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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郭红霞 通讯员 加华
卓玛）12月 11日，湟中县人民法院 10名
执行干警前往李家山镇新添堡村召开执
行案款集中发放会，共向 97名申请人发
放了 32万余元执行款。

2016 年，湟中县某农业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与李家山镇新添堡村村民马某签
订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双
方约定从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公司租赁
马某的 0.4 公顷承包地用于经营温室大
棚，但租赁款一直没有着落。去年，马
某起诉至法院，要求公司给付土地租赁
费 ，后 经 法 院 调 解 ，双 方 达 成 调 解 协
议。但被告迟迟未履行调解书确定的义
务，马某迫于无奈，向法院申请执行。

马某的案件只是其中之一，湟中县
人民法院陆续受理了 97 起申请湟中县
某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履行土地租赁
费的执行案件，村民们将希望寄托于执
行局。但因一直联系不到被执行人，案
件一度陷入僵局。

执行法官分析被执行人从事经营活
动，依法冻结了被执行人的银行账户。
果然，被执行人很快现身，主动到法院

要求解冻账户，并承诺早日履行村民的
土地租赁费。但之后被执行人依旧不接
电话、规避执行。

经查，被执行人在湟中县农业农村
局有一笔 8 万元的到期钱款，相关领导
协商后，决定将这笔钱款直接执行。可
这 8 万元与案件标的 51 万元相差甚远，
通过不懈努力，执行局法官联系到了被
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决定对其采取强
制拘留措施。在下达拘留决定书当天，
慑于法律的威严，被执行人履行了 10万
元，并承诺剩余案款分期履行。截至 12
月 1日，被执行人共履行了 32万余元。

眼看就到年底，此案申请人多次前
往法院询问案件进度，且此案被执行人
目前已无更多履行能力。12 月 2 日，湟
中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与两名干警前
往李家山镇新添堡村，由村干部召集涉
案村民代表与执行局干警协商，通过执
行干警释法明理，通报了执行情况和困
难，最终全体申请人同意按比例发放 32
万余元，并同意自愿放弃剩余案款。97
名村民终于拿到了拖欠已久的土地租赁
费。

湟中97名农民拿到土地租赁费

本报讯（记者 范程程）记者从西宁
市总工会获悉，今年以来，西宁市总工会
以冬送温暖、春送岗位、金秋助学、医疗
互保计划等重点工作为抓手，多重保障
困难职工家庭正常生活，助力希望工程。

“金秋助学”助力困难职工子女就
学，2019 年首次将正在接受高中（含中
等职业教育）教育的在档困难职工子女
纳入救助范围。本科救助标准由 5000
元提高至 5500元，专科救助标准由 3000
元提高至 3500 元，高中（含中等职业教
育）每年救助 2500 元。通过精准识别，
严加审核，2019 年全年“金秋助学”活动
共计救助 216人。

“冬送温暖”助力困难职工解困脱
困，对西宁市在档困难职工精准识别，集
中对 3069 名在档困难职工精准帮扶。
同时，筹措送温暖资金，对不够建档条件
但相对困难的职工家庭、因公牺牲面临

生活困难的职工家庭、基层生产一线职
工等作为慰问对象，为 460 名职工发放
慰问金 92万元。

“春送岗位”助力困难职工家庭就
业，通过前期精准识别工作实现 7382 户
解困脱困，对在档困难职工分别开展生
活救助、大病医疗救助和助学救助。

“职工医疗互助保障”助力困难职工
看病，组织引导西宁市职工积极参与，共
992 家 单 位 49153 人 参 保 ，参 保 金 额
491.53 万元，比去年增长 30%。截至目
前，住院结报 3240人次，结报金额 488.75
万元，帮助减轻困难职工家庭经济负担。

西宁市总工会下一步将继续整合社
会资源，在扎实开展“四送”品牌服务活
动的基础上，延伸服务触角，建立职工子
女托管室建设管理机制，促进幼儿托育
服务工作，推动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建
立 0至 3岁职工子女幼儿托育点。

西宁市总工会助力希望工程

本报讯（记者 燕卓）在社区居民、本
报忠实读者的殷切期盼下，《西海都市
报》第七届社区文化节起航了！文化可
以陶冶心灵，文化可以鼓舞人心，文化可
以丰富人生，社区里有了各种多彩的文
化才有灵动的精神升华。《西海都市报》
社区文化节是充分展示社区居民才华和
魅力的一次盛会，也是都市报感恩读者、
回馈读者的一次文化献礼。

