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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西宁市政策性蔬菜价格指数保险品种每日离地价格监测周统计表
单位：元/公斤

日期

蔬菜品种
甘蓝
大白菜
胡萝卜
大葱
鸡腿葱
青蒜苗

11月25日

已售完
已售完
已售完
已售完

0.36
已售完

11月26日

0.36

11月27日

0.36

11月28日

0.4

11月29日

0.36

11月30日

已售完

12月1日

为有效警示和震慑有拖欠劳动报酬倾向
的用人单位，根据《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社会
公布办法》的规定，西宁市人社局依法向社会公
布四起查办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违法典型案
件。同时，对公布的典型案件中的用人单位和有
关人员，符合人社部《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
管理暂行办法》的两起案件，依法列为“黑名单”
纳入信用诚信体系，实行各相关部门联合惩戒。

【案件一】西宁市城西区康俪园足浴城拖
欠劳动报酬案

西宁市城西区康俪园足浴城，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630104MA75PTJJ6Q，法定代表人：
陈良杰。

9月2日，苟生玉等31人向城西区人社局投
诉，城西区康俪园足浴城拖欠工资。经查，该公司
法定代表人为陈良杰，实际负责人为黄建锋，西
宁市城西区康俪园足浴城拖欠2019年8月工资
未发放，涉及员工31人，拖欠工资24.62万元。

9月2日，城西区人社局依法对西宁市城
西区康俪园足浴城下达了《城西区劳动保障监
察责令改正决定书》，责令2019年9月15日发
放31人工资，该用人单位逾期未履行。9月16
日城西区人社局依法对西宁市城西区康俪园足
浴城下达了《城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列
入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决定书》。9月16日
该公司发放了31人工资12.32万元，剩余工资
签订承诺书于2019年12月31日一次性结清。

【案件二】青海佳合机械安装有限公司拖
欠劳动报酬案

青海佳合机械安装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630103710508343F，法定代表人：都
占嗣。

9月18日席金红等12人到城中区人社局
投诉青海佳合机械安装有限公司拖欠工资。经
查，青海佳合机械安装有限公司因经营不善拖
欠席金红等12人2018年1月至2019年9月工
资共计21.8459万元。9月19日城中区人社局
对该用人单位依法下达了《劳动保障监察责令
整改决定书》，责令其于十五个工作日后支付
劳动者劳动报酬，该公司逾期仍未支付。

10月23日，城中区人社局依法将青海佳
合机械安装有限公司以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
酬罪至西宁公安局城中分局，目前此案正在调
查处理中。

【案件三】青海宝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拖欠劳动报酬案件

青海宝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630000661923670L，法定代表人：宝林。

7月10日至7月12日，湟源县人社局接到
湟源县城市棚户区改造宝林小区安置房工程
项目的郑海等250名务工人员投诉，称在该项
目中青海宝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拖欠他们
工资共计850余万元，并提交相关投诉材料。

经查，该项目由建设单位青海宝林房地产
直接违法分包给不具备劳动用工资质的个人
（范 堪 华），拖 欠 243 名 农 民 工 工 资 共 计
812.0745万元。7月12日湟源县人社局给青海
宝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达了《劳动保障监
察责令改正决定书》，责令青海宝林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在2019年7月19日前将拖欠工资
发放到务工人员手中，该公司逾期未支付。7月
22日，湟源县人社局再次给青海宝林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下达了《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决
定书》，责令该公司在7月26日前将拖欠工资发
放到务工人员手中，该公司逾期仍未支付。

8月20日湟源县人社局将该案件以涉嫌
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移送给公安部门处
理，目前公安部门正在侦查办理中。

【案件四】青海然智商贸有限公司拖欠劳
动报酬案

青海然智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牟辉。
8月29日，湟源县人社局接到王苗苗等11

名劳动者投诉，称青海然智商贸有限公司拖欠
他们在日月乡克素儿药物小镇销售藏药、土特
产等销售工作中的人工工资共计3.7872万元。
经协调青海然智商贸有限公司于8月30日已
解决 1.8936 万元，剩余 1.8936 万元。10 月 21
日，湟源县人社局依法给青海然智商贸有限公
司下达了《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决定书》，
责令2019年10月23日前支付拖欠的工资，该
公司逾期仍未支付。

11月12日，湟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依法将青海然智商贸有限公司以涉嫌拒不
支付劳动报酬罪移送湟源县公安局处理，迫于
压力，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牟辉支付了劳动者剩
余工资。 （记者 刘瑜）

四起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曝光

本报讯 （记者 悠然） 小吃赛、手
抄报、知识问答……近日，城东区以

“弘扬宪法精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题的 2019 年宪
法宣传周在城东区司法局清真巷司法所
启动。

据了解，为推动基层深入学习宪
法、弘扬宪法精神、维护宪法权威，
城东区在启动仪式上邀请了专业教师
就宪法的相关知识进行授课，并发放
宣 传 手 册 、 组 织 宪 法 知 识 问 答 。 同
时，以民族特色面点小吃赛、手抄报
比赛等形式，将法治内容与趣味活动
相结合，让法治知识真正深入基层、
深入群众。在活动周期间，城东区还
将组织年轻的党员干部开展宪法知识
演 讲 比 赛 ， 并 组 织 党 员 干 部 深 入 社
区、校园，以身边人身边事为例，讲
解宪法知识、宣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让辖区群众知法懂法、守法
敬法。

