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务车辆拍卖公告
受玉树藏族自治州财政局委托，我公司定

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上午 9:00 在玉树州公安局 3
楼会议室对玉树州直机关收缴 108 辆公务用车
（丰田、奥迪、大众、现代、三菱、别克、日产本田
等）进行公开拍卖。

预展及报名时间：2020 年 4 月 26 日一 28 日
上午 9:00一下午 17:00时。

预展地点：玉树州旧机动车交易市场（扎西
科德尼格车管所对面下 100米）

竞买须知：凡参加本场拍卖会的竞买人须
携带（个人：身份证原件；单位：营业执照、法人

授权委托书、法人身份证及
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复
印件）并缴纳竞买保证金壹
万元整，办理竞买登记手
续。竞买保证金缴纳方式：
转账（不接受现金报名），收
款户名：青海钰容拍卖有限

公司。开户行：建行西宁大十字支行，收款账
号：6232 5144 0007 9700。本次拍卖不包含公
务车辆号牌。拍卖成交后，竞买保证金转为过
户押金，未成交者，保证金于拍卖会后三个工作
日内（不包括节假日）全额退还（不计息，银行手
续费自理）。

查询网址：paimai.caa123.org.cn（中国拍卖行
业协会中拍平台）

www.qhspx.com（青海省拍卖行业协会）
www.qhyrpm.com（青海钰容拍卖有限公司）
www.dPauc.com(点拍网)
www.honglipai.net(洪力网）
联系电话：0971-8219611
王先生 130 9979 7707
乔先生 139 9719 8433
束女士 180 0971 8070

中国拍卖行业AA企业 青海钰容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4月20日

青海报业发行物流有限公司是青
海日报社下属国有独资企业，因工作及
业务发展需要，现面向社会招聘以下人
员：

招聘岗位
1. 会计 1 名；2. 出纳 1 名；3. 文秘 1

名；4.电商运营主管 1名；5.电商运营人
员 2名；6.网络技术员 1名；7.项目部人
员 6名。

报名方式及要求：
本次招聘报名工作采用现场报名

方式进行，报名时间：2020 年 4 月 16
日-24日。

报名地点：长江路 5 号青海日报社
西楼 6楼青海报业发行物流有限公司。

报名时须提供资料：本人身份证原
件及复印件一份；本人户口簿原件及复
印件一份；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一份、学信网学历验证单一份、岗位要

求的相关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本人近期小二寸免冠彩照一张；简历一
份。

报名咨询电话及联系人
报名咨询电话：0971-8457228
联系人：赵老师 18797311534
详情请登录 https://www.qhlingwang.

com/，或关注“青报商城”微信公众号，
了解招聘详细信息。

招聘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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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马小玮）近日，西宁市
城北区市政公用服务中心服务科收到一
面锦旗，这是来自城北区朝阳街道朝阳新
村 300多户村民的心意。13年来，以赵红
霞为科长的服务科给朝阳新村四个小区
的化粪池实施免费清理，为群众谋实事，
办好事，保障了居民的正常生活，获得了
居民的一致好评。

十几年前，因为征地拆迁，城北区朝

阳村从旧址迁出，分别在不同的地方建成
了四个小区。如今四个小区下水管道设
备陈旧，时间一长，小区的下水道经常会
被油污和垃圾堵塞，下水管道不畅，污水
肆意横流，臭味弥漫在整个小区，给居民
生活带来很多不便。朝阳新村村委会主
任邱志强常常为小区下水道问题困扰，清
理下水管道需要一笔很大的费用，村里实
在没有经济能力请工人清理。获得多项

荣誉称号、被誉为清掏工“女专家”的赵红
霞得知情况后，二话没说，立即带着自己
的班组来到朝阳新村的四个小区，工作人
员利用吸污车一点点清理化粪池和下水
管道，清理难度较大，13 年来累计清理管
道 18000多米。

这几天，城北区市政公用服务中心服
务科免费清理和疏通了朝阳新村 2号院、
3号院的 30多个化粪池，并做好后期的保

障跟进工作，接下来，还将继续清理 1 号
院和 4号院的化粪池和下水管道。

邱志强告诉《西海都市报》社区记者，
13 年来多亏了城北区市政公用服务中
心，一打电话，不出几分钟服务科的车队
就会出现在小区里，无论刮风下雨，从来
没有间断过。每一个朝阳新村居民心里
都清楚，舒心环境的背后是赵红霞他们的
坚持和真情付出。

清污13年 真情付出暖民心

本报讯（记者 芦舜）“以前一大片，
圆圆的造型很好看，现在都不美观了。
我们的树被挖走了，这些树也不知道去
向。”近日，金坤·东城明珠小区居民向

《西海都市报》社区联络站反映，小区 4
号楼前的造型树被移走，不仅破坏了原
有的造型，居民们还担心树苗被卖了，
希望物业给居民解答。

记者在小区 4号楼前看到，几株 1米
多高的榆叶梅，周边有挖过的痕迹，圆
形的造型比原来小了些。居民们反映，
树已移走了一周左右。

小区物业经理宋霞解释了树苗的去
向。“树苗太密了，树冠太大，不利于修
剪。移出来的树苗，都种到其他楼前的
绿化带了。”

