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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国静）连日来，城西区打出
一套助企纾困的“组合拳”，持续激发市场主体
活力，通过送政策入户、走访梳理困难、提高服
务水平等举措，帮助企业纾困解难，促进各行业
恢复发展，赢得了商户们的点赞与认可。

《城西区助企纾困“五大政策套餐”实施
方案》等助企帮扶措施的实施，为企业发展增
添了动力和活力。为扩大惠民利企政策知晓
度，城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充分运用“线
上+线下”的宣传模式双向发力，依托“青
海小微企业名录网”推送相关政策，逐步解
决了企业对优惠政策“找不到、不会用”，
惠企政策“落地难、落实慢”等问题。为一
对一帮助企业脱困发展，该局开展走访调
研，主动联系了115家餐饮企业，统计梳理
企业从业人员数、防疫物资费用等，组织辖
区有贷款意向的25家餐饮、药店等召开城西
区餐饮行业“甘霖工程”暨优化营商环境现场
对接会，通过“甘霖工程”，目前已有5家餐饮
店成功贷款871.27万元。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该区压缩企业开
办时间，整合企业开办部门集中办公，进一步
优化审批流程，为开办企业提供“一条龙”服
务，实现“综合受理、并行办理、限时办结、统
一发证”。推进“容缺后补”服务机制，对招商
引资、重大项目等企业提供的法定材料齐全，
但个别附件、辅助材料缺少或不符合规范要
求的，在不影响发照的前提下，限时补齐、特
事特办，期间为入驻京东经济数字产业园的
23户企业办理了注册登记。

接下来，城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继续
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紧密结合
企业、商户面临的实际困难，主动对接区财政
局、区人社局、区发改局等部门和相关金融机
构，为他们解决订单少、资金周转困难等实际
问题，帮助受困企业和商户走出经营困境，平
稳运转经营。

城西区打好组合拳激发市场活力

本报讯（记者 悠然 摄影报道）高压冲
洗车、大型洒水车、湿扫车、200余名环卫工
人……8月6日22时，原本是夜间休息的时间，
但城东区市政公用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再次上
岗，按照区委、区政府的工作部署，开展区域夜间
清洗工作，保障城区环境卫生干净整洁。

当日晚间，记者在大众街看到，道路两
边分别有3名环卫工人正在用高压冲洗车对
人行道进行冲洗，其他环卫工人顺着冲洗的
路面，拿着保洁工具给道路正在“洗脸”，个
个干劲十足。据了解，为确保活动取得实效，
当晚重点对大众街、东关大街、新千广场、火
车站广场等人员密集区域的路面进行了深
度清洗，同时，针对辖区内主（次）干道、绿化

带护栏、人行道护栏、车行道隔离栏、果皮箱
等“城市家具”进行彻底清洗。并利用机械化
清扫车，对辖区道路进行多轮次清扫工作，确
保夜间清洗工作优质有效。通过本次夜间清
洗工作，不仅全方位、无死角地美化了辖区环
境，极大地提升了辖区环境卫生质量，为创
建文明典范城市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下一步，城东区市政公用服务中心将继
续分批进行夜间大清洗工作，为广大市民提
供一个干净舒适的宜居环境。姚胜，第五届西宁市道德模范见义勇为

