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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顺凯
摄影报道）12 月 22 日至 23
日，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
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王某
秀、贺某福等21人恶势力
犯罪集团案。被告人王某
秀一审被判处死刑立即执
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该案也是青海首起涉恶主
犯被判处死刑的案件。

一 审 法 院 经 审 理 查
明，自 2009 年 4 月以来，
被告人王某秀、贺某福、
徐某峰经常纠集在一起，
网罗刑满释放和社会闲散
人员，以暴力、威胁或其
他手段，在西宁市及周边
地区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
动 ， 为 非 作 恶 ， 欺 压 百
姓，扰乱经济、社会生活
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
会影响，形成为害一方的
恶 势 力 和 恶 势 力 犯 罪 集
团。该恶势力和恶势力犯
罪集团策划实施故意伤害
他人身体，致人死亡后为逃避打击又掩
埋尸体；多次采取威胁、殴打或滋扰等
手段，敲诈勒索他人财物；多次非法限
制他人人身自由，进行暴力讨债，实施
非法拘禁；随意殴打他人，致一人轻
伤、二人轻微伤；非法持有毒品；组织
他人赌博，非法敛财。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王某
秀是恶势力犯罪及严重暴力犯罪中故
意伤害的重要分子，起组织、策划作
用，是罪行最严重的主犯，其犯罪动
机卑劣，预谋伤害致人死亡，犯罪手
段特别残忍、后果极其严重、犯罪主

观恶性极深、人身危险性极大，应予严
惩。遂判决被告人王某秀犯故意伤害
罪、敲诈勒索罪、非法拘禁罪、非法持
有毒品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 61 万
元；贺某福、徐某峰等其余 20 名被告
人，分别以故意伤害罪、敲诈勒索罪、
非法拘禁罪、寻衅滋事罪、开设赌场罪
判处无期徒刑至有期徒刑一年不等的刑
期，处 5000 元至 50 万元不等的罚金，
对被告人犯罪非法所得财物，依法予以
追缴或责令退赔。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王某秀等 16

人不服，提出上诉。青海省高级人民
法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
之前，合议庭反复查阅案卷材料，赴
看守所提讯被告人，听取被告人的意
见，深入研究争议焦点，为开庭做好
充分准备。

庭审中，针对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
由及辩护人的辩护观点，归纳案件争议
焦点，围绕争议焦点充分展开法庭调
查。法庭辩论阶段依法充分保障各被告
人的辩护权，各上诉人作了最后陈述。
庭审2天，各个环节紧密衔接，流畅高
效。因案情重大，该案将择期宣判。

本报讯（记者 金华山）12月23日，疑似陨石坠
落我省玉树州的视频被刷屏，玉树州方面第一时
间安排专人进行调查，截至当日18时，玉树州方面
没有获得关于疑似陨石坠落的实据。当日下午一名
为“想吃炒河拉”的网友发布了一段视频，称在西藏
那曲拍摄到陨石坠落的现场画面。晚间，中国地震
台网发布消息称：疑似一颗火流星坠落青海玉树。

23日上午，一段疑似陨石坠落的画面被网友
刷屏，同时很多媒体跟进称，极有可能陨石坠落地
点位于我省玉树州境内。根据当地百姓拍摄到的
画面，滑落的陨石在拂晓将天空照得透亮。究竟怎
么回事？玉树州方面立即根据视频内容展开调查，
并安排人员搜寻，截至23日18时，在玉树州境内
并未发现疑似陨石或其他飞行器坠落的痕迹，也
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

“确实有很多玉树市、囊谦县等地老百姓拍
摄到视频中的画面。”玉树州一位参与本次疑似
陨石坠落事件调查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同时，当日下午，一网名为“想吃炒河拉”的微
博网友发了一段行车记录仪记录的视频，并附文称
她老公看到了当时的画面，但是地点在西藏自治区
那曲市附近。而后她又发了详细的说明：我老公看
到的坠落地点在西藏自治区那曲市至聂荣县路段，
陨石坠落全程大概20秒的时间，坠落在了路右侧
的草原上，坠落之后火花四溅，特别像老家以前正
月十五时候的一种表演艺术——打铁花。

记者从青海省地震局了解到：2020年12月23
日07时23分，青海省囊谦县有居民目击天空中疑
似陨石坠落，从东北向西南方向天空划过。青海省
地震局技术人员根据媒体报道的时间段复核了青
海测震台网玉树州境内的地震台站波形数据，经
复核确认，青海省测震台网在 2020 年 12 月 23 日
07 时 25 分记录到了一次事件，为非天然地震事
件。初步测定该事件发生在囊谦县城以南（偏西）
约40公里的区域，从台站波形记录分析，总体能
量不大。据悉，记录事件波形的台站中有两个站点
为中国地震局重点项目“青藏高原监测能力提升
项目”2020年新建台站，目前该地区地震监测能力
约为M2.0级左右。同时，网友“想吃炒河拉”发布
的消息本报记者多次与西藏自治区相关部门联
系，均未得到肯定回答。

本报讯（记者 施翔）12月17日，城东区以讲党
课的形式向八一路街道基层党员干部宣讲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并就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工
作进行安排部署。

宣讲会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会通过的规
划《建议》，结合八一路辖区地域特点，进行全面宣
讲和深入阐释。

会议强调，基层作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的“最后一公里”，要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
会精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实现全会提出的
重大战略部署上来。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从全会中找思路、找方法。街道要紧密结合
工作内容，重点围绕民生服务，深挖辖区文化底蕴，
拿出“绣花功夫”，精雕细琢，打造八一路新面貌。

