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房·蓝韵”房屋认购解约公告
尊敬的中房·蓝韵房屋认购客户马富玉、赵璐：

根据您与我公司签订的《商品房认购协议》，约定自房屋认购七日内补交首付款并
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认购协议签订后，我公司工作人员通过电话、短信等多种形
式多次催促您前来办理签约手续，截至本公告发出之日，您仍未前往我公司办理。您的
行为严重违反了双方认购协议书的约定，给我公司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鉴于上述情况，现我公司向您正式发出终止履约公告，并就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自公告之日起，您与我公司签订的《商品房认购协议》正式解除并终止履行，我公
司将按照约定处理您所认购的房屋，因你方违约所造成的一切不利后果将由您自行
承担。

特此公告！
宁夏中房集团西宁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 3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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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房-蓝韵 小高层 9#楼 1091室

中房-蓝韵 小高层 9#楼 2012室

认购协议书编号

0012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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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彭娜）3 月 12 日，青
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生物科技产业园
区分局，在西宁万佳家博园举行“消费
者维权服务站”揭牌仪式。这是省市场
监管局组建以来，所属派出机构设立的
首批维权服务站。

来自生物园分局的数据，生物园园
区市场主体总数达 4040 户（企业 2840
户 、个 体 工 商 户 1200 户），同 比 增 长
19.98%, 市场主体首次突破 4000 户大
关，市场主体总量和增幅均位列西宁市
四个产业园区之首。

随着生物园区市场主体与日俱增，
各 类 消 费 投 诉 侵 权 问 题 随 之 而 来 。
2019年以来，生物园分局共受理消费者
投诉举报 678 起，解决率 100%, 为消费
者挽回经济损失 210.4 万余元，受理投
诉量占西宁市四个园区消费投诉总量
60%以上。

针对万佳家博园、居然之家等建材

专业市场内，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聚集，消
费投诉和各类侵权问题较集中的问题，
生物园分局会同青海居然之家万佳家博
园家居建材有限公司、青海万佳家博园
商贸有限公司，在市场内分别设立两家

“消费者维权服务站”，为消费者开辟维
权“绿色通道”。

成立“消费维权服务站”，有利于强
化经营者消费维权主体责任，推动消费
维权关口前移，把一般性消费纠纷化解
在一线，有效降低矛盾解决时间和成本，
及时高效化解消费纠纷。也将积极推动
市场主体不断提升商品及服务质量，赢
得消费者信赖，提高市场竞争力，进一步
提升市场监管部门消费维权效能，切实
维护安全放心消费环境。

我省设立两家消费者维权服务站

本报讯（记者 燕卓 通讯员 鲁玉
金）在西宁市城中区七一西社区遇到难
题就找“书记工作室”，成为了辖区居民
的新习惯。

3 月 13 日，《西海都市报》社区记者
了解到，“书记工作室”是建立在以社区
党委为核心，辖区党组织书记和幸福党
建联盟成员单位党组织书记为中坚力
量，为更多辖区居民提供关爱、帮助与服
务的平台。

“社区成立‘书记工作室’，把每月

15日设立为书记接待日，就是奔着解决
问题去的，让辖区居民与书记沟通交
流，倾听大家的心声和诉求，答疑解惑，
更好地为大家服务。”七一西社区党委
书记张卫英介绍，目前，“书记工作室”
已通过定期走访、书记接待日等方式，
收集到居民意见建议 36 条，整合资源，
按需分类，“线上”“线下”解决办理 36
件；发动辖区党员和志愿者开展了“家
门口、心贴心”“我是党员我先上”等主
题党日活动 23场次。

书记工作室 连通居民心

本报讯（记者 彭娜）来自青海省市
场监督管理局的数据，1 月 24 日至 3 月
13 日，12315 共接到 31 起微信朋友圈售
卖防疫用品投诉案件，涉及口罩和测温
枪，朋友圈已成销售假冒伪劣防疫用品
重灾区。

微商售卖防疫用品存在的主要问题
有:经营主体无合法资质，通过朋友圈、
微信群宣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事发立
即“隐身”，使得监管部门追查困难，严
重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商品和服务质
量无保障，进货渠道、质量标准、售后服
务等全靠个人口头承诺，夸大宣传，欺
骗误导，不承担“七日无理由退货”责
任，危害较大；支付方式不安全，不法微
商要求消费者通过“微信转帐”“微信红
包”“货到付款”等方式支付，无第三方
支付平台做保障，容易使消费者上当受
骗，造成“钱货两空”。

省市场监管局提醒消费者，正规网店
均会在首页内公示营业执照、许可信息等
内容的照片或链接，消费者应选择正规网
店消费；不要轻信朋友圈、微信群里的购
物宣传信息，不要通过陌生人的微信好友
购物，预防消费风险，避免上当受骗。

为 营 造 安 全 放 心 的 网 络 消 费 环

境，省市场监管局举办了“凝聚你我力
量——推动青海电商高质量发展”百
家电商企业网络签名活动。截至 3 月
11 日，有 163 家知名电子商务企业签名
发出倡议，将严格依法经营，履行法定
责任，坚持诚实守信，做保护消费者合
法权益、尊重他人知识产权、致力生态
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的典范，共建安全
放心、公平有序的网络市场环境，依托
特色产业，不断提升品牌知名度和竞争
力，共促青海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

