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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燕卓）3 月 26 日，记者
从西宁市城中区了解到，城中区纪委监委
前移廉政教育关口，为新提任的 16 名科
级领导干部精心“烹制”以“看、考、签、
谈、言”为主要内容的任前廉政教育套
餐，拧紧新任职干部廉政“发条”，筑牢拒
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收到了良好的效
果。

看——组织新任职科级领导干部观
看警示教育片《浮沉》，让心灵接受一次洗

礼和教育，警醒和教育领导干部时刻保持
清醒头脑，做到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

考——发放百分制试卷，现场计时考
试和阅卷打分，试卷内容包括党章、党纪、
党规和法律法规知识，旨在以考促学、以
学促廉，在检验领导干部是否掌握履职应
知应会的廉政法规及法律法规基础知识
的同时，强化领导干部的法纪观念和廉洁
自律意识，考试成绩纳入干部廉政档案。

签——现场签订新任科级领导干部廉

政承诺书，并按照要求填写家庭助廉承诺
书，实现廉政承诺签订全覆盖，进一步督促
新提任科级干部严格遵守党纪国法，增强
履职尽责的责任意识和廉洁意识，时刻警
醒自己守住纪律“红线”,做廉政勤政表率。

谈——城中区纪委监委分管领导结
合当前全面从严治党总体形势和纪检监
察工作实际，谈心谈志谈廉，不仅从个人
健康成长的角度对履新干部寄予了殷切
期望，还从严管厚爱的角度提出勤于学

习、牢记宗旨、争做表率等要求，引导领导
干部主动适应全面从严治党新形势、新常
态、新要求，公正规范使用权力，不辜负组
织的信任和重托。

言——新提任科级领导干部作表态
发言，纷纷表示，将把此次廉政谈话的要
求转化为推进工作的动力，在新的工作岗
位上，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严守纪律
和规矩，真正做到恪尽职守、清正廉洁，为
城中区的发展作出新贡献。

城中区“烹制”任前廉政教育套餐

清明，一个润着细雨的词，清冷而
又沉重。

我突然想起了你——一个只存在
于亲友只言片语中的人，我的哥哥。

我一直很难寻觅你的痕迹，至今我
也没能在脑海中把你拼凑成一个完整的
形象。只是一个转身间，你的踪影便已
消失不见。如果不是记忆里留下的证
据，那十几年的时光对父母而言，或许更
像是一段清醒后只剩泪痕的噩梦。

老家的地里，睡着爷爷奶奶，外公
外婆，也睡着母亲，唯独没有你。每一
年的清明，你总是在被遗忘的一角，没
有人提起你，无论是父亲，还是叔伯。
你默默地望着，等所有的纸钱在坟前燃
成灰烬，袅袅的青烟里，你和我们一起
磕头，一起悲恸，然后我们走了，你永远
地留在原地。

我知道，你是孝顺的。邻里街坊提
到你时总是会夸上几句，母亲提到你
时，语气也会不知不觉地变得温柔。你
的聪慧、努力和优秀，他们都看在了眼
里。那时，母亲又是多么以你为荣。

可谁又能想到，你会患上皮肤癌？

七年时间，百般煎熬，最终，你眨着湿润
的眼睛，用轻柔而坚定的语气对母亲
说，你要放弃治疗。

你不愿母亲还没长出皱纹时，青丝便
已落上白雪，也不愿被烟呛得咳嗽连连的
父亲脸上再多出愁容。生养之恩，已经无
法报答，更不能拖累他们这一世的生活。

舅妈曾经告诉我，她此生都忘不了
你最初在接受治疗时说的一句话，“舅
妈，我怕死”。看着你的目光，那一刻，
她泪如雨下。

或许是怕你一个人太过孤单，十几
年后，母亲便匆匆地寻你去了。

我想，我应该是感激你的。翻开父亲
收藏着的相册，里面全是你的照片。自由
自在，无忧无虑，那么天真，那么快乐。白
发人送黑发人虽然悲伤，但泪水的组成元
素里却只有思念与无奈。没人责怪过你，
也没人舍得责怪你。我们都知道，命运给
你的剧本，你已经做到了最好。

如今，又到了清明节，就让我，你素
未谋面的弟弟，为你献上一抹湿润的思
念与祈祷。
（讲述人：仇士鹏 本报记者 燕卓 整理）

你曾经来过

本报讯（记者 季蓉摄影报道）西宁
市民注意啦！位于西宁市城西区西山三
巷内的解放渠早市恢复营业了！

3 月 26 日 9 时许，记者随着人流走
进早市。“请你们把口罩戴好，如果不戴
口罩不能进去啊。”在早市入口处，两名
工作人员提醒市民做好自身防护措施，
才能进入早市。此外，不远处放着一个
公平秤，秤旁放着可供市民使用的消毒
液。