第七届社区文化节是由西海都市
报社主办 ，青海朋桥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承办，届时，我们将为有才艺的朋友
们搭建舞台 ，充分展示大家的艺术才
能。

◇都市报21年的百姓情怀

1998年 10月 9日，第一期《西海都市
报》诞生了。2019年，《西海都市报》21岁
了。21 岁，正值青春年华，有辉煌的过
去，更有无限的未来。《西海都市报》作为
青海省发行量最大、广告效益最佳、读者
最认可的主流媒体，一年一度的社区文
化节系列活动备受社会好评和欢迎。

您一定还记得，2013 年社区文化节
暨读者艺术团选拔赛的场景 ，一直到
2018 年第六届社区文化节活动成功举
办，有数百个社会文艺团体及个人参加
比赛，有 40万人次现场观赛，群众参与的
热情高，场面热烈，充分表明了社区文化

节接地气、聚人气。
值得一提的是，读者艺术团选拔赛

有关报道被人民网、新华网、中国日报
网、搜狐网、青海新闻网等众多知名网站
转载。第七届社区文化节将通过丰富多
彩的文艺演出，“城”“歌”与“舞”结合，集
中展现一个时代的声音，记录新时代、书
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舞动新时代。

◇感恩读者 文化献礼

21 年来，读者与《西海都市报》的真
情故事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发自肺腑地
感谢读者的厚爱、鼓励和呵护，给了我们
奋发向上的激情和力量。社区文化节作
为都市报组织策划的一项大型公益活

动，不仅给社区居民送文化、送快乐，还
将感恩回馈读者 21年来对《西海都市报》
的大力支持。

第七届社区文化节将为社区居民和
读者朋友免费送 340张入场券，现场还将
抽出幸运观众若干名，并送出都市报准备
的精美礼品一份。欢迎各街道、社区积极
参与此次社区文化节，另外，如果您想在
舞台上一展才艺，也可以跟我们联系。

社区文化节举办时间：12月30日10时
社区文化节举办地点：城中区南山路，

城馨天悦小区，城中区文化馆百姓小剧场
节目报名电话：18597105957
入场券免费领取电话：13997165075

本报第七届社区文化节起航

近日，城西区兴胜巷社区工作人员为居民发放家庭两分类垃圾桶。据了解，
为增强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城西区各社区对辖区居民家庭开展分类垃圾桶发放
工作，目前已发放家庭两分类垃圾桶8300 余个。

本报记者 邓建青 摄

本报讯（记者 祁宗珠）近日，西宁
市公安局城东分局破获一起聚众斗殴
案，多名男子涉嫌聚众斗殴被刑事拘
留。

12 月 13 日凌晨，城东公安分局韵
家口派出所接到 110 指挥中心指令称，
互 助 东 路 一 公 园 内 有 人 打 架 。 接 警
后，韵家口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发现，
现场只有一名受害人，其他人员均已
逃离。

值班民警立即展开调查，通过询问
受害人，逐步确定了其他人员的相关情
况。经调查，这是一起多名男子聚众斗
殴案件。案件起因是西宁一家 KTV 员
工当某和马某因工作中的琐事发生争
吵。下班后，马某的朋友王某找到当
某，劝他不要生气，不要因一些小事破

坏了两人之间的同事关系。但是，仍未
消气的当某觉得马某是故意为难自己，
想为此事讨个说法。双方协商无果，再
次发生争吵，于是约定 12 月 12 日晚上
以打架的方式解决此事。

12 日晚，马某事先召集多名男子，
准备好棍棒等危险器具。等当某和同
伴赶到后，王某等人手持棍棒冲了上
去，当某等人也是有备而来，混乱中，
双方矛盾不断升级，最终演变至暴力
解决问题。直到 13 日凌晨，警方接到
报警求助。13 日，警方介入调查后，多
名男子因聚众斗殴被城东公安分局传
唤讯问。

据办案民警介绍，目前，涉事 8名男
子均因涉嫌聚众斗殴已被警方刑事拘
留，相关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城东警方
破获一起聚众斗殴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