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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效警示和震慑有拖欠劳动报酬倾向的用
人单位和个人，12月28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依法向社会公布两起查办的拒不支付劳动报
酬违法典型案件。同时，将这两起案件中拖欠农
民工工资用人单位依法列入“黑名单”，纳入信用
诚信体系，实行联合惩戒。

【案件一】
西宁市城中区百草堂足浴店拖欠劳动报酬案西宁市城中区百草堂足浴店拖欠劳动报酬案

7月27日，祁生倩等27人到城中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投诉，称西宁市城中区百草堂足浴
店存在拖欠工资情况。经证实，该用人单位拖欠
祁生倩等27名劳动者今年1月1日至6月15日工资
共计16.48万元。

8月21日，城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法
对西宁市城中区百草堂足浴店下达了《劳动保障
监察责令整改决定书》，责令改正期限到达后，该
用人单位逾期仍未履行支付工资。

9月17日，城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法
对西宁市城中区百草堂足浴店下达了《劳动保障
监察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拖欠农民工工资

“黑名单”告知书》。9月24日下达了《劳动保障监
察行政处罚决定书》、《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
单”决定书》。10月9日城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以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将该案移交至西
宁市公安局城中分局。目前该案由公安部门立案
调查中。

【案件二】
城北区楠溪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拖欠劳动报酬案城北区楠溪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拖欠劳动报酬案

8月3日，栾猛等人向城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投诉，称城北区楠溪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拖
欠其46人2019年6月至2020年7月工资，共约65
万元。

经查，城北区楠溪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法人代
表温海生已于今年7月25日失联。城北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城北区楠溪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确实存在拖欠工资问题，且一直未能支付。
其工程部经理张呈师表示他们也无法联系到温海
生，现因股东纠纷、公司债务纠纷等原因导致拖
欠劳动者工资。

8月4日，城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法
对该公司下达了《城北区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
决定书》，责令3日内支付劳动者工资，该公司逾
期未履行。

8月12日，城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法
对该公司下达了《城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告知书》。8月17
日下达《城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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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城北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
酬罪将该案移交至西宁市公安局城北分局。目前
该案由公安部门立案调查中。

（记者 刘瑜）

两起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曝光

本报讯（记者 宁亚琴 摄影报道）12
月28日，由中共西宁市城中区委，西宁
市城中区人民政府主办，城中区文体旅
游科技局，城中区文化馆承办的“乘风
破浪，声动未来”2021年城中区新年音

乐会在青海会议中心举行，艺术家们为
观众带来的中外名曲，让在场观众充分
沉浸在音乐的魅力之中，并用这种高雅
的艺术形式迎接新年的到来。

当天担任音乐会乐团的是青海省演

艺集团乐团，指挥是蒋燮斌，音乐会在
第一章节“新春怀想”之《洪湖水浪打
浪》这首经典动听、荡气回肠的歌声中
拉开帷幕。随后，《远情》《白毛女组
曲》《激情燃烧的岁月》 一首首脍炙人
口的乐曲，让大家在回顾中感受 2020
年的不平凡。第二章节“梦想奔腾”
中，《战马奔腾》《爵士圆舞曲》等乐曲
气势恢宏、动听醉人，表达出了面对即
将到来的 2021 年，大家自信满满，豪
情万丈，要大干一场。第三章节“致敬
祖国”中 《渔舟唱晚》《永远跟党走》

《我爱你中国》《不忘初心》《我的祖
国》等一首首经典的爱国歌曲被演绎得
淋漓尽致，唱响了对伟大祖国的热爱，
让观众在音乐的长河里度过了一个美好
的时光。

据悉，一年一度的新年音乐会已经
成为城中区文化活动的品牌活动，每年
新年前，城中区都邀请专业的交响乐团
为辖区干部职工和市民百姓送上一台听
觉盛宴，这是对全区各族人民辛苦了一
年的肯定，为中区发展和建设作出贡献
的所有人表达感谢，同时也为即将迎来
的崭新一年鼓足干劲，为更高水平建设
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和新时代幸福西宁中
区篇章贡献更多的文化力量。

城中区举办新年音乐会奏响新篇章

本报讯（记者 宁亚琴）阳光满满，气温不低，岁
月静好的“一九”即将结束。随着一股跨年寒潮到
来 ，30 日 和 31 日 ，湟 中 和 湟 源 的 气 温 将 下 降
至-21℃左右！跨年寒潮有些冷，西宁市民务必提
前做好准备。

据市气象台气象员张婷华、赵娟介绍，受强冷
空气影响，28至29日西宁地区将出现强降温、降雪
和吹风天气。市气象台于28日早间发布了寒潮黄
色预警信号，28日西宁全天气温都在零度以下，最
高气温仅为-3.1℃，较前一日的 5.3℃下降了 8℃，
预计28日夜间全区有小雪天气，受强冷空气和降雪
影响，29日白天最高气温将比28日下降2至4℃，除
了气温下降外，此次寒潮过程还会有大风前来“助
兴”，预计29日白天西宁地区的风力在4级左右，其
中湟源和湟中风力将达5级以上。30日和31日受
晴空辐射影响，早间最低气温将有明显下降，预计
西宁在-15℃左右，湟中和湟源将下降至-21℃左
右。

据西宁市气象台消息，未来 24 小时：多云；西
宁，-13℃至5℃；湟源，-17℃至7℃；湟中，-15℃至
6℃；大通，小雪转多云，-18℃至 5℃。未来 48 小
时：晴；西宁，-15℃至 3℃；大通，-20℃至 6℃；湟
源，-22℃至6℃；湟中，-16℃至5℃。未来72小时：
晴 ；西 宁 ，-15℃ 至 1℃ ；大 通 ，-22℃ 至 2℃ ；湟
源，-20℃至2℃；湟中，-15℃至1℃。

