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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实习记者 李芸薇）8月
19日上午，西宁市城西区北气象巷社
区在五岔路口花园广场举办“晴暖夕

阳、爱在七夕”在职党员送关爱活动。

活动前夕，北气象巷社区工作人

员请来专业的摄影师，为辖区牵手相

伴50年的9对金婚老人留下了美丽
的瞬间。活动当日，西宁市卫计委、

西宁市妇幼保健中心、西宁市爱卫健

教中心等单位的在职党员和社区党

总支为辖区内9对金婚老人送上了金
婚纪念照，西宁市中医院在职党员为

金婚老人赠送了爱心体检卡。活动

现场，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在职党员

为参加活动的老人进行了爱心义诊，

北气象巷社区京剧票友团和老年舞

蹈队也为老人们表演了精彩的节目。

北气象社区85岁的老党员杨国
栋告诉记者：“年轻时生活太苦，结婚

都没好好操办，更别说拍结婚照了。

这次社区党组织举办的这个活动可

真是圆了我们老两口年轻时未了的

心愿了，谢谢大家。”

本报讯（实习记者 马莲蓉）西

宁市街头出现新骗局，有自称快递

公司工作人员的商贩出售10元假
快递包裹。

8月18日，记者来到西宁市经
济技术开发区新颜路早市，看见一

名30多岁的自称是快递公司工作
人员的男子喊道：“来来来，每个包

裹不管大小，只要10元，里面有手
机、平板电脑及各种百货商品。先

到先得！”记者看到，该男子的小货

车上堆放有近200个包裹。前来购

买的人挤在一起挑选着这些大小不

一、密封完好的包裹，记者也挑了一

个较重的包裹，打开一看，是一个手

链，根本不值10元钱。知情人告诉
记者，商贩将一些劣质商品和快递

公司无人认领的包裹重新包装后，

以包裹的方式售卖。

采访中，卖花的李师傅说：“这

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购买，这些包

裹在没拆封之前，谁也不知道里面

有什么，好多市民购买后就后悔了，

因为里面装的都是些劣质物品，根

本不值10元。”既然是伪劣产品，市
场管理部门是否应该将其取缔呢？

记者随即联系了管理新颜路早市的

东川经济开发区城管局，城管局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因为商贩属于合

法经营，并未造成任何影响，只能提

醒，不能执法。

记者在这里提醒广大市民，天

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商贩利用消费

者的好奇心，吸引消费者购买一些

劣质商品，消费者在购物时一定要

警惕，以免上当受骗。

西宁讯（韩璐）8月17日，一工地
民工宿舍使用易燃夹层泡沫彩钢板

房，被西宁市城中消防大队依法责令

拆除。

当日，西宁市城中消防大队监督

人员深入辖区开展排查惩治消防违

法行为时，当他们排查到南山路三江

花园9号楼施工工地时发现，民工宿
舍是用夹层泡沫彩钢板房建的，而彩

钢板房内部大多为可燃材料填充，一

旦发生火灾，里面的泡沫板是易燃

物品，火势蔓延速度会非常快，并且

泡沫板夹在铁皮中间，灭火难度非常

大。另外，泡沫板燃烧后会产生有毒

浓烟，正常人吸一口就会窒息至晕

倒。如果不及时消除可能严重威胁

公共安全，执法人员当场填写了监督

检查记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防法》第54条和《消防监督检查规定》
第22条的规定，责令该单位于8月18
日拆除完毕。目前，400平方米可燃
夹层泡沫彩钢板房已拆除完毕。