模范获得者，现为西宁市湟中区共和镇河湾
村第一书记。

2020年5月5日9时左右，72岁的彭大妈
在做早饭的间隙到客厅取东西，忘记锅里还
烧着油。等发现时，油已经燃烧起来了，彭大
妈顺手将一盆水倒进了锅里，溅起的水带着
火苗蹿起，浓烟瞬间弥漫整个四楼。准备出
门的姚胜看到这一情景，来不及多想便冲进
着火的彭大妈家，看到彭大妈还惊慌失措地
站在厨房门口，他一把将她推出门外，大喊一
声：“出去！快点报警。”随后，姚胜找来一根
木棍拉掉彭大妈家的电闸，又用一条棉被盖
在起火的油锅上。可是火势太猛，烧着了棉
被，火苗瞬间四蹿。此时的厨房已是一片火
海，抽油烟机、吊顶也被点燃。姚胜一边让行
动不便的老人撤离，一边从邻居家接来水，不
停地浇在棉被上……经过30多分钟的扑救，
火势逐渐被控制住，最终被扑灭。“要是没有
你，我的家就没有了。”大火扑灭后彭大妈一
把抱住姚胜。这时的姚胜，脸被熏得漆黑，一
侧的头发也被烧焦了，他也因为吸入过多一
氧化碳，被送往西宁市第三人民医院治疗。
由于姚胜处置及时准确，火情被控制，未造成
人员伤亡。作为一名退伍军人，他用实际行
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姚胜在从事司法警察前，曾当了12年消
防兵，1995 年，姚胜从青海省消防总队转业
到了西宁市人民检察院工作，2021年7月，姚
胜到西宁市湟中区共和镇河湾村担任第一书
记。变动的是岗位，不变的是热心。在新冠
肺炎疫情期间，作为一名检察机关军转干部，
姚胜诠释了“打硬战、不叫苦”的军旅作风。
积极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中，参与疫情防控
歼灭战。军装绿，检察蓝，志愿红，从保家卫
国的军人，到打击犯罪的检察干警、日夜巡守
的志愿者，再到为民办实事的驻村书记。变
化的是角色，不变是那颗对党忠诚、热爱祖
国、服务人民的心。 （记者 李雪）

本报讯（记者 徐顺凯）8月5日，青海省高
级人民法院二审公开开庭审理原青海省柴达
木循环经济试验区党工委委员、试验区管理
委员会专职副主任兼木里煤田管理局局长李
永平滥用职权、受贿上诉一案。

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理查明：2018
年5月，被告人李永平利用其担任柴达木循环
经济试验区管理委员会专职副主任和木里煤
田管理局局长的身份，帮助青海兴青工贸工
程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木里煤田聚乎更矿区
五号井采坑边坡治理优化方案》，兴青公司以
矿山恢复治理措施为名，在木里矿区大肆进
行非法采矿；2005年至2020年，李永平利用担
任青海省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党工委委员、
试验区管理委员会专职副主任和木里煤田管
理局局长等职务上的便利，多次非法收受、索
取他人钱物，折合人民币共计200.44万元。

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认定，被告人
李永平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数罪并罚决定
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五十
万元。宣判后，李永平不服，提出上诉。

庭审过程中，法院依法保障了上诉人李
永平及其辩护人的各项诉讼权利，在依法调
查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引导上诉人、辩护人、
检察员在庭审辩论阶段围绕本案是否构成滥
用职权罪、是否具有索贿情节以及原判量刑
是否过重等争议焦点进行了充分辩论。辩论
结束后，李永平进行了最后陈述。庭审结果
择日宣判。

省直机关工委、省民政厅、省司法厅等单
位和人大代表、新闻媒体记者等 100 余人旁
听了庭审。

本报讯（记者 一丁）8月6日，从青海机
场有限公司再次传来好消息，继惠州至宜昌
至西宁航线开通后，西宁至西昌航线于8月5
日也顺利首航，标志着西宁机场又新增一条
通往四川方
向 的 航 线 ，
将极大地满
足两地民众对航空出行的多样化需求。

西宁至西昌航线由四川航空使用空客
A320机型执飞，去程航班号为3U3438，16
时30分从西宁起飞、18时45分抵达西昌；
回程航班号为3U3437，13时20分从西昌起
飞、15时35分抵达西宁，飞行时长为2小

时15分，班期为每天一班。据悉，今年夏
航季期间四川航空已经新开了西宁至常
州、西宁至南宁、西宁至西昌、西宁至宜
宾、西宁至富蕴可可托海等航线；加密西

宁至成都航
线为每天两
班，西宁至

绵阳至三亚航线每天一班，扩大了青海的
通航城市，丰富了青海人的出行体验。下
一步，青海机场公司还将持续优化航线网
络结构，在旅客需求侧发力，在运力精准
投放上下功夫，为广大旅客提供更加便捷
的出行服务。

