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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彭娜 实习生 逯桂）8月
15 日是中元节，为方便市民绿色、文明、环
保祭奠，西宁市城管委设置了 97 处临时便
民祭奠场所，开放时间为当天 18 时至 23
时。

这 97处临时便民祭奠场所分布在市区
内。其中，城东区 10 处、城中区 8 处、城西
区 25处、城北区 33处、东川工业园区 12处、
生物园区 9处。

西宁市城管委要求，各区在临时便民

祭奠场所设置醒目的标志和指示牌，备好
专用的焚烧容器，严禁市民在城市街道、
小区楼院、广场、绿地、林地、河道等一切
公共场地焚烧纸钱、冥币等；城管、民政、
公安、消防、环卫等部门，协同做好祭奠活
动的疏导服务、安全防范、清扫保洁等相
关工作。

当晚，各街道办事处片区街长、责任街
长全员上岗，按照全面推行街长制要求开
展巡查工作，劝导在公共场地随意焚烧纸

钱、冥币等行为，引导市民前往临时便民
祭 奠 场 所 祭
奠 ，维 护 责 任
区环境卫生整
洁。

97处临时
便民祭奠场所
具 体 分 布 情
况，请扫描二
维码查看。

中元节设97处临时祭奠场所

本报讯（记者 卢晓茜 通讯员
陈祥萍）近日，西宁一个非法暴力讨
债团伙被批捕。

李某在西宁市经营一家酒店，
2016 年 3 月，由于业务升级，打算重
新装修一下酒店，但资金周转困难
让他愁眉不展。同年 4 月，经人介
绍，李某认识了放高利贷的张某等
人。

着急用钱，李某先后分四次向
张某等人借款 110万，并抵押酒店的
营业执照。前三次，李某按照约定
的利息如期偿还。到了第四次还款
日期，李某因吸毒和擅自非法经营
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二十天，耽误
了还款。

为此，张某告知李某，由于李某
耽误了还款，利息不能以月算了，要
以 天 算 ，李 某 必 须 支 付 60 万 元 利
息。无奈之下，李某只得加上本金
给张某打了 80万元的借条。这对于
本就资金周转困难的李某来说无异
于雪上加霜。想到自己没有能力偿
还 80 万元，李某就将自己的五辆车
抵押给了张某。

没过多久，张某的妻子找到了
李某，要求李某还款 100万元。遭到
李某拒绝后，张某妻子安排几个人，
长期住到李某经营的酒店里，寻衅
滋事，不让客人住店，并以讨债为由
经常对李某辱骂、威胁、恐吓，声称
要把李某全家都杀害。李某走到哪
儿，催款的人就跟到哪儿。这样的
情况下，酒店无法正常经营，李某被
逼得走投无路，向公安机关报了案。

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检察院经审
查认定：犯罪嫌疑人张某伙同王某
等人为向被害人李某索要高利贷欠
款，在被害人李某经营的宾馆采用
滋扰、长期免费居住占用公私财物、
毁坏房内设施等行为讨债，影响酒
店的正常经营秩序。7 月 25 日，张
某等犯罪团伙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城
中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

一非法暴力
讨债团伙被批捕

本报讯（记者 莫青）日前，西宁市教育
局制定印发《西宁市校外培训机构负面清
单（试行）》，进一步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办学
行为，促进校外培训机构健康有序发展。

西宁市校外培训机构负面清单（试行）
共 30 条。涉及未依法取得办学许可证，未
办理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民办非
企业单位登记证书）面向中小学生开展培
训业务；擅自改变学校名称、层次、类别、举
办者及办学地址；未落实安全管理责任，未
及时排查整改安全隐患；违规聘用在职中
小学教师，聘请无教师资格或相应专业资
质的人员担任教师；办学条件达不到国家
规定标准，同一培训时段内生均面积低于 3

平方米。
招生中负面清单涉及招生简章或广告

未按规定报教育主管部门备案；在招生过
程中存在欺诈、对培训效果作出保证性承
诺、恶意竞争等违规行为；违法招收义务教
育阶段适龄儿童、少年开展全日制培训，替
代实施义务教育等行为。

办学行为中负面清单包括存在提前教
学、超纲教学、强化应试等不良办学行为；
组织举办中小学生学科类等级考试、竞赛
及进行排名，培训结果与中小学校招生入
学挂钩；培训时间与所在地中小学校教学
时间相冲突，培训结束时间晚于 20 时 30
分；收取费用的项目和标准未公示，收费时

间跨度超过 3个月等违规办学行为。
校外培训机构负面清单作为校外培训

机构年度检查、发布黑白名单的重要依据，
西宁市教育局要求各县区以负面清单为依
据，切实担负主体管理责任，加强对校外培
训机构的日常监管。

对已经审批设立、存在负面清单所列
行为的校外培训机构，应责令限期整改，整
改不到位或拒不整改的，及时将其从白名
单上清除并列入黑名单；对未经批准登记、
违法违规举办的校外培训机构，予以严肃
查处并列入黑名单。将黑名单信息纳入信
用信息共享平台，按有关规定实施联合惩
戒。