本报讯（通讯员 何延朝 记

者 欧婉煜）8月18日下午，西宁市
城西区公安消防大队联合当地安

监、环保、工商、治安等部门开展易

燃易爆单位安全检查时发现，位于

西宁市城西区彭家寨镇杨家湾村

原杨家湾小学院内存在私自存放

成品汽油的现象，严重威胁周边居

民和临近青藏铁路安全。

据悉，该院南侧设有三个容积

为50立方米的地下储油罐，其中一
个罐内有15吨成品汽油。院子南
侧一墙之隔的地方便是穿过杨家

湾村的青藏铁路线，储油罐距离铁

路线不足20米，一旦出现意外，将
严重威胁青藏铁路运营安全。消

防部门联系中国石油公司油罐车，

使用汽油泵对储油罐内汽油进行

了转移，为防止汽油抽吸过程中出

现意外，消防部门派驻1辆消防
车、6名官兵现场看护。随后，利用

消防车、市政绿化水罐车对储油罐

内进行注水，排除罐内油气混合

物，防止因静电或者明火引发爆

炸。目前，消防部门还未联系到该

处黑窝点负责人。

海南讯（郑艳）今年以来，海南藏

族自治州工商局多措并举，积极为市

场主体、经营者、无业人员和联点帮扶

村搭建“四项服务平台”，助推全州经

济的发展。

据了解，海南州工商局全面落实

商事制度改革的各项政策，优化市场

准入环境，实施了注册资本认缴、简化

经营场所登记、“先照后证”、年度报告

公示制。在登记注册窗口设置党员示

范岗，优化农牧民、应届大中专毕业

生、复退军人等创业者登记注册的“绿

色通道”，制定了服务文明用语和接待

咨询服务用语，制作了登记注册指南、

示范文本、温馨提示单，严格落实首问

首办、一次说清制、限时办结制，为创

业者提供“最先一公里”服务。

与此同时，海南州工商局深入兴

海县中铁乡杜宗村进行了实地调查和

摸底，并有针对性地制定并确定了12
项帮扶措施，制定了“三卡一台账”，即

海南州工商局党员干部民情联系卡、

海南州工商局党员干部帮扶连心卡、

海南州工商局党员干部为民服务卡和

海南州工商局党员干部帮扶台账，26
名党员干部开展了“送温暖、谋发展”

的“一对一”帮扶活动，受到了群众的

一致好评。

“喂，是公园巷社区吗？”8月14
日中午，电话中传来高先生愤怒的

声音。经西宁市城西区胜利路街道

办事处公园巷社区工作人员耐心询

问，高先生说出了事情的原委。高

先生说：“楼上的租住户每天都很晚

回家，上楼动静很大，吵得我们没法

休息，还有一些租住户在楼道里、单

元门口乱放垃圾，从窗户往下扔垃

圾，严重影响了我们的居住环境，我

们多次上门劝导无果，还差点打起

来了。”

接到投诉电话后，社区工作人

员及时赶到胜利路54号家属院，三
单元的住户有4户已在门口等候，
他们情绪十分激动，你一言，我一

语，说晚上噪音经常持续到凌晨两

三点左右，严重影响大家休息及正

常的工作生活，希望社区工作人员

能够帮助住户解决问题。社区工作

人员经过了解，扰民问题出现在

352室，工作人员立刻给352室的房
东成师傅打电话，让他通知租住户，

面对面解决问题。

原来成师傅把房屋出租给一家

餐饮店作为员工宿舍，员工们每天

回来又说又唱、严重影响了周围住

户休息，他们还随手乱丢垃圾，楼道

内堆满了垃圾。社区工作人员对租

住户进行了耐心地劝导，为了不影

响其他住户的休息和小区的环境，

要注意自己的行为。社区工作人员

还告诫高先生遇事要冷静。

经过社区工作人员的工作，当

事人都消了气，租住户王先生表示

以后会注意自己及同事的行为，不

去扰民。并商定，如果再次出现扰

民事件，房东成师傅将终止与王先

生的租房合同。住户代表们对这个

结果都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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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令拆除一彩钢板房

社区

为金婚老人圆梦

工商

多措并举助推经济发展

一墙之隔便是青藏铁路线

当心！10元包裹有问题

扰民纠纷一朝解
■ 实习记者 祁昊

本报讯（实习记者 李鑫业）8
月19日，记者从海北藏族自治州文
化体育局召开的《赛亚历险记》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我国首部反映青海