本报讯（记者 晴空）日前，城中区人
民法院召开涉袁某某不当得利案件执行案
款兑现大会，现场兑现50件案件执行标的
款，共计68123.33元。

城中法院高度重视袁某某系列案件执
行工作，及时制定计划，逐级压实责任，
安排专人负责，扭紧责任链条，对袁某某
名下财产进行全面查控，并依法对袁某某

采取司法拘留等强制措施，最终基本保障
了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本次执行案款兑现大会向各位申请执
行人兑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益，是
城中区人民法院关于开展“巩固基本解
决执行难工作成果”进行阶段性展示，
同时向社会作出郑重承诺，正告失信被
执行人，城中区人民法院全体执行干警

将振奋精神、再接再厉，持续加大对失
信被执行人的惩戒力度，用足、用尽、
用准、用狠各项法定强制措施，以时不
我待、只争朝夕的劲头，开拓进取、奋
力拼搏，在今后的工作中，全力提升执
行案件结案率、执行标的到位率，力求
让人民群众在尽早拿到“真金白银”中
提升获得感、幸福感。

本报讯（记者 任艺婧）为图省事、为省流
程，或者处理根本不符合要求的事情，总有些
人企图通过“托关系、走后门”来解决，但这样
做一不小心就会陷入事情没办成，钱却搭进去
不少的困局。日前，城东公安分局八一路派出
所就破获一起“花钱托人办事”的诈骗案件。

事情还要追溯到2021 年9月，受害人马
先生是一名房产中介，当时他经手买卖的一
间二手房需要合同更名，正在发愁如何办理
这个业务时，好友李某告诉他自己可以帮忙
办理。二人经协商后，确定以50000元的手续
费以及 2000 元好处费由李某代为办理。马
先生认为事情“水到渠成、万事大吉”，没想到
却迟迟等不到李某的答复。每当马先生询问
事情办理到哪一步时，李某总有各种借口推
脱。直到今年 1 月，马先生无法与李某取得
联系时，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于是选择报警。

根据马先生的陈述，民警确定该案件为
一起典型诈骗案，同时锁定犯罪嫌疑人李某，
但一直未能有李某的任何信息。功夫不负有
心人，在办案民警的不懈努力下，7月20日确
定犯罪嫌疑人李某行踪轨迹，并立即出动警
力赶赴海南州共和县某宾馆将其抓获归案。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李某对其利用好友
马先生的信任实施诈骗的犯罪行为供认不
讳。据李某交代，其一开始就无法帮助马先
生完成合同更名业务办理，但无法抵抗金钱
诱惑的他选择铤而走险，在钱款到手后便逃
之夭夭。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已被城东公
安分局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
办理中。

根 据 国 务 院《地 名 管 理 条
例》、民政部《地名管理条例实施
细则》、《青海省地名管理实施办
法》和《西宁市地名管理办法》的
规定，对西宁市城市交通投资建
设有限公司承建的“湟水印象”予
以命名，经命名的名称为标准名
称，并具有专有权，其合法权益受
国家、省、市地名法规保护，特此
公告。

更名名称:湟水印象
汉 语 拼 音:HUANGSHUIY-

INXIANG

范围特征:商旅综合体
含义:该项目坐落于湟水河

边，位于青海省省会城市最重要
的城市窗口--西宁火车站，是广
大来青商旅人士对青海的第一印
象，故起名“湟水印象”。

命名理由:新建
规 模:10栋多层。
建筑面积:8.8万平方米
地点:建国路与滨河路交汇处

西宁市民政局
2022年8月8日

西宁市民政局地名命名公告
2022年第9号

城中法院集中兑现50件案件执行款

城东区加大夜间清洗保障城区环境

西宁到四川西昌可以直飞了

省法院开庭审理李永平
滥用职权、受贿上诉一案

警惕！

“花钱托人办事”不靠谱

第五届西宁市第五届西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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