会议要求，一要加强体制创新，以满足人民群
众多元需求为导向，激发街道发展活力；二要大力
支持产业发展，营造良好氛围。积极为辖区企业店
铺纾困解难，全方位做好产业服务，保障就业稳
定；三要切实做好“三农”工作，重点思考如何持续
稳定增加村民收入、壮大村集体经济，进一步推动
农村工作取得新进展；四要加快城区建设，推进新
型城镇化发展，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精雕细琢，提
升城市管理精细水平；五要发挥文化优势，加强文
化阵地建设，群策群力，借鉴经验，形成文化惠民、
文化育民的新气象；六要大力推动绿色发展，通过
绿化环卫、垃圾分类、设施维护等一系列工作，打造
绿色文明新家园；七要切实改善人民生活品质，全
面落实保障惠民政策，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
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八要筑牢安全生产“防
火墙”，时刻紧绷安全弦，以“保一方平安促一方和
谐”的高度政治职责，狠抓平安建设。

本报讯（记者 张国静）为把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引向深
入，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的
热潮，12 月 18 日，城西区政策宣讲志
愿服务分队组织辖区机关干部职工开展
集中宣传学习。这堂党课开讲，标志着
城西区各政策宣讲分队在辖区各基层开
课了。

为营造良好的学习宣传氛围，城西
区组织学习宣讲团赴辖区各部门各单
位、“两新”组织、学校等，集中开展宣讲

活动。宣讲活动期间，各宣讲分队通过
各类宣讲方式，面向基层全面、准确、
深入宣讲全会精神，激励全区广大党员
干部群众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
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落实全会确
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上来，以高度的政治
自觉和行动自觉奋力推进“十四五”时期
新青海建设，全面推进“十四五”时期绿
色发展样板城市和“物质富裕、精神富
有”新时代幸福西区建设，为把全会精神
落到实处提供强有力的思想舆论支持。

接下来，各宣讲分队将创新宣讲艺
术，改进方式方法，区分宣讲对象，组
织开展分众化、对象化、互动化的宣
讲，多讲干部群众听得懂、听得进的
话，让人听了信服、听了解渴。切忌照
本宣科、千篇一律，对党员干部，力求
讲准确、讲全面、讲深入、讲具体，对
基层群众，力求讲清楚、讲明白、讲形
象、讲生动。要注重同干部群众互动交
流，认真回应关切，使宣讲接地气、入人
心，切实增强宣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本报讯（记者 芳旭）线上配送、发
消费券、打折促销、成品油打折、送货
下乡，这一波福利来得太及时了。为充
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千方百计促进消
费、激发市场活力，城中区发展改革和
工业信息化局多措施并举，全面开启促
消费活动，让市民实实在在享受实惠。

为了扩大消费需求，优化消费环
境，积极营造良好消费环境，不断满足
居民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

近日，城中区发展改革和工业信息化局
联合多部门开展消费促进活动，活动从
12月底一直持续到2021年双节期间。

12月19日，在2021年城中区“元
旦”、“春节”双节消费促进活动启动仪
式暨中西部农特产品博览会上，幸福优
鲜城市共配中心投入运营，该中心包含
生鲜产品采购运输、存储分拨和集中配
送，通过整合线上线下资源，将为市区
居民提供新鲜优质的农副产品，居民足

不出户，通过手机APP就能在这里下单
买菜，极大地提高了小区居民 15 分钟
生活圈的生活质量。

另外，为了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
倡导绿色消费，促消费活动还将为市民
发 放 1000 张 面 额 30 元 （合 计 30000
元） 的消费券，为环卫工人发放 800
张，为社区居民发放200张，让消费者
获得更大的实惠，充分激发消费热情，
推动经济增长。

青海首起涉恶死刑案二审公开审理
疑似火流星
坠落我省玉树境内？

中区多举措促消费居民乐享幸福生活

西区各政策宣讲分队开讲了西区各政策宣讲分队开讲了

东区东区：：

理论宣讲为干部补足精神之“钙”

本报讯（记者 小王）随着天气越来
越冷，我市市民对自身健康非常关
注，除了注意防寒保暖，去公众场合
非常配合相关工作人员的工作，自觉
戴口罩、扫健康码、保持一米线距离等
等，从自身做起，做好相关防护，做自
己健康的第一负责人。特别是用手机扫
健康码、登记个人体温，已经成了市民
的自觉行为。

近期，记者在西宁市第一医疗集团
总院、青海省人民医院等医院看到，在
这些医院的门诊部，医院工作人员提醒

前来就诊的市民扫健康码，市民主动拿
出手机配合扫健康码，并接受医院工作
人员的体温检测。在住院部，陪护病人
的家属认真配合扫健康码、接受体温检
测。记者在西宁市第一医疗集团总院核
酸检测处看到，很多住院病人的陪护家
属主动来做核酸检测，按照医院要求保
持一米线距离排队接受核酸检测。市民
李女士告诉记者，她的母亲因为呼吸道
疾病住进了西宁市第一医疗集团总院呼
吸科，她主动做了核酸检测，看到检测
结果自己放心了。李女士说：“做核酸

检测好，自己健康，可以安心照顾母
亲，也对同病房的其他病人及家属有
利。”记者在我市的银行、商场、超市
看到，市民戴口罩、扫健康码、接受体
温检测，主动配合这些场所工作人员的
相关检查工作。在我市多家银行，前来
办理业务的市民习惯性地扫健康码、接
受银行工作人员的体温检测，主动在自
己的手机健康码上填写体温，不厌其
烦。市民张灿说：“作为西宁市民，我
们配合扫健康码，这是对自己负责、对
他人负责的行为。”

我市市民自觉使用健康码我市市民自觉使用健康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