在 34 号、36 号楼前的绿化带里，有
四十多组种植的榆叶梅树丛，刚浇过
水。宋霞说，因为居民有时停车不注
意，会压到草坪，在楼门口移植了树丛，
有利于保护绿地，也防止乱停车现象。
正值绿化时节，要对小区里补种树，还
要调整一些绿植的位置，以使绿化美
观，并起到围栏的作用，保护绿地。

“我们的树被挖走了”

本报讯（记者 燕卓）“楼上漏水，我
家快成‘水帘洞’了，多亏社区帮忙,问题
才得以解决。”近日，家住西宁市教场街
的刘先生说起帮他解决难题的礼让街街
道办事处解放路社区工作人员，不时的
点赞。

前不久，刘先生楼上住户不在家，不
知什么原因，楼上住户家中漏水，导致刘
先生的卧室被泡，一面墙的墙皮起皮开
裂，衣橱里的衣服也被浸泡。情急之下，
刘先生给解放路社区工作人员打电话求

助，社区工作人员杨春香赶到刘先生家
中查看，发现漏水严重。

杨春香回到办公室通过户口底册信
息联系到刘先生楼上住户，并通知他马
上回家，同时联系物业管理处工作人员，
与物业工作人员一起到刘先生楼上住户
家中查找原因。经过检查,发现原因是这
家卫生间里管道老化水管爆裂，造成漏
水。杨春香立刻联系专业人员为楼上住
户更换了新阀门，问题很快得到圆满解
决。

居民家中漏水 社区协调解决

本报讯（记者 芦舜）“原来废弃的招
牌没人管，现在社区帮忙拆除，我们路过
也觉得安全了。”近日，家住中庄小区的
李女士对记者说。

中庄小区沿街的一间商铺上方，竖着
一块铁架做成的招牌。因年久失修，招
牌上覆盖的喷绘有一角掉落，铁架上镶
嵌的玻璃露了出来。

4 月 13 日下午，西宁刮大风，火车站
街道办事处中庄社区工作人员巡查发
现，这块近半米宽，两米多长的招牌，被
吹得不断晃动，有部分玻璃碎块被吹落，

掉在了人行道上。
招牌位置离小区大门不远，小区里

住户多，每天路过这里的居民近千人，
一旦有人路过时，玻璃碎块掉落下来就
麻烦了。为了消除安全隐患，社区决定
拆除招牌。

这块招牌是以前一个单位留下来的，
“ 联 系 了 三 四 家 单 位 才 找 到 原 管 理 单
位。”社区工作人员几经查找，经过协调，
对方同意拆除。在社区的协调下，很快
施工人员来到现场，取下了废弃的招牌，
拆除了玻璃，割掉了铁架。

拆除废弃招牌 消除安全隐患

问题：一位读者向《西海都市报》社区
联络站询问，小区物业收费标准是否应
该向业主公示？

答复：根据《青海省物业管理条例》第
五十八条规定，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在物
业管理区域内公示服务内容、服务标准、
收费标准等事项。

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按照物业服务合
同的约定，定期将物业服务费用和经营
设施收支情况、公共水电费分摊情况如
实公示。

物业服务费按月计收，最长预售期限
不得超过六个月，业主自愿交纳的除外。

解析：物业服务企业与业主之间是一
种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物业应当在管
理区域显著位置公示服务内容、服务标

准、收费标准等事项，同时要按照物业服
务合同的约定，定期将物业服务费用和
经营设施收支情况、公共水电费分摊情
况如实公示，向业主说明和解释，接受业
主监督。根据国家发改委《物业服务收
费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实行酬金制的物
业服务业企业应当按照规定对物业服务
的各项资金收支建立台账，每年不少于
一次向全体业主公布。

（本报记者 芦舜 整理）

物业收费标准 应向业主公示

本报讯（记者 燕卓）前不久，西宁市
石坡街 11号院内污水外冒，导致居民家
地下室和附近一商场地下室渗水严重，
居民向《西海都市报》社区联络站反映
此事。

城中区仓门街街道办事处石坡街
社区工作人员得知情况后，赶到 11 号
院查看地下室渗漏和积水情况，发现是
院内化粪池严重堵塞，造成污水跑冒滴
漏。

社区工作人员立即联系了下水疏通
专业人员，经过计算，疏通下水管网及
清理地下室内的积水费用共计四千余
元。11 号院住的大多是租住户。经社
区和党群联盟协调，相关商场、商铺经
营者出资 2600 元,剩余的费用由居民承
担，仅一天时间，费用全部收齐。

经过维修，问题得到解决。居民孔
师傅连连称赞：“社区为居民着想，这么
快就解决了我们楼院的老大难问题。”

“老大难问题解决了”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省物业管理协会 主办

4月17日，人民公园部分郁金香已经开放，游人纷纷拿出手机拍照。
本报记者 邓建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