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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牌驾驶报废车 吊销驾照又罚款
本报讯（记者 于瑞荣 通讯
员 席兴建）开着报废车，挂着假车
牌驶上高速公路，不想却被高速交
警抓个正着，这是 8月 4日发生在
西塔高速公路南川工业园区收费

西宁讯（周学森）日前，西宁市
公安局城北分局户政管理大队民
警王■收到一封从北京寄来的感
谢信。写信人是原青海第一机床
附属厂的退休工人，现住在北京市
通州区的王云羽。
原来，王云羽的出生日期是
19
50年 1月 9日，1
97
7年 1月青海

站的一幕。最终，这名驾驶人被处
以 5000元罚款，并吊销机动车驾驶
证。
由于旅游旺季的到来，我省高
速公路车流量随之猛增，省高速交

警四大队组织民警在南川工业园
区收费站开展安全保畅工作。8月
4日 1
7时许，民警在对过往车辆例
行检查时，一辆悬挂青 AT36 西
宁出租车专用号牌的轿车进入民

住在北京市通州区，但户口一直挂
在大堡子派出所。
现住地北京恰逢办老年证，王
云羽以试试看的态度给城北公安
分局领导写了一封要求更改年龄
的报告，户政管理大队民警查阅王
云羽原始档案资料，走访王云羽当
年一起工作的同事，在确认王云羽

的出生年龄有误的情况下，及时予
以更正，并为王云羽办理了二代身
份证。待身份证制出后，户政大队
民警及时将王云羽新的户口簿、二
代身份证邮寄给了本人。
王云羽收到新的户口簿和二
代身份证后，非常感动，随即写下
了这封感谢信。

西宁市城西区

“拾掇”老旧散楼院

本报讯（记者 郭佳 通讯员
席涛）8月 6日，记者从西宁市城西
区建设局获悉，该局今年以来对辖
区老旧散楼院进行了“拾掇”。
据了解，截至目前，城西区建
设局向社区物业基站发放 332139
元补贴物业基站临时垃圾清运费
用和保洁员工资；及时清理疏通尕
寺巷、海晏路、医财西、冷湖路、公
园巷、昆西社区物业基站老旧散楼
院化粪池下水道 12处；投资 11623
元对社区物业基站垃圾车等清扫
工具更新；对医财东 7号至 9号老
旧楼院大门、大门、围墙进行了整
修。此外，今年城西区还将投资
2
00万元对安兴园小区路灯、绿化
等进行改造，目前已完成测绘方案
设计，预计 8月中旬完工，并在辖
区 190余个老旧散楼院安装高清视
8月5日，记者在西宁市中心广场北广场扩建工地现场看到三十多个集装箱，上面写着“西宁房族住人集装箱，每
频监控设施。这不仅使老旧散楼 天每个8元”。住在里面的工地工作人员介绍，这些集装箱租赁房是公司为他们租的。目前，西宁一些大的建筑工地
院“拾掇”得干干净净，而且安全有 上都出现了这种出租的集装箱房。
本报记者 邢鹏 实习生 冶喜旺茂 摄影报道
了保障。

西宁市公安局监管支队

全力确保监所安全

西宁讯（程自勇）日前，西宁市
公安局监管支队全警动员，采取有
力措施，确保羁押高峰期间监所安
全无事故。
西宁市公安局监管支队和各
看守所定期开展安全大检查，对所
有安全硬件、设施、设备进行巡视
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排除隐患，做
到“预防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
小”，有效地提高安全保障系数。
他们严把收押关。收押岗民警做
到入所询问要细，入所体表检查及
搜身检查要认真排查，对伤、病人
员不宜羁押的依法予以拒收。强
化管理教育。管教民警多进监室，
多找在押人员谈心，充分了解和掌
握在押人员的思想动态，发现问题
及时解决。做好巡视监控工作。
巡视岗民警做到勤巡视、勤监控、
勤观察，仔细查看整个监室、重点
人员、重点时段、重点部位。加强
卫生防疫。针对羁押高峰的特点，
卫生所进一步加强防病治病工作，
落实巡诊制度，每日逐监室询问在
押人员的健康状况，对在押人员健
康状况进行排查，并对监区等重点
部位进行消毒。强化后勤保障。
支队后勤进一步加强对饭菜卫生
督查力度，确保饮食安全。

“黑车”
司机抢劫女乘客被刑拘
本报讯（记者 蓝海梅 实习记 并留下对方的联系方式。当日
接到报警后，彭家寨派出所快

者 李洋 通讯员 刘嵘）日前，西宁
市公安局城西分局彭家寨派出所民
警仅用了两小时就快速破获了 1起
抢劫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 1名。
8月 3日 13时许，犯罪嫌疑人刘
某“跑黑车”时认识了女乘客王某，

1
8

时 40分许，犯罪嫌疑人刘某驾驶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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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x
5白色捷达牌轿车，约受害人
王某至海湖新区游玩。在海湖新区
光华路附近，刘某使用暴力手段抢
走受害人现金 345元。当日 20时
许，受害人报案。

速确定了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及
行踪，并于当日 22时许，在西宁市
西川南路某区将犯罪嫌疑人刘某抓
获。
目前，犯罪嫌疑人刘某已被依
法刑事拘留。

西宁城北区整治煤场工地扬尘

恒大名都工地抑尘网破损严重、道路未硬化被整改
本报讯（记者 郭佳）日前，西
宁市城北区环境保护局联合多部
门对辖区堆煤场、建筑工地及大气
污染综合治理联合执法检查点进
行了督查。
此次联合执法督查组对北川
煤场、二级煤炭销售点、粤隆煤场、
惠康煤场进行了实地查看，要求煤