本报讯（记者 一丁）还有几天 2021
年就要到来了，针对元旦假期消费高峰
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消费者协会
提醒广大消费者节假日期间要理性消
费、远离消费陷阱，如遇消费欺诈行为
可拨打12315进行投诉。

市消费者协会发布的消费提醒显
示，每到节假日时商家都会开展各种
促销活动，这时也是消费者的高消费
时段，期间消费者在购物时应切记冲
动，在购买商品时要做到货比三家，

了解退换货、维修等三包约定，每次
消费应及时索取消费票据并核对消费
金额，妥善保管相关凭证。尤其是老
年消费者，节日期间无良商家会针对
老年消费者开展保健品促销活动，以

“感恩答谢会”、“产品推介会”、“免费
诊断”等形式欺骗老年消费者，老年
消费者要尽可能远离此类促销活动。
节假日到了亲朋好友总会聚餐，聚餐
时在注重食品安全的同时还要杜绝餐
桌浪费，建议选择证照齐全、食品安

全有保障的餐馆就餐，发现食物变
质、夹杂异物及时保存证据并举报。
消费者还要摒弃铺张浪费的陋习，合
理膳食、按需点餐，就餐时主动使用
公筷公勺。此外，在元旦假期准备出
游的消费者也要注意，签订旅游合同
时要认真阅读条款，有疑问及时提
出，每次消费后要及时索取相关凭
证，出现消费纠纷及时与旅行社或景
区协商处理，协商不成时拨打旅游地
的12315、12345进行举报投诉。

50 余件义卖品都以数十倍甚至百
倍的价格成交。

见过讨价还价拼命压低价格的，还
真没见过一心要抬高价格的买家！

一个手工串珠纸巾盒50元。
一幅十字绣作品100元。
太少了吧？纸巾盒150元、十字绣作

品500元，成交！
所有人心甘情愿地以高出物品几

十倍的价格，买下孩子们的作品，他
们知道:这些作品出自于残障儿童之
手，卖出的钱，要资助城东区特殊儿
童。

12 月底，城东区政协委员驿站迎
来 100 余名政协委员。现场 50 余件义
卖品，半个小时内就被委员们一扫而
空，而且，起价 50 元至 100 元，但几
乎无人原价购买，大家都自觉提高价
格。

“自从有了委员驿站，我们的归属感

更强，得知孩子们的手工艺品要拍卖，我
们都过来了。”东区政协委员马建忠说。

“想尽自己所能向特殊儿童们献出
一份爱。”“作为政协委员，要展现出政协
委员的新风貌。”“参加公益活动也是委
员履职的一部分。”委员们纷纷表达着自
己的心声。因活动时间有限，部分义卖品
以线上的形式在政协委员工作群中售
出。

城东区政协专委会主任晁丽介绍，
义卖的手工艺品是省残联、城东区残联、
星光特殊儿童服务中心提供，作品大部
分为串珠作品，也有部分盐雕、十字绣作
品和牛皮制品。“当天义卖合计金额为
1.5万余元，这些钱将全部用于资助这些
儿童。”

“‘委员驿站’实话好！这就好比是我
们的家，委员与委员之间的沟通多了，同
时也搭建起了与群众之间的桥梁，群众
有啥难心事也愿意到‘委员驿站’来诉

说。”政协委员们纷纷表示。
记者看到，在“委员驿站”，辖区居民

你一言我一语，与委员们面对面，有啥难
心事、揪心事，也愿意到‘委员驿站’来诉
说。这样的‘委员驿站’，成为委员和群众
之间的连心桥，值得肯定和点赞！

今年以来，城东区政协拓展“直通
车”“党员先锋号”“协商号”“调研号”“和
谐号”“公益号”等内容形式，在党建引
领、建言资政、凝聚共识、纾难解困等方
面作了大量工作，成绩喜人。

城东区政协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
将组织政协委员在积极参政议政、建言
献策、助力区域发展的同时，牵挂广大群
众的生活疾苦，深入基层，体察民情，积
极投身各类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慷慨
解囊，回报社会，体现政协委员崇高的社
会责任感，展示政协委员良好的社会形
象。

（记者 张永黎）

本报讯（记者 张艳艳） 12月24日
6时5分，海南州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
心接到报警：位于同德县唐谷镇阿血村
一羊棚起火，接到报警后，支队指挥中
心迅速调派同德大队1辆行政车、1辆
水罐消防车， 10 名指战员赶赴现场处
置。

救援人员到达现场经侦查发现，

羊棚火势均处于猛烈燃烧阶段，无人
员被困。在部署好现场警戒后，指挥
员根据现场情况命令单干线出两支水
枪对着火区域进行灭火，经过近 3 小
时的紧张救援，明火成功熄灭。为防
止复燃，指挥员命令对羊棚内部堆
垛等进行降温处理。经参战人员检查
无复燃可能后现场移交派出所。据了

解，羊棚内29只羊在火灾中死亡。
消防救援部门提醒广大群众：冬季

天气寒冷，天干物燥，是火灾多发、频
发的季节，要及时清理门前屋后堆积的
易燃物品，不要随意乱扔烟头，教育孩
子不要玩火，做好火灾防范工作，注意
防患于未然。

跨年寒潮有些冷
西宁市民早准备 一羊棚突发大火一羊棚突发大火 2929只羊成只羊成““烤全羊烤全羊””

市消协提醒：新年购物消费要理性

儿童作品在委员驿站卖出了高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