本报讯（实习记者 王娜）11 月 28 日下
午，城北区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组织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专题讲座，市委宣讲团成员、市委党校
理论研究室主任王国利以《开辟中国之治
新境界的宣言书》为题进行专题讲座。北
区县级领导干部、各部门、各单位主要负责
人近百人聆听讲座。

王国利以《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的宣
言书》为题，从“中国之治”立足于国家制
度、“中国之治”致力于国家治理、“中国之
治”具备的显著优势、“中国之治”实现的根
本保障四个方面对四中全会精神进行了系

统深入、全面准确的解读，用大量的鲜活素
材和生动案例、丰富的图片资料深入讲述
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发生的重大变化。
讲座重点突出、逻辑严密清晰、内容丰富深
刻，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实践性，为下一步
推动北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具有十分
重要的促进作用。

会后，北区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讲座使
大家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有了更加
全面的认识和更加深入的了解，他们将进
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推动全会精神在
全区发展建设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为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学习
好、宣传好、贯彻好，更好地引导广大党员
干部群众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
来，该区区委决定由区委宣传部牵头成立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宣
讲团，赴各镇、街道办事处、各部门、各单位
开展宣讲活动，推动全会精神家喻户晓、深
入人心。

本报讯（记者 张国静） 自“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城
西区紧咬民生建设中的“硬骨头”，发
扬斗争精神，死盯急难险重任务目标，
扎实推动民生实事项目。其中，就历时
5 年之久的青年巷棚户区 （旧城） 改造
项目，有针对性地再次调研、重新审
视、深入分析，抓住项目推进中的主要
矛盾，着重消除群众对拆迁的抵触情
绪，创新工作思路，努力把主题教育成
果转化为实效。

攻坚前期，城西区结合实际工作再
次进行全面宣传动员，以“先易后难”
的工作思路，以刻不容缓的紧迫感消除
了被征拆户思想上的波动，同时采取

“即签、即搬、即拆”三同步工作措
施，在达成征收协议后立即腾空，即刻
拆除，大大压缩了整个拆迁工作的完成
时间。11月中旬，城西区出动拆除设备
2 台、人员 20 余人对该项目涉及的青年
巷 1 号院 2 号楼进行了依法拆除。目
前，青年巷棚户区 （旧城） 改造项目仅
剩 1 栋楼 45 户居民有待征拆。该改造项
目让老旧楼院普遍存在的“难拆、难
建、难改”问题得以解决，为辖区群众
更安居、更宜居打牢基础。

下一步，城西区各级部门将继续结
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深刻分析自身工作中的不足和问题，切
实创新工作思路，改进工作作风，严格
依照法定程序，加大对剩余被征拆户的
入户动迁力度，强化对开发企业的督促
力度，确保项目有新突破。

本报讯（记者 樊娅楠）苍穹因满天星斗
而华美，事业因团结进步而发展。时下，走
在大通县的各个角落，一首首各民族之间
和谐共融、和美共生的交响曲正在各族群
众中唱起来、热起来。自成功创建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县以来，该县聚焦“中华民
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总目标，以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积极打造
示范典型，持续探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
深度融合发展行动，不断推动创建活动走
深、走实，各项创建巩固提升工作取得明显
成效。

近年来，该县始终坚持党对创建工作
的领导，严格落实“一把手”创建工作责任
制，制定《大通县创建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区
实施方案》等文件，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
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创建
工作机制。提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走
在全省、全市前列的奋斗目标，不断探索创
建工作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有效
途径，着力做好“党建引领创建”“民族团结
进步+脱贫攻坚”“民族团结进步+窎沟片

区全域旅游”等活动。把创建工作纳入干
部学习教育培训重要计划，因地制宜开展
以“三个离不开”“五个认同”为主要内容的
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宣传教育，推动创建活
动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按照创建“十进”
要求，打造“园林小学—民族团结进步五融
教育”“朔北藏族乡边麻沟村—幸福像花儿
一样”“回族女中—对越反击战英烈纪念
馆”等市、县级民族团结进步永久性示范点
81个，命名挂牌县级示范单位达624个，有
效形成“以点带面、点面结合、全面推进”的
良好局面。

同时，还争取资金近 3.7 亿元，实施扶
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项目。加强社会治安
防控体系建设，建立健全覆盖县、乡（镇）、
村（社区）三级综治维稳信息平台和信息员
队伍。严格落实矛盾纠纷月排查、周研判、
零报告制度，力争一般性矛盾纠纷排查化
解率达到 100%。开展“矛盾纠纷多元化
解+互联网+阳光信访”，推动第三方参与
人民调解委员会建设，不断完善矛盾纠纷
多元化解机制。

近日，城西区彭家寨镇党委及彭家
寨镇富兴路社区给辖区83名环卫工人送
去冬日温暖。在现场，志愿者们为每位
环卫工人送上“温暖包”，并和他们拉家

常、对他们嘘寒问暖，他们的关怀，让“城
市美容师”在寒冷的冬季感受到了浓浓
的暖意 。

王娜 摄

东区多形式东区多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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