刚进入早市时，没感觉到有太多人，
越往里走人越多。

“又大又甜的雪梨”“草莓、草莓先
尝后买”“芝麻蕉三斤十块”久违了的早
市又回到了市民身边。“早市开放了，肯
定好呀。”正在给顾客称鲜姜的甘师傅
说。

早市两旁，卖蔬菜水果的、卖肉的、
卖调料的、卖干果的摊贩都戴着口罩，叫
卖声此起彼伏，偶有几个空摊位，几名管
理员在维护秩序。刚刚恢复营业的早市

秩序井然。
住在附近一小区的赵女士采购完，

提着几袋子菜往家走，碰到了准备去早
市的老张。老张在自家阳台上看见早市
重新开放了，人还挺多，于是，他拉着买
菜的小车出门了。

在现场，解放渠早市管理办公室相
关工作人员邢帅介绍，解放渠早市面积
较大，出入口多，共有 A、B、C、D 四个区
域。为了便于管理和疫情防控需要，从 3
月 26 日起，早市先开放从西山三巷至宁
静路一公里处的 C、D 两个区域，这两个
区域销售瓜果蔬菜、肉、蛋等，基本上可
以满足市民的需求。后期，早市管理办
公室会根据实际情况恢复开放卖百货的
A、B区域。

据了解，经过一周时间的通知、审
核，解放渠早市管理办公室已经为达到
要 求 的 经 营 户 办 理 了 303 张 经 营 许 可
证。目前，早市的开放时间是每日 8时至
10时 30分。

解放渠早市恢复营业了

本报讯（记者 芦舜）“社区工作人
员经常来，我们小区的环境卫生比以前
好。”家住大厦家属院的马女士说。

3 月 25 日，是西宁市城东区爱国卫
生运动集中大整治活动日，周家泉街道
办建国路社区工作人员，带上扫帚、簸
箕，走进辖区老旧楼院，开展卫生整治活
动。

大厦家属院是无人管理楼院，有 5栋
楼，156户居民，居民居住环境安全、整洁
问题，始终是社区工作人员惦记的事。

建国路社区副主任马明花，带领社

区和连点单位工作人员，走进大厦家属
院，清扫路面的烟头、杂物等垃圾。

在一栋楼后，有一处垃圾死角。社
区工作人员马静和马明花把垃圾一点
点扫出来。清扫时，马明花看到一段
路基墙出现了空洞，查看后感觉存在
安全隐患，立刻拿出手机拍照。“发现
问 题 ，逐 级 上 报 ，请 相 关 单 位 现 场 检
查 ，如 果 问 题 严 重 ，就 请 专 业 人 士 解
决，问题不大，社区就可以解决。”当
天，建国路社区对辖区 3 个老旧楼院做
了卫生整治。

卫生大整治 小区干净了

债权清单
本金及利息计算至2019年11月10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4

债务人名称

青海中油洁神能源有限
责任公司

青海新路环卫设备制造
有限公司

青海鼎盛曲轴制造有限
公司

青海洁神装备制造集团
有限公司

本金

74,999,945.46

64,998,610.14

37,262,191.72

27,060,496.68

利息

22,323,036.70

21,358,883.08

12,506,974.31

12,579,496.71

垫付费用

453,400.00

187,860.99

118,026.30

91,056.00

担保方式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

保证

其中

保证情况

青海青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连带责
任保证

青海福田装备制造有限公司、青海洁
神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宋维斌连
带责任保证

青海新路环卫设备制造有限公司、青
海福田装备制造有限公司、青海洁神
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宋维斌连带
责任保证
青海新路环卫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连
带责任保证

质押
情况

无

无

无

无

抵押情况

青海汇吉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名下
位于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平安镇204号
土地抵押担保

青海鼎盛曲轴制造有限公司名下位于
青海省西宁生物科技产业园装备制造
园区土地和房产抵押担保

无

无

所在地

青海省西宁市

青海省西宁市

青海省西宁市

青海省西宁市

商业化受托资产处置公告
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拥有以

下《债权清单》所列的 4户企业债权，现交
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接受委
托拟对《债权清单》所列债权进行公开处
置，现予以公告。

交易条件为：交易对象信誉良好，需
一次性支付价款并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

的风险。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
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
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
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
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

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
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止，如有购买意向请以书面形式
提出。公告期内同时受理该资产处置有
关异议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时青山
联系电话：0971-6360961

电子邮件：shiqs@bankcomm.com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联系人

和举报电话：马建强，0971-6360960
联系地址：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五四

西路 67号金阳光大厦A座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

2020年03月27日

市民选购商品市民选购商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