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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芳旭）“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
以来，市信保集团党委按照中
央、省委和市委的统一部署要
求，把开展主题教育与推进当前
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以检视问题
为关键、以整改落实为目的，有
效防范风险，促进融资担保更好
地为小微企业和“三农”服务，把
主题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企业
发展的实际成效，促进我市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

市信保集团将开展主题教
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公司党委
班子发挥“关键少数”的示范带
动作用，带头开展学习、带头深
入基层调研、带头自我剖析检视

问题，统筹谋划主题教育工作，
努力做到融会贯通、学以致用，
不断掀起主题教育学习热潮。在
学习的基础上，组织开展8次主
题教育专题党课，深入基层调研
18次，围绕绿色金融、绿色担保
基金、纪检监察工作、发挥担保
使命等内容完成了 4 个调研课
题。剖析检视出36项问题，制定
41 项整改措施，结合主题教育
专项整治工作，建立问题清单、
责任清单、任务清单。

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
务解难题。市信保集团将主题
教育与当前业务工作结合起
来，加大对四区三县的走访，开
展惠农政策宣讲，对有融资担

保需求的农户个人及农村经济
合作社进行基本信息采集登
记，在积极拓展新客户的同时，
加大对在保业务的保后检查力
度，做好解保客户的回访工作，
形成扶持“三农”长效机制，“三
农”业务普惠性明显增强。通过
扶持专业合作社带动农户3054
户，帮扶贫困户 1342 户、4685
人，10万余名农民从中受益。通
过召开政银担企座谈会，与西
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川工业园
区管委会建立风险分担机制，
全面提升服务中小微企业发展
的能力和水平，有效改善中小
微企业融资环境，同时也为西
宁市担保行业发展提供了新的
路径和措施。同时，为我市三家
幼儿园提供融资担保服务，降
低担保费率并代垫 218 万元保
证金，减轻经营主体负担，在创
新中凸显公益性。

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
益，远离非法证券活动，形
成健康的行业文化，近日，
中国证券业协会、“中证协
投资者之家”互联网投教基
地、青海证监局、青海证券
业协会联合在西宁市北山美
丽园成功举办了以“认清本
质，远离场外配资与非法证
券活动”为主题的打非宣传
月健康跑活动。

本次活动青海辖区上市
公司、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
构共有会员单位代表300余
名参加了5公里健康跑。

根据城东区区委、区政府工作安排，城东区付家寨（东府嘉和）小区13号楼已正
式交工，具备入住条件，现就办理入住（交房）相关事宜特通知如下：

一、已交清全部房款的住户于2019年12月20日至2019年12月31日到东府嘉
和小区物业办理交房（领取钥匙）手续。

二、逾期未办理交房手续的住户依据物业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自行承担2020
年1月1日之后所产生的物业代管费及其它相关费用。

三、自2019年12月31日交房起停止所有被安置在付家寨（东府嘉和）13号楼住
户的超期过渡费。

办理入住所需资料：1.持身份证原件；2.持缴纳房款收据原件；3.持《房屋拆迁安
置补偿协议书》原件。

西宁市城东区城乡建设局
西宁惠东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16日

西宁市城东区付家寨
（东府嘉和）13号楼入住通知12月11日，中信银行成功发行2019

年400亿元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这将有
助于该行拓宽资本补充渠道，提高资本
质量和资本充足率水平，增强风险抵御
能力，进一步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本次债券发行前，中信银行开展了
多地域、多场次路演推介,除国有大行、
股份制银行等传统投资者外，还引入了
政策性金融机构、城商行、农商行、保险、
券商、基金、外资QFII、财务公司等多元
化金融机构等几十家投资者参与认购。
此次债券最终发行价格为4.20%，比5年
期中债国债到期收益率公告日前5日均
值上浮 121BPs，全场认购倍数高达 2.9
倍，体现了投资者对中信银行长期稳健

