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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耀军 燕卓 小玮 季蓉
芦舜）备受西宁市民关注的小区停车费新
标准即将执行，西宁各小区物业公司准备
好了吗？

为规范西宁市住宅小区内停车管理及
收费行为，根据《青海省定价目录》《青海
省住宅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青海省机
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按照“让利于民、质价相符、共管共享”的
原则，6月 9日，西宁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西宁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制定出台了

《西宁市住宅小区停车位收费最高限价标
准的通知》，对西宁市住宅小区停车位收费
制定了最高限价标准。

根据《通知》，地上停车位租赁最高限
价为每月每个车位 70元，地下停车位租赁
最高限价为每月每个车位 200 元；地上停
车位服务费最高限价为每月每个车位 30
元，未出售地下停车位服务费最高限价为

每月每个车位 60元；已出售地下停车位服
务费最高限价为每月每个车位 60元。

《通知》还明确了临时停车收费标准：
车辆临时停放时间不超过 30分钟(含 30分
钟)免收停车费；临时停放 2小时(含 2小时)
以内按 5 元收取，2 小时至 8 小时 (含 8 小
时)以内按 10元收取，8小时至 24小时(含
24 小时)以内按 15 元收取。此标准为最高
限价，根据地下停车场设施设备配置、地
坪材质、服务标准及停车位富余等情况，可
在20%范围内适当下调收费标准。

6 月 9 日、6 月 10 日，《西海都市报》全
媒体平台报道了西宁市发展与改革委员
会、西宁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制定出
台西宁市住宅小区停车位收费最高限价标
准的消息后，众多西宁市民、网友通过留言
和来电方式，对这一惠及百姓的实事点赞，
期待惠民新规落地执行。

6 月 29 日，《西海都市报》记者从西宁

多个小区物业公司了解到，部分小区物业
公司已根据《西宁市住宅小区停车位收费
最高限价标准的通知》，调整了所负责小区
的停车收费相关管理办法，计划 7月 1日起
执行。

有小区物业公司相关人士表示，物业
公司将于 7月 1日把相关通知张贴出去，同
时与业主协商退还部分费用的事宜。一些
老旧小区物业维修事项多、资金缺口大，物
业公司希能将与业主协商，把此前多交的
费用用于小区维修等方面。

负责昌运世纪村小区物业的青海兴隆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相关人士表示，小区有
1800 余户居民，小区地下停车位有 80 多
个，路面停车位有 300多个，大门口停车位
100 多个，停车压力非常大，物业公司 6 月
中旬公示了停车费新规的文件，7月 1日起
严格执行停车费的新规。上述相关人士
说，小区之前停车费用不高，以前交的多余

费用，将用于小区公共设施的改造，比如划
分停车线、设立减速带、停车桩等。

承担着瑞华小区、瑞和佳苑、青唐小镇
以及柴达木路廉租公寓小区物业管理的西
宁瑞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经理李盛荣介
绍，物业公司多次召开会议，研究新的停车
收费标准，他们负责的小区将严格按照新
的停车收费标准执行，小区业主办理的年
卡，收取的高出规定的部分，将返还给业主
或者延期停车时间。

来自汇吉阳光丽景小区西宁新汇洲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的消息，小区 7月 1日起开
始执行新的停车收费标准

明日起，西宁小区停车费新标准将执
行，由于涉及的小区范围广，各小区情况不
同，此前收费也各不相同；也有小区业主与
物业公司还在交涉中，这一新规如何落地，
执行情况如何，有待进一步观察，本报将继
续关注。

明日起西宁小区停车费执行新标准
小区物业公司准备好了吗

本报讯（记者 范程程）第 21届青洽会
将于 7 月 23 日至 26 日举办，今年青洽会
展馆设主会场展馆和分会场展馆。

青洽会主会场展馆设在青海国际会
展中心，展示面积 5 万平方米，由青海综
合馆、生态经济馆、循环经济发展馆、数字
经济发展馆、飞地经济发展馆、文化旅游
产业发展馆、投资促进馆、地区发展馆、主
题城市馆和商品展销馆等部分组成。

青海综合馆，设在A馆。围绕展示宣
传青海“四张名片”，从青海的坚持生态保
护优先、致力推进绿色高质量发展、扩大
开放合作、构建和谐家园等方面，充分展
示建设更加富裕文明和谐美丽新青海新
成就。

生态经济发展馆，设在 A 馆。展现
“国家公园省、大美青海情”的独特魅力，
国家重要的生态屏障。

循环经济发展馆，设在A馆。围绕努
力构建涵盖农业、工业、服务业及企业、园
区、社会的多层次全方位循环型经济体
系，展示通过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力发
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基本形成的循环经济
产业链等。

数字经济发展馆，设在A馆。围绕产
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重点展示数字产
业培育壮大、数字服务创新突破、数字工
业试点示范、数字政务推广应用等一批重
大项目成果。