湖湟鱼洄游历程与蕴含精神、青海

首部展现昆仑文化魅力的20集动
画剧《赛亚历险记》制作完成，近期

将在卡酷少儿频道播出。

本报讯（实习记者 曾太吉 通

讯员 田启成）为进一步提升检察

队伍拒腐防变能力，西宁市城北区

人民检察院近日开展了检察人员

亲属助廉活动。该院组织全院52
名干警亲属签订了检察人员亲属

助廉承诺书，并向干警亲属发放了

检察人员亲属助廉倡议书，倡议干

警亲属积极参与亲属助廉活动。

本报讯（记者 郭佳 通讯员 陆

丁文静）家住湟中县的汪某因感情纠

葛，一时冲动，闯下大祸。近日，湟中

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批

准逮捕了犯罪嫌疑人汪某。

今年3月，汪某与妻子童某某因
感情不和前往法院离婚，因就女儿的

抚养费和家庭债务没有达成一致，两

人没有领到离婚证。而让人意想不

到的是，早在2014年2月份童某某就
与邻村一男子非法同居并育有一子。

7月18日，汪某与朋友喝完酒回
家，独自坐在家中回想妻子童某某的

所作所为，越想越生气。汪某从家中

拿了一把刀，就出门去找童某某谈

谈。当汪某到了童某某的住处，一进

门就看到童某某与其同居男子的父

母及一个小女孩在一起，随即汪某便

和童某某发生争吵，汪某便用刀向童

某某戳去，同居男子的母亲从后面打

汪某，汪某戳了其一刀。然后汪某又

在童某某身上戳了几刀。同居男子

的父亲拿着斧头朝汪某左臂打了一

下，汪某左手抓住斧头柄，右手拿刀

朝其胸前划了一刀。不久，接到群众

报案的警察赶到现场，将汪某当场抓

获。童某某经抢救无效死亡，同居男

子的父母受伤住院。

西宁讯（周学森 李勇）8月11
日，西宁市公安局城北分局小桥大

街派出所以涉嫌故意伤害罪，依法

逮捕了犯罪嫌疑人刘某。

今年44岁的刘某，为在西宁打
工方便，就在城北区小桥大街建设

巷租了一套两室两厅的房子。半年

后，他认为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

没有必要，于是他将一间房子租给

从四川来西宁打工的周某、唐某，谁

知周某、唐某夜生活频繁，屋子里整

天客人不断，房屋内外环境卫生太

差，刘某经多次劝说无果后与两人

发生矛盾。7月29日9时许，一夜
玩到天亮的周某、唐某与早起的刘

某发生争执，争吵中刘某持短斧将

周某、唐某的头部、腿部、背部等多

处砍伤，其中唐某头部颅骨骨折，两

人现仍在住院治疗中。

日前，小桥大街派出所报经城

北区人民检察院批准，以涉嫌故意

伤害罪对犯罪嫌疑人刘某依法逮

捕。

廉政新措 亲属助廉

《赛亚历险记》制作完成

妻子出轨生子
丈夫酒后杀妻

合租房子起祸端

8月17日，西宁市城中区国家税务局总寨分局结合便民办税春风行动，深入辖区小微企业宣传税收优惠政

策，保证政策红利不折不扣惠及纳税人。 本报记者 邢鹏 通讯员 孙孝恒 摄影报道

天峻讯（彩霞）8月19日，海西
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公安局第

二届“大练兵”比武竞赛活动在第一

民族小学开幕。天峻县交警大队全

体民警及协警参加了此次比武竞赛

活动。赛场上，交警大队参赛队员

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各个比赛中，观

战民警为参赛队员呐喊助威，比赛

氛围既紧张热烈又团结和谐，最终

他们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齐心协力 取得佳绩

西宁查处一私藏汽油黑窝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