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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本报讯（记者 郭佳）7月 22日，省十三

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在西宁闭幕。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光荣、马伟、高华、尼

玛卓玛、鸟成云、吴海昆、刘同德，秘书长贾

应忠及常委会委员共 56 人出席会议，符合

法定人数。张光荣主持。

会议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修

改《青海省预算管理条例》等 54部地方性法

规的决定，青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西宁市物业管理条例》的决议，青

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玉

树藏族自治州自治条例（修订）》的决议，青

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玉

树藏族自治州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修订）》

的决议，青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批准《玉树藏族自治州义务教育条例（修

订）》的决议；青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批准《玉树藏族自治州城镇管理条

例》的决议，青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批准《玉树藏族自治州第十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关于废止〈玉树藏族自治州城镇市

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决定》的决议，青

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关

于优化调整 2020 年经济工作任务和“十三

五”规划纲要部分目标的报告》的决议，青海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青海

省 2019 年省本级财政决算的决议，青海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关于《青海省

资源税税目税率及优惠政策的实施方案》的

决定，青海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

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

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决定

任命文国栋为青海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决

定接受刘宁辞去青海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

的请求，报青海省人民代表大会备案。决定

接受严金海辞去青海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

务的请求，报青海省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会议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

副省长王正升，省监察委员会负责人，

省高级人民法院负责人，省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蒙永山等列席会议。

会后，就地举行专题讲座第十三讲——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决定任命文国栋为副省长

