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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会
原副主任杨树军涉嫌受贿等罪名被公诉
新华社兰州 3 月 25 日电 甘肃省人民检察院 25 日发布消息，甘肃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会原副主任杨树军（正厅级）涉嫌受贿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
职权罪一案，
日前经甘肃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由金昌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金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金昌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被告人杨树军在任甘肃省农垦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董事长等职务期间，非法索取、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
身为
国有公司工作人员，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依法应当以受贿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杨树军享有的诉讼权利，
依法讯问了被告人杨树军，
听取了辩护人意见。

临夏县法院发出首份离婚证明书
有效保护当事人隐私

本报讯（掌上兰州·兰州晨报记者张秀芸）
3 月 25 日，记者从甘肃省法院获悉，3 月 23
日，
临夏县法院发出首份离婚证明书，
既保护
了当事人隐私，
又给当事人带来了便利。
当日，临夏县法院红台法庭成功调解
了原告周某（女）与被告何某（男）离婚纠纷
一案，双方当事人以平和对话的方式达成
了同意离婚的调解意见，法庭当庭向双方
当事人出具了民事调解书，并向双方当事
人发出了临夏县法院第一份离婚证明书。
拿到离婚证明书后，
双方当事人如释重负：
“有了这份离婚证明书，
不用担心会泄露隐
私了，
也方便办理其他手续了！
”
依照我国法律规定，离婚的方法有两
种：一是协议离婚，由民政局登记并发放
离婚证；二是起诉离婚，由法院下发判决
书或调解书。通过法院起诉离婚的，因为

奔马车行雷锋车队在献血站体检。掌上兰州·兰州晨报记者 张艾萍 摄

老人手术急需血小板
兰州奔马雷锋车队出手相助

没有离婚证，在遇到办理户口变更、房屋
买卖、当事人再婚等需要证明婚姻状况
时，当事人只能使用法院的判决书或调解
书来证明离婚事实，而判决书里经常涉及
大量的个人隐私信息。
为解决这个问题，
方便当事人办事，
临
夏县法院积极推行家事审判改革，创新举
措，向符合要求的当事人发放离婚证明
书，离婚证明书只记载离婚纠纷案件双方
当事人基本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号码、
生效法律文书案号、生效时间等必要证明
信息，不涉及案件具体事实和个人隐私等
信息。向离婚案件当事人出具离婚证明
书这一举措，不仅保护了案件当事人的个
人隐私，
又易于识别、
保管、
携带，
顾全了当
事人的感受，也充分体现了法院司法为民
的宗旨，
彰显了司法审判的人文关怀。

往湖北免费运送苹果的定西司机被拖欠运费

市场管理方协调，爱心司机拿到 1500 元运费
本报讯（掌上兰州·兰州晨报记者张艾萍）3 月 24 日早上 9 时许，兰
州奔马车行雷锋车队队长苏彪接到宋女士电话称，其今年 54 岁父亲患
有心脏疾病，现在兰大二院心脏外科住院治疗，院方安排父亲 3 月 26 日
做开胸心脏手术，急需 2000 毫升红细胞、2000 毫升血浆以及 2 个单位
的血小板，由于家在武威，兰州也没有亲戚，家属符合条件的都已达到献
血上限，特急需 2 个单位的血小板来救治父亲，希望雷锋车队的司机师
傅们能帮帮她。
3 月 25 日一早，兰州奔马车行雷锋车队的 7 名驾驶员赶往兰州市安
宁区的献血站献血，其中 3 名的哥张艳祥、唐小波、韩悌元符合捐献血小
板的条件，最终成功地捐献了 3 个单位的血小板，随后 3 位的哥又亲自把
献血证送往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心外科住院部。接过献血证的宋女士表
示，
“特别要感谢兰州奔马雷锋车队，是车队的司机师傅们帮助我们一家
人渡过了难关，
这座城市有他们真的很温暖！”

本 报 讯（掌 上 兰 州·兰 州 晨 报 记 者
张 鹏 翔）今年春节期间，定西的货车司机
高长虹从静宁免费拉运苹果捐赠到湖北，
他蹲在湖北路边吃饭的照片，感动了无数
人，也被多家媒体报道、转载。
但这两天，高长虹遇到了难心事。他
向掌上兰州《翔哥帮忙》栏目求助：辛辛苦
苦从成都拉蔬菜到兰州国际高原夏菜副食
品采购中心，
可是商户拖欠 1500 元的运费
迟迟不给他。
高长虹告诉记者，他 21 日从成都拉运
蒜薹给兰州国际高原夏菜副食品采购中心
一名姓陈的商户，说好的运费是 2800 元，
可是商户只给他 1300 元。为了结清运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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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找到了市场管理方，
但对方推诿不管。
记者随后联系到这名陈老板，
“本来十
二三个小时能到，
他却走了十六个小时。
”
陈
老板称，
由于菜运来得迟，
让她遭受损失，
最
后就给了1300元的油钱。该采购中心一位
姓杨的负责人告诉记者：
“请打110处理。
”
此事经报道后，引起了兰州国际高原
夏菜副食品采购中心的高度重视，立即进
行协调处理。24 日晚，市场管理方将剩下
的 1500 元运费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交给
了高长虹。
“太感谢掌上兰州的记者了。”高长虹
说，
也感谢市场管理方的帮助，
虽然经历了
一些不愉快，
但事情最终得到了圆满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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