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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馆内设备
均无证

记者跟随第一小组沿着城东区
博文路出发，“您好，这是您家的纸
箱吗？请及时清理，放在过道中会
造成火灾隐患。”“好的，我们马上清
理。”在博文路一处民房前，执法人
员看到纸箱堆在大门口过道处时向
房主提示道。

之后，位于博文路东侧的一个
金黄色门头引起了执法人员的注
意，门头上写着“创义美养生阁健康
养身”，执法小组走进店铺，沿着楼
梯上到二楼发现房屋内空无一人，
门口有一个服务台，服务台上放置
着许多宣传材料及登记簿。正在执
法人员对登记薄进行查看时，一名
男子走出来，称自己是这里的负责
人。“你们员工呢？没到下班时间，
怎么空无一人？”执法人员问道。负
责人解释道，员工正在楼上排练节
目。

于是，执法小组跟随负责人上
到了三楼，进入三楼，只有一个房
间，房里摆满了写有编号的塑料椅
子，每把椅子上放置着类似于坐垫
式样可以通电的仪器。房间里还放
置着话筒、电脑、投影仪等设备。城
东区食药监管局的工作人员对椅子
上的仪器进行仔细检查，并要求负
责人拿出该仪器的相关证件。该负
责人称证件在二楼，便下楼去取证
件。不一会儿，该负责人拿出一摞
证件，经过工作人员仔细辨认并未
发现该仪器的相关证件。

对于房间内的仪器设备及该养
生馆的各类证件，执法小组人员各
司其职进行检查，经过详细检查发
现该养生馆内没有相关的消防安全
设施，各类设备手续不完善。为此，
执法人员多方检查取证后决定对这
家养身馆作出了关停取缔的决定。

从养生馆出来后，执法小组一
位民警告诉记者：“由于老年人这个
群体比较特殊，对于新生事物的识
别能力比较弱，生活富裕之后老年
人手有余钱，对自身的健康越来越
重视，因此针对老年群体的体验馆、
养生馆、保健会所也变得越来越
多。但是一些不法商家在经营中以

‘销售返利’等方式吸引老人消费，
还要求老人宣传其产品，给予一定
比例的奖励。这种表面上看起来是

产品销售，但实际却涉及高额返利
的行为，一定要提高警惕！”

小宾馆暗藏猫腻
4人赌博

“走，到这个宾馆里进去瞧瞧，
看看他们有没有对旅客进行实名登
记。”

沿着博文路一路向南，一家小
型宾馆位于道路东侧，刚走进宾馆，
便传来一阵阵麻将声。八一路派出
所民警顺着声源找到位于宾馆二楼
中间的一间房间，房间内放置着 1
台麻将机，4人正在打麻将，民警当

场缴获赌资 5100 元，并将 4 人带回
八一路派出所进行调查。

10月 10日，记者了解到，4人因
赌博被行政拘留 10日，同时该宾馆
负责人因为他人赌博提供便利条件
被处以罚款 500元。

黑作坊里有玄机
纸巾堆成山

“马所，我们这里发现了一个加
工餐巾纸的作坊，你们过来看一下
吧。”八一路派出所副所长马金寿接
到第五小组报告，位于博雅路东侧
一巷道内有一非法加工餐巾纸的作

坊，于是第一执法小组直奔目的
地。沿着巷道进去，便看到一栋四
层民房，该作坊就隐藏在一楼，作坊
四周窗户紧闭，大门紧锁。

“就在刚才，里面的两个工作人
员打开大门后就走了，里面可能没
人。”住在附近的一名居民告诉执法
人员。

为了搞清楚作坊里面规模如
何，执法小组守在大门外进行等待，
根据以往经验，执法小组判断，这个
作坊的工作人员不久就会返回作
坊。20分钟过去了，大门依然紧闭，
大家等得有些着急了，于是，有人提
议自行打开大门。就在大家集思广

益想办法时，刚才外出的两名工作
人员回来了。其中一人声称，“我们
这里啥手续都有，你们查也查不出
啥来。”而另一人称自己并不知道这
个作坊有没有手续。

当两人打开作坊大门时，一阵
阵刺鼻的气味迎面而来。记者观
察发现这个作坊有六间房子，其中
南侧两间是加工房，负责将成箱的
餐巾纸装到餐巾纸盒里。而房子
西北角的一间仓库里放满了“大循
化”“串串辣”等牌子的餐巾纸盒，
剩余三间房子里全是整箱整箱的
大纸箱子，房子西侧是两间并排的
小房间上面写着洗手间和更衣室
字样。