西宁列出30条校外培训机构负面清单

本报讯（记者 郭红霞）记者从大通回族
土族自治县了解到，今年，大通县打造 6 家

“绿色餐厅”。
“绿色餐厅”使用绿色设计及标志，菜

单注明绿色菜品标志，餐厅、包间及楼层必
须放置对人体有益的绿色植物，在餐厅显
著位置设置外购绿色原料告示牌，标明主
要原料的品名、质检状态、进货时间、保质
期、原产地等内容。

在打造“放心厨房”的基础上，“绿色餐
厅”提倡使用绿色食材、绿色餐具，引导餐
饮企业开展节约电、水、煤、油和燃气等；面

向全社会倡导“深化光盘行动、创建节约餐
饮”，号召餐饮企业提高烹饪技艺，提供小
份或例份餐量，并设提醒标语；开展限塑行
动，提供环保打包服务；建立绿色管理制
度，采用绿色食品和无害蔬菜，操作间各功
能区明确，洗消间单独设立，做到生熟分
开；引入先进管理模式，从食品安全、文明
餐桌、使用绿色环保餐盒、餐厅厕所革命、
为群众提供餐巾纸等；餐厅要设无烟区、无
烟餐厅或禁烟标志和劝导员等，餐厅内有
良好的通风系统，无油烟味，提升群众对餐
饮服务的满意度和认可度。

“绿色餐厅”规范餐厨废弃物绿色处
置。实施垃圾分类处理，规范处置餐厨垃
圾和废弃油脂等；餐厨垃圾使用独立加盖
容器，形成全过程监管，闭合式管理；杜绝
地沟油回流，实现餐厨垃圾处理规范化、无
害化、资源化等。

大通县希望通过打造“绿色餐厅”品
牌，推出一批食品安全好、诚实守信的餐饮
企业，提升在老百姓中的口碑，营造良好的
消费氛围，促进餐饮业健康发展，真正使

“绿色餐厅”成为大通县餐饮业的标杆和示
范。

大通今年打造6家“绿色餐厅”

本报讯（记者 卢晓茜）日前，国家税
务总局西宁市税务局开展个人所得税专
项附加扣除信息核验工作，确保纳税人依
法准确享受专项附加扣除政策。

开展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信息
核验工作，是税务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个人
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有关规
定，帮助纳税人了解税收政策、准确填报
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实实在在享受改革优

惠红利的重要服务举措。
据了解，西宁市税务局已发布了信

息核验公告，将分批随机选取部分纳税
人，对纳税人已填报的专项附加扣除信
息核验比对，发现疑似存在错漏情况的，
将通过手机短信或个人所得税 APP 消息
通知纳税人。

纳税人接到税务机关发送的信息
后，应按照提示内容核实已填报的专项
附加扣除信息，若确实存在错漏，应及时

据 实 补 充 、修 正 。 如 有 疑 问 ，可 拨 打
12366 或 0971- 6153838、0971- 6165897 热
线电话，也可就近前往办税服务大厅咨
询。

若纳税人在 5 日内没有修正信息，税
务机关将通过电话沟通或邀请面谈等方
式，主动为纳税人提供咨询辅导服务，协
助纳税人核实、更正专项附加扣除信息。
核验过程中，税务机关将严格保密纳税人
的个人隐私信息。

西宁税务核验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信息

本报讯（记者 祁宗珠）“我犯错
了，我要自首。”8 月 11，一名女子走
进西宁市公安局城西分局刑侦大
队，称要交代自己的犯罪情况。

女子姓李，她说，因为手里缺
钱，她虚构事实，从他人手里骗了
钱。随后，城西公安分局刑侦大队
民警将李某带到办案区，了解案情。

原来，李某在海湖新区一酒吧
认识了王某。两人熟悉之后，李某
利用自己在招标代理公司上班的身
份，声称能帮王某拿到湟源及湟中
的两个工程项目，还以缴纳“招标报
名费、保证金”的名义，骗取王某 9万
元。

当天，经过刑侦大队民警调查
核实，确定李某因为缺钱，从而虚构
了帮助王某顺利拿到工程项目的
事，骗取了王某的 9万元钱。警方认
为，李某的行为已经涉嫌诈骗。

据办案民警介绍，目前，李某因
涉嫌诈骗罪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在进一步审理中。

缺钱实施诈骗
一女子投案自首

8 月 13 日，西宁市沙
塘川人行步行桥建成投
入使用。目前，西宁市
已建成绿道 465 公里，成
为市民便捷出行、休闲
健身的好去处。

本报记者 祁晓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