飞地经济发展馆，设在A馆。将展现
“飞地经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成效。

投资促进馆，设在A馆。围绕贯彻落
实新发展理念，重点展示对口援青和兄弟

省（区、市）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及产业特
点、合作领域、投资环境等内容。

文化旅游产业发展馆，设在C馆。紧
紧围绕“一个定位、两个方向、五三布局、
十一大关系”，重点展示青海高原特色旅
游产品和精品路线。

主题城市馆，设在C馆。围绕城乡统
筹发展及农业现代化“新海东”，重点展示
海东市坚持创新驱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积极推进兰西城市群建设，建设西
宁-海东都市圈的新成就。

地区发展馆，设在B馆、C馆。围绕打
造宜居宜业“大西宁”、开放“柴达木”、特
色“环湖圈”、绿色“江河源”区域协调高质
量发展要求，宣传展示西宁、海西坚持创
新驱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
绿色循环产业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
展，以及着力增强在带动全省推动高质
量发展，实现高品质生活方面的示范带
动作用；环青海湖地区、三江源地区经
济社会发展成果，重点展示生态建设工
程取得的重大成就，广泛开展投资合作
交流活动。

商品展销馆，设在C馆。展示展销省
内外特色名优商品，促进流通，活跃市场，
繁荣经济，满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需要。

青洽会分会场展馆设在海西蒙古族
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

今年青洽会主场馆设10个展馆
本报讯（记者 彭娜）来自青海省政府的

消息，近日，经国务院批准，民政部正式批复
同意撤销我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设立
县级同仁市，其隶属关系、管辖范围、政府驻
地均不变。同仁县撤县设市后，黄南州行政
区划由原来的四县变为一市三县。

同仁县地处青甘川三省交会地区，是
黄南州府驻地，是国家级热贡文化生态保
护区核心区域，也是我省唯一的国家级历
史文化名城，发祥于此的“热贡艺术”“黄

南藏戏”入列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名录。

同仁县撤县设市，是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四个扎扎实实”重大要求和新时代推
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兰西城市群建
设等国家战略、深度融入“一带一路”的重
要举措，是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
奋力推进“一优两高”战略、加快城镇化进
程的具体实践，必将开启黄南和同仁发展
的新征程。

民政部正式批复：同仁县撤县设市

本报讯（记者 卢晓茜）6月 29日，记者
从青海省人民检察院了解到，青海省地方
金融监督管理局原党组成员、巡视员、副
局长王丽（正厅级）涉嫌贪污罪、受贿罪、
挪用公款罪、国有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案，经青海省人民
检察院指定管辖，由海东市人民检察院依
法向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
了被告人王丽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依法讯
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海东

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被告人王丽利用
担任西宁市商业银行行长、董事长，青海
银行董事长、行长的职务便利，侵吞公共
财产，数额巨大；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
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挪用公款进
行营利活动，情节严重；滥用职权，致使国
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其财产、支出
明显超出合法收入，差额特别巨大，且不
能说明来源，依法应当以贪污罪、受贿罪、
挪用公款罪、国有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检察机关依法对王丽提起公诉

本报讯（记者 莫青）“你好，请问州县
的考生能否进入直播间听讲？”“孩子今年
是高二，想进直播间听湟川老师的分享，
不知道可以吗？”6月 28日，本报“高考直通
车”公益线上助考活动启动后，本报融媒
体平台的留言不断更新。

7 月 1 日 18 时 30 分，湟川名师线上分
享高考冲刺秘诀，届时全省各市州高考和
即将高考的学生均可进入直播间，本报三
个直播间将同时“开机”。这场分享会，我
们特别邀请到青海湟川中学高三年级一线
名师，助考生一臂之力。

9 位老师将通过《西海都市报》抖音、
快手直播平台和“西海商惠”快手直播平

台同时分享高考冲
刺 秘 诀 ，线 上 直 播
时间为 7 月 1 日至 7
月 3 日 ，每 日 18 时
30 分开播，全省考
生 只 需 一 部 手 机 ，
关注《西海都市报》
官 方 抖 音 号 ，也 可
关注《西海都市报》
官 方 快 手 号 和“ 西

海商惠”快手号就可以聆听名校名师的高
考锦囊。若部分考生无法观看直播，可以
关注《西海都市报》微信公众号，我们将视
频完整录制，推送给大家。

高考倒计时不足十天，直播间里，老师
会传授哪些好方法、好技巧？本报记者提
前采访了部分老师。各位老师将抓住最后
复习的冲刺阶段，从答题技巧、考场注意
事项、提分要点等方面为全省考生分享冲
刺秘诀。

直播时间及课目安排请考试记牢。7
月 1日，咱们直播间见。

7月1日
18:30-19:00 语文
19:00-19:30数学
19:30-20:00英语
7月2日
18:30-19:00 物理
19:00-19:30化学
19:30-20:00生物
7月3日
18:30-19:00地理
19:00-19:30历史
19:30-20:00政治

@全省高考生

高考冲刺分享会明日开播
●7月1日至7月3日每日18时30分
●本报三个直播间同时“开机”

6 月 29 日，西宁市海湖新区一小区，刚刚投入使用的智能垃圾分类设备吸引不
少居民试用。据了解，这种智能垃圾分类设备通过触屏操作下载安装相关 APP 后，
选择回收类型投放口投放物品，设备自动称重后，向投放者手机自动发送所回收物
品的相应金额。该设备可回收金属、塑料、纺织物、塑料瓶、纸类等。

本报记者 邓建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