在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发现，
这一加工餐巾纸作坊内没有相关的
消防安全设施，造纸作坊违规设立
在民房中，同时加工作坊各类设备
也达不到安全生产的相关标准。为
此，执法人员多方检查取证后决定
对这家餐巾纸非法加工作坊作出了
停业取缔的决定。

据统计，此次清查行动共出动
民警和政府各部门人员共 350余人
次、车辆 50 余台次，其间共清查旅
店业 65家、出租屋 232家，麻将馆 10
家、茶园两家、各类场所及商铺 325
家、从业人员 405人、加油站 4家、花
圈店 9家。清查各类场所的消防器
材 80 家，督促限期整改 19 家；落地
管控重点人员 19 人；核查身份 166
人；关停麻将馆 10 家、花儿茶社 4
家、黑作坊 3 家、处罚违反“四实登
记”制度旅店业 8家、责令整改 6家；
抓获赌博违法人员 4 人，收缴赌资
4350 元；利用人脸识别系统抓获盗
窃违法行为人 3 名、识别抓获吸毒
违法行为人两名；发放张贴扫黑除
恶宣传品 460余张。

目前，西宁城东警方正在进一
步积极扩大战果，相关工作正在进
行中。

清查行动战果丰
——西宁城东警方联合多部门开展治安专项整治

■ 本报记者 陈文雯

深秋的阳光明媚而温暖，9月29日15时，西宁市公安局城东分局联合城东
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城东区食品药品和市场监督管理局、城东消防大队及八
一路派出所对城东区化隆宾馆及曹家寨地区开展治安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

“第一小组集合完毕、第二小组集合完毕……”350余名执法人员被分成16个
清查组，按照分工、包区域的原则对化隆宾馆周边6个区域、曹家寨地区10个片区
开展了地毯式、无死角、全方位彻底清查整治。

青海省湟中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正霞：

本院受理原告王生德诉被告王正霞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青0122民初109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
为：一、准予原告王生德与被告王正霞离婚；二、婚生子王占业由原告王
生德抚养，被告王正霞自2018年10月起每月给付婚生子王占业抚养费
300元至孩子18周岁止，每一年给付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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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8年10月12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青海金墨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黄胜利诉被告青海金墨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及第
三人赖海燕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风险提示，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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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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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四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2018年10月12日

青海省共和县人民法院公告
中工传媒有限公司、姜洪成:

申请执行人西宁市城北区天顺木材加工厂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
力的(2016)青2521民初886号民事判决书，于2018年3月29日向本
院申请执行。本院于当日立案执行，因至今未能查询到你的具体下落，
且你未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青2521执242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被执行人财产申报
表，并责令你履行法律文书所确定的给付义务。限你在本公告张贴之
日起60日内到本院执行局领取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被执行人财
产申报表，逾期则视为送达。 2018年10月12日

青海省共和县人民法院公告
马哈三、马得录:

申请执行人杨桑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5)共民初字第590
号民事调解书，于2018年8月23日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于当日立案
执行，因至今未能查询到你的具体下落，且你未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给
付义务。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青2521执372号执行通知
书、报告财产令、被执行人财产申报表、当事人缴款通知书，并责令你履
行法律文书所确定的给付义务。限你在本公告张贴之日起60日内到本
院执行局领取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被执行人财产申报表、当事人缴
款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2018年10月12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舍吉福:

本院审理的原告赵萍诉你二人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青0102民初210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一、准许原告赵萍与被告舍吉福离婚；二、婚生男孩舍俊杰(2005
年4月28日出生)由原告赵萍抚养，抚养费自理。待孩子成年后随父
随母由其自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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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2018年10月12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MIAD MAKAREH SHIREH:

本院审理的马晓萍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特此公告
2018年10月12日

青海省称多县人民法院公告
田元均、韩中伟:

本院受理原告沙龙等9人诉田元均、韩中伟劳务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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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综合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2018年10月12日

青海省贵南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绿州:

本院受理原告斗合旦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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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风险提醒
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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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
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综合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2018年10月12日

声明
因不慎，将同德县巴

沟乡唐怡寺管理委员会公
章遗失，特此声明。

声明人：同德县巴
沟乡唐怡寺管理委员会

2018年10月12日

声明
因不慎，将出生证家庭住址

为青海省贵德县常牧镇都秀村五
社181号，母亲姓名关去吉（身份
证号为632523199608170027），
新生儿姓名为西太杰的出生医学
证明（编号为:O630202786）遗
失，特此声明。

声明人：关去吉
2018年10月12日

声明
因不慎，将车牌号为青

A1650E 的 道 路 运 输 证
(630121012239)遗失，特此声
明。

声明人：西宁宏和机动
车服务有限公司大通分公司

2018年10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