经营能力的认可。
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又称永续债，

是指没有明确到期时间、或期限非常长
（一般超过 30 年）的债券，为监管部门
2019年1月首次推出的创新型资本补充
工具。中信银行本次发行的无固定期
限资本债券信用级别为AAA级，主体信
用资质良好，有可靠的风险投资收益；
符合央行“将主体评级不低于 AA 级的
银行永续债纳入 MLF、TMLF、SLF 和再
贷款的合格担保品范围”的相关要求。
此次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发行完成后，
中信银行将进一步夯实资本实力，切实
提升对三农、民营、小微企业等实体经
济的支持力度。

中信银行发行400亿元永续债

2019年打非宣传月健康跑（西宁站）活动成功举办

西宁有多大？
新中国成立时，西宁城区仅为3平

方公里。
现在西宁建成区面积为 120 平方

公里。
西宁长大了40倍。难怪有人说：过

去的西宁，只需迈开双腿走一圈；后来
的西宁，只能骑着车子遛一遍；今天的
西宁，你要开着汽车跑半天。

迅速长大的西宁，地名也有了变
化，西宁到底有多少地名呢？这些地名
又是如何命名的？地名背后又蕴含着
哪些西宁故事？

西宁长大了地名变多了西宁长大了地名变多了
1993 年出版的《西宁市志·地名

志》中，西宁市路、街、巷的地名仅有
260余个。

20 多年过去了，现在西宁有多少
地名呢？

2018年10月，西宁市全面完成地
名普查第二、三轮整改工作，建立市县
两级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数据库，录
入各类地名属性信息数据1.905万条。
建成西宁市地名地址数据库，录入各
类地名和门牌数据86万条。

“西宁平均每年新增地名20个，逐
年增长的地名背后折射出了西宁城市
建设步伐加快，城市品位明显提高。”
西宁市民政局区划地名和社会事务处
负责人说。

西宁地名有哪些特点西宁地名有哪些特点？？
您知道“法院街”“观门街”“西平

大街”“博雅路”“文汇路”“沈那街”这
些路在哪里吗？您知道这些路是如何
命名的吗？已有2100多年悠久历史的
西宁，地名命名上有哪些特点？

我省地方史研究专家靳育德说，
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宁的一些旧街巷
响应时代改了名：隍庙街改为了解放
路，府门街改为了文化街，县门街改为
了人民街，官井尔街改为了民主街，兵
部街改为解放巷，驿街子改为了生产
巷……

一些新开辟或打通的道路、街巷
命名时也体现了这一时代特征，如新
华街、中华巷、胜利路、七一路、八一
路、五四大街等。

那么，现在新区的街道、路桥等地
名如何命名呢？

“地名的命名需遵循‘反映当地人
文或自然地理特征’‘使用规范的汉字
或少数民族文字’‘不以外国人名、地
名命名我国地名’等原则，要规避‘大、
洋、重、怪’等各类问题。”该负责人表
示。

海湖新区有许多“文”字打头的街
道名，这些名称又是如何命名的？

海湖新区管委会建设处负责人表
示，这些街道名在取名时，选用了市民
较为习惯的“姊妹式”，如文汇路：取汇
文艺精粹之意；文苑路：取聚科学技术
荟萃之意；文逸路：因毗邻龙泉谷景区
取休闲安逸之意；文成路：海湖新区为

西宁市新的文化中心，取新区文化建
设初见成效之意。

位于南川片区的西平大街，原拟
名为循化大街，后征求专家和市民意
见，改为了西平大街，寓意以西平大街
名称起到承载和挖掘西宁历史文化的
作用。

一条路、一座桥从规划建设之初
就要有相应的命名计划，后期邀请专
家和市民代表进行评审，最终的命名
要经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同意才能发
布地名命名公告，公告内容有具体的
名称、地点、长度及取名寓意，严格按
照有关规定。

背后有哪些西宁故事背后有哪些西宁故事？？
一个地名，一个故事，一段记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西宁一些新