本报讯（记者 陈文雯 邢鹏）7 月

23日，第二十一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

投资贸易洽谈会举行集中签约仪式。

此次签约仪式与以往不同，为适

应常态化疫情防控需要，采取线上与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共签约 25个重大

项目，计划总投资 424.8 亿元，项目涉

及新能源新材料、基础设施建设、特色

农牧、文旅产业等多个领域。

自 2000 年青海成功举办第一届

“民营企业参与西北经济结构调整项

目洽谈会”以来，青洽会规模档次稳步

提升、辐射效应逐年扩大、合作区域和

领域不断拓展，20年来招商引资项目

累计签约 16843.81 亿元，累计到位资

金 5380 亿元，资金到位率 31.94%，一

大批产业类、服务类项目落地青海，一

大批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

加快成长，为青海改善基础设施条件，

加速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持续

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经济稳增长、调结

构、促转型、扩就业、惠民生发挥了重

要支撑作用。

据悉，本届青洽会期间，青海还将

组织举办生态经济发展论坛、绿色循

环经济创新发展论坛、数字经济发展

论坛等 7 场主题鲜明的论坛，探索青

海未来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

为青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凝聚智慧，谋

划思路。

本报讯（记者 郭佳 通讯员 姚蓓

熙）近日，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台

了《关于企业破产管理人管理办法（试

行）》（以下简称《办法》）。《办法》的制

定出台，是为了解决破产管理人实践

中存在的问题，完善管理人制度，是省

高院监督破产案件管理人工作的重要

举措。

《办法》规定了管理人分级、案件

分类管理、管理人的指定，建立管理人

资格准入、考评和淘汰机制，充分发挥

管理人在破产程序中的积极作用。管

理人是破产程序的主要推动者和破产

事务的具体执行者，管理人的能力和

素质不仅直接影响企业破产的质量和

效率，还关系到破产企业的命运和未

来发展。随着企业破产工作的深入推

进，管理人制度运作实践中出现了很

多新的问题，制约了企业依法顺利破

产的进程。加强企业破产案件的审理

工作，是人民法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

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也

是完善人民法院司法工作整体布局，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

感受到公平正义的重要方面。

《办法》明确，破产管理人名册由

省高院统一编制，全省各级法院共同

使用，各中级法院、基层法院不再单独

编制管理人名册。建立了破产案件分

类制度及管理人分级制度，根据案件

疑难复杂程度、影响范围、债务人财产

以及债务人、债权人状况等因素，分为

重大破产案件、普通破产案件、简易破

产案件三类。编入管理人名册中的一

级管理人可以担任本办法规定的三类

破产案件的管理人，二级管理人可以

担任除重大破产案件之外的其他两类

破产案件的管理人，三级管理人一般

只能担任简易破产案件的管理人。确

定了分类指定管理人的具体规则，如

采取轮候、抽签、摇号等随机方式公开

指定管理人及重大破产案件要采取竞

争方式指定管理人。对管理人的变更

情形、考核及调整管理人报酬进行了

具体规定。省高院每 3年对编入管理

人名册的社会中介机构和个人管理人

进行综合考核。确定管理人报酬的有

关程序和事宜，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

的规定》确定。

省高院出台《办法》

规范破产审判工作 完善管理人制度

本报讯（记者 拉毛措）

7月 22日，甘肃青海两省加

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合作

协议签署仪式在西宁举行，

两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分

别签署《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合作协议书》《推动商标地

理标志品牌建设合作协议

书》。

据悉，为全面落实《甘

肃省人民政府青海省人民

政府关于加强两省合作共

建兰西城市群工作备忘录》

专项合作行动计划，加快推

进兰州西宁城市群市场一

体化建设，推动《专项行动

计划》落实落地，两省市场

监管部门积极对接，共同谋

求合作突破点，共同起草了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协

议书》和《推动商标地理标

志品牌建设合作协议书》。

其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合作协议书》涵盖案件移

送、委托送达、协助调查、协

作办案、信息共享等 8方面

的合作内容，旨在通过合作

交流，加强两省知识产权保

护，严厉打击知识产权违法

行为，努力打造西部地区知

识产权保护高地。《推动商

标地理标志品牌建设合作

协议书》涵盖建立商标地理

标志监管协作机制、建立商

标地理标志品牌企业名录、

开展商标地理标志品牌推

介活动、组建商标地理标志

品牌专家智囊库、开展两省

商标地理标志品牌宣传推

广、构建商标受理窗口业务

服务一体化平台 6 方面内

容，旨在通过建立商标、地

理标志品牌建设合作机制，

整合区域优势资源，开展甘

青两省商标、地理标志品牌

培育和宣传推介交流合作，

充分发挥商标、地理标志品

牌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助推

带动作用，进一步提升区域

经济竞争力，最终实现“1+
1＞2”的品牌效应。

签署仪式上，两省市场

监管部门表示，两个合作协

议书的签订，是落实《专项

行动计划》的重要举措，为

两省市场一体化建设开好

了头，起稳了步，开启了两

省市场监管领域合作的新

篇章。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推动区域品牌建设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闭幕

本报讯（记者 陈晨）7 月 23
日，伴随着第二十一届中国·青海

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

第七届环青海湖（国际）电动汽车

挑战赛在西宁海湖新区正式发

车。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

常务副主任郑建邦，青海省委书

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建军，青

海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于丛乐，

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马志伟，青

海省政协副主席王晓勇，原工信

部副部长刘利华出席发车仪式，

并看望参赛车手。

当日，文体界明星与参赛厂

商 嘉 宾 、车 手 共 同 启 动 发 车 仪

式。明星车手和嘉宾车手驾驶车

辆依次通过发车台，电动汽车车

队开始向西宁市城南新区美玉大

桥进发，开始了首日的性能测评

赛，标志着本届以“E领·新征程”

为主题的赛事正式开启。

本届赛事将于 7月 23日至 26
日在西宁及青海湖周边举行。发

车仪式期间将同步进行赛事评

测，在位于西宁南川工业园区的

美玉大桥对 14个专业评测项目中

的静音、加速、制动、操控（绕桩测

试）、涉水五项进行现场评测。7
月 24 日至 25 日将进行为期 2 天、

总里程约 1015 公里的环湖测评

赛，主要测试续航、爬坡、快充、节

电等能力。

据了解，本届赛事以“E领·新

征程”为主题，全面升级评测机

制，首次对全赛车阵容开放量产

组产地竞速赛并进行评奖，完善

中国电动汽车综合性能展示平

台。同时，赛事还得到了外资品

牌的认可，丰田中国首次参与评

测 比 赛 ，各 大 车 企 展 开 激 烈 角

逐。此外，明星大咖领衔“公益形

象大使”引爆话题热度；体育冠军

担当“公益推广大使”，为赛事注

入更多竞技精神。

第七届环湖电动汽车挑战赛昨日正式发车
郑建邦王建军出席发车仪式

昨日青洽会集中签约424.8亿元

甘青两省市场监管部门
签署加强知识产权工作合作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