持联合国秘书
长古特雷斯和联合国秘书长利比亚问
题特别代表加桑·萨拉姆的工作，即在
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帮助下，维护利
比亚主权并启动利比亚内部和解进程。

2011年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后，利比
亚陷入动荡。目前，利比亚两大势力割
据对峙。得到联合国承认的民族团结
政府与支持它的武装力量控制西部部
分地区，国民代表大会则与“国民军”结
盟，控制东部和中部地区、南部主要城
市及部分西部城市。

土耳其总统要求利“国民军”停火
利比亚问题国际会议将在柏林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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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5日，在菲律宾甲米地省塔盖泰，一名男子站在落满火山灰的大片菠萝中。
位于菲律宾北部的塔阿尔火山自12日下午开始剧烈活动并喷出大量火山灰，

严重影响附近民众的生产生活。 □据新华社
火山脚下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梅德韦杰夫
15日说，他领导的政府已向普京总统提
出辞职。俄罗斯专家认为，俄政府辞职
是为了让更多懂经济的人进入政府内
阁，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普京提出的修改
宪法建议。

俄联邦政府缘何辞职？

梅德韦杰夫当天在与普京会面时提
出辞呈，俄联邦政府成员均在场。此前，
梅德韦杰夫从2012年5月以来，已担任
总理将近8年。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梅德韦杰夫当天
在向普京汇报工作时说，他认为俄联邦政

府在总统提议修宪的背景下提出辞职是
正确举动。他说，俄联邦政府显然应当为
总统作出一切必要决定提供可能性。

俄罗斯政治问题专家、俄非国家安
全领域协调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卡什罗夫
认为，梅德韦杰夫辞职有着更加深远的
影响。梅德韦杰夫政府辞职后，大批新
人将进入政府班子，这实际上是普京在
为下届议会和总统选举做铺垫。

在西方制裁俄罗斯的背景下，俄经
济近年来遭遇一些困难。此前，已有俄
罗斯舆论推测，梅德韦杰夫政府很可能
辞职，以便让更多懂经济的人士进入政
府。俄罗斯国际关系学院专家祖金说，

梅德韦杰夫政府辞职和随后的内阁改
组，是对民众要求政府改善民生的回
应。新政府将更为高效地推动各类国
家发展计划的落实，也将使政府更称职
地完成总统15日在国情咨文中提出的
任务。

辞职后梅德韦杰夫何去何从？

普京14日表示，打算近期增设联邦
安全会议副主席一职，并任命梅德韦杰
夫担任此职务。普京说，梅德韦杰夫长
期致力于增强国防和安全，他已请梅德
韦杰夫在辞职后继续从事国防和安全工
作。他同时表示，为了增设联邦安全会

议副主席一职，需要修改相关法律法规，
这项工作将在近期完成。他同时委托已
提出辞职的梅德韦杰夫政府在新内阁成
立之前充分履行自身义务。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主要负责国家
发展战略的制定，在涉及国计民生、国家安
全和国防等重大问题上为总统提供决策。
联邦安全会议现任主席是俄总统普京。

普京15日向国家杜马提名俄罗斯
联邦税务总局局长米哈伊尔·米舒斯京
担任新一任政府总理。俄罗斯人文政治
研究院专家斯拉季诺夫认为，俄政府人
员将大幅更换，尤其是负责卫生、教育等
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内阁部长将被更换。

俄罗斯联邦政府缘何辞职
□新华社记者 周良 赵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