省市场监管局还开展了“凝聚你我
力量——电商依法经营知识万人在线
答题”活动，内容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电子商务法》和疫情防控知识等，
吸引 50 多万网络读者参与；开展“凝聚
你我力量——网监执法人员现身说法
短视频”播放活动，短视频内容与网购
注意事项、朋友圈购买口罩风险，及网
店办理营业执照流程有关，旨在进一步
引导消费者理性购物、谨慎消费。

朋友圈成销售假冒伪劣防疫用品重灾区

本报讯（记者 季蓉）记者从西宁市
城西区市政公用服务中心环卫科了解
到，城西区对废弃口罩实行日常定时定
区域循环收集模式以及预约收集模式。

3月12日上午，记者在杰森花园小区
东门看到，废弃口罩收集工作人员马占
福穿着全套的白色防护服、戴着口罩、防
护面具以及橡胶手套，手里拿着装有消
毒液的喷壶，将小区内专门放置废弃口
罩的专用垃圾箱拉到了门口位置。

马占福首先对垃圾箱外围做了消杀，
然后将箱子里装有废弃口罩的黑色塑料
袋扎紧后取了出来。紧接着，他伸手将塑
料袋投进了贴有废弃口罩专用垃圾运输
车里，盖上盖子。再次对运输车外部消
杀。最后，他将清空后的垃圾箱重新布袋

后放到了小区门口。上车前，他又拿着喷
壶对自己全身做消杀。

据了解，目前，城西区共有两辆垃圾
运输车专门负责收集转运辖区的废弃口
罩。整个城西区共有8个责任区域。两辆
车各负责 4个区域的循环收集，每天 8时
起，两辆车每两个小时集中循环收集一个
区域内各小区、单位的废弃口罩。

为了防止循环收集过程中有漏掉的
现象，8个责任区域 541家主管单位的负
责人都留有负责清运区域司机的电话
以及负责队长的电话。如果废弃口罩
专用垃圾箱内的口罩需要处理，还可电
话预约收集。收集起来的废弃口罩，会
在中午和下午分两次，统一运送到相关
专业机构集中处理。

城西区多措并举规范处理废弃口罩

本报讯（记者 芦舜）“姐，我害怕。”“别
怕，我们就过来。”接到居民刘女士的电话，
西宁市城东区大众街街道办事处康西社区
的工作人员立刻向她家走去。3月12日，康
西社区工作人员说，居民们有心理上的不
适，社区工作人员也会第一时间安抚他们。

前段时间，20多岁的刘女士从外地回
来后，开始居家隔离。她怕黑，独自一人
在家，心里总是不安，有时怕得大哭，她就
给社区工作人员打电话求助。

“她打来电话，已经晚上 11点多了，我
们再一次去看望她。”很快，社区工作人员

到刘女士的家门口，在楼道里隔着门和她
说话。

“小刘，你别怕，我们就在你家门口，
我们陪着你……我把电话留给你，想说话
可以随时联系我……”

“姐，我现在好多了，谢谢你们。”
社区工作人员 3 次上门劝导后，还带

着刘女士的男友上门安慰她。听到大家
的劝慰，刘女士感到特别欣慰。

通过送日常生活用品、心理安抚，刘
女士的情绪逐渐好转，顺利度过了隔离
期，日常生活也步入了正规。

“别害怕，我们陪着你”

本报讯（记者 才让三智）记者从省公
路局了解到，自 3 月 7 日夜间开始，我省多
地出现大面积降雪天气，部分路段积雪严
重，省公路养护部门紧急出动除雪保通。

此次大范围降雪是受西伯利亚较强冷
空气影响，我省自西向东出现降温降雪天
气，特别是门源、海晏、刚察、大通、杂多等
地出现中到大雪。截至 3 月 11 日上午，我
省境内 G109 线香日德段、G213 线麦秀山
至赛尔龙段、G214 线鄂拉山段、G215 线曲
麻河乡到叶格乡段、G227线达坂山至黑泉
水库段等 13 条国省干线公路部分路段先
后出现降雪天气，致使路面积雪湿滑，车

辆行驶受阻。
为保障国省干线公路安全畅通，省

公路局所属各公路养护部门闻雪而动，
第一时间组织应急保通人员通过铺撒防
滑料、融雪剂清理路面积雪和积冰，同时
出动各类除雪机械设备开展清雪保通工
作，除雪作业过程中还向求助受困司乘
人员提供援助，救助社会车辆 32 辆、人
员 69 人。

省公路养护部门将继续密切关注天气
变化，加强公路应急保通力量和物资储
备，全力为我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提供
良好的公路通行保障。

公路部门闻雪而动保畅通

3 月 13 日，记者在西宁市兴海路一家牛肉面餐馆内看到，就餐的食客可以进店就
餐。多家餐馆经营者表示，餐馆恢复正常经营秩序后，销售额逐渐恢复。

本报记者 邓建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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