建的路桥命名时选取了省内一些州县
的名称，如海西路、果洛路、门源路、祁
连路等。

“通过这些路桥名，不仅体现了青
海的地方特色，在潜移默化中，还普及
了青海本土地理知识，而且也突出了
省会城市的统领地位和包容性。”靳育
德说。

地名的变化承载着一座城市发展
的记忆。“西宁古老的街巷名，显现了
这座城市悠久的历史，也让后来人懂
得，现代化的西宁就是在过去的基础
上，经一代代人们不懈的努力，才逐步
走到今天的。”靳育德说。

随着西宁城市建设的加快，越来
越多的老地名已不复存在。如何保护
历史地名，怎样为新地名命名，受人关
注。

在青海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上，省人大代表陶敬提出
了“关于火烧沟恢复原名”的建议。火
烧沟原名“鸳鸯沟”，因岸美水清能吸
引鸳鸯前来戏水得名，后因南凉时期
战火连连，改名为火烧沟。

近几年，通过一系列的治理措施，
曾经的脏、乱、差不见了，取而代之的
是葱葱郁郁和生机盎然。西宁市民政
局相关人员表示，“火烧沟”属市民习
惯性名称，根据《西宁市志》及《西宁府
新志》记载，火烧沟古称龙泉谷，该名
称延续了历史文脉，能够凸显景区历
史价值。依据有关规定，对《命名及更
名方案》中涉及的37个名称，开展了实
地调研、审核，并指导海湖新区管理委
员会进行了多次修改，在此基础上分
别征求了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
协主要领导和行政区划地名管理领导
小组各成员单位及社会各界的意见
后，经市政府批准通过后发布了命
（更）名公告，向社会各界正式公布了
海湖新区37个标准名称，其中，原火烧
沟景区正式命名为龙泉谷景区。

“如何保护传承老地名，怎么命名
新地名？这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
相关人员表示。

（记者 张永黎）

“孩子，谢谢你为我们老两
口提供的贴心服务，太暖心了。”
几天前，一对耄耋老夫妻的表扬
信在西宁市市民中心广为流传。
被表扬的主人公是市民中心大
厅的工作人员，他叫李文潭，今
年21岁，是咱西宁人。

这封表扬信的背后，有着怎
样的故事？

11 月 27 日，西宁下了一场
大雪，93 岁的童金辉老人和 91
岁的老伴跟着儿子来到市民中
心办理房屋不动产业务。正在上
班的李文潭看到坐着轮椅的童
金辉老人便上前询问是否需要
帮忙？

老人的儿子说，他要去地下
停车场开车，两位老人无人照看，
能否帮他将老人推到大厅门口？

李文潭一手推着童金辉老
人，一手扶着老人的老伴走出了
大厅。此时，外面大雪纷飞，天气
异常寒冷，三个人在大雪中等了
好一会儿，老人的儿子还未归来。

看到坐在轮椅中的童金辉
老人冻得瑟瑟发抖，李文潭二话
没说便脱下身上的工作服盖在
了老人腿上。看着只剩下一件衬
衫的李文潭，老两口非常感动，
硬是把衣服取下来披在了李文
潭身上。但执拗的李文潭还是把
衣服盖在了老人腿上。

大约一刻钟，老人的儿子开
车回来了，看到眼前的一幕，深
深被触动。老人随即要求儿子拿
出笔和纸，他要为李文潭写一封
表扬信。表扬信很简单：“感谢李
文潭为我们两位老人提供的贴
心服务，家里人非常感谢他，我
们要表扬他！”

接到表扬信，李文潭说，爷
爷奶奶年龄大了，市民中心的每
一位工作人员遇到了都会去帮
助他们的。

一封简短的手写表扬信，背
后是一个温暖幸福的故事，这样
的故事幸福西宁正在续写……

（记者 张永黎）

1.9万个地名记录幸福西宁
李文潭，这里有一封你的表扬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