场在加紧清运的同时做好防止扬
尘污染的防治工作，余煤要用抑尘
网覆盖、不定时对场区内进行洒水
降尘作业。在对宁大路、柴达木路
联合检查点进行督查时，督查组查
看了值班情况、查办渣土拉运记录
等。在对柴达木路恒大名都建筑
工地进行检查时，发现该工地未做

到“五个 100%”，工地裸露地面的
抑尘网破损严重，道路未硬化。对
此，督查组要求建筑工地负责人严
格落实施工工地“五个 100%”，抑
尘网覆盖要完善，对施工场内道路
洒水降尘，车辆出入口的车辆冲洗
台必须使用。

海东市国税局着力实现
“四零”
服务
西宁讯（李援）今年以来，海东 问有答声、走有送声、主动微笑”的 活动，为纳税人准确、快速办理涉税

市国税局积极推行“四零”服务，推
行标准化、科学化的优质服务，有效
提高了纳税人满意度和税法遵从
度。从年初至今，全市国税系统未
发生一起纳税服务投诉案件。
纳税服务“零距离”。结合“便
民办税春风行动”，提倡“进有迎声、

套牌嫌疑。随后通过搜集轿车相
关信息和查询比对，确认被查轿车
是一辆报废车，轿车所挂号牌也是
伪造的。

国家版图知识选拔赛举行

一封来自北京的感谢信

第一机床附属厂招工时，王云羽通
过政审被录用，他的户口随之从甘
肃省临洮县迁到西宁市公安局城
北分局大堡子派出所。1980年更
换新的户口本时，将王云羽的出生
日期 1950年 1月 9日误写为 1954
年 1月 9日，相差 4岁，当时王云羽
也没有注意此事，退休后与儿女居

警视线，有经验的民警一眼就看出
此车号牌可疑，便运用查缉战术将
轿车成功拦截。经检查，轿车驾驶
人出示的行驶证和车上粘贴的年
检标志均系伪造，初步判定轿车有

“三声一主动”服务标准。办税程序
“零障碍”。通过设立咨询辅导岗、
双语服务台，制作岗位桌牌，详细印
制了服务内容、岗位职责、监管及投
诉电话，由专人负责接待、引领、讲
解办税规程、提供办税咨询服务。
办税质量“零差错”。开展岗位练兵

业务。办税对象“零投诉”。积极搭
建征纳互动平台，虚心听取意见建
议，切实掌握纳税人的所需所求，提
出对策，排除征纳沟通障碍。同时，
构建了由 12366纳税服务热线、门
户网站、税企 QQ群组成的投诉受理
渠道。

本报讯（记者 于瑞荣）8月 8
日，全国国家版图知识竞赛团体赛
青海赛区选拔赛在西宁开赛，经过
激烈角逐，由省第二测绘院的 5名
参赛选手组成的代表队获得团体赛
总分第一名，西宁市测绘院、省基础
地理信息中心分获二、三名。
本次竞赛由省测绘地理信息局
主办，通过面向社会公开报名，最终
确定省第一测绘院、省第二测绘院、
省基础地理信息中心、西宁市测绘
院、省地矿测绘院、中国水利水电第
四工程局六支队伍进入选拔赛。竞
赛内容涉及国家版图、测绘地理信
息法律法规以及与我省有关的地
图、地理、历史、风景名胜等相关知
识。经过激烈角逐，省第二测绘院
代表队获得团体赛总分第一名。
据省测绘地理信息局负责人介
绍 ，此次全国国家版图知识竞赛是
为加大测绘法的宣传力度，普及国
家版图知识，提高广大市民的国家
版图意识和辨别“问题地图”的能
力，自觉维护国家版图尊严。全国
国家版图知识竞赛团体赛青海赛区
选拔赛，最终成绩优异的参赛选手
将代表我省参加全国比赛。

第三届“五彩神箭”邀请赛将举行

本报讯（记者 马娟）8月 8日，
由中国射箭协会主办，省体育局、黄
南藏族自治州政府、尖扎县政府承
办的 2014年第三届“五彩神箭”国
际民族传统射箭邀请赛暨达顿文化
节将于 9月 10日至 13日在尖扎县
举行。
本届赛事将邀请波兰等 10个
国家和地区代表队以及 20支国内
代表队的千余名运动员参赛。尖扎
县是全国唯一的中国民族射箭运动
之乡，其射箭起源于公元 9世纪。
尖扎的“五彩神箭”由红、黄、黑、蓝、
绿五种颜色组成：红色代表热情与
活力，黄色象征富饶与高贵，黑色象
征力量与公平，蓝色象征智慧和包
容，绿色象征希望与和平。

青海红十字医院举办院长论坛
西宁讯（刘彦麟） 月 日，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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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医院成功举办了第五届友好
及协作医院院长论坛，来自国内 20
多家医疗单位的领导和专家参加。
此次论坛的主题为“新医改政
策下的医院管理创新”，旨在在国家
新医改政策指导下，共同探讨公立
医院在创新管理和医改困境方面的
出路。与会领导和专家就医院文化
与团队建设、中国新医改困境探索
与出路的选择和创新医院管理，构
建和谐医患关系等内容，多层面、多
方位、多角度地探索了医改中面临
的问题和难点。
青海红十字医院已连续四次成
功举办了友好及协作医院院长论
坛，与国内和省内多家医院及我省
各州市藏医院签订了友好及协作协
议，搭建了良好的医疗合作及沟通
平台，达到了交流合作、相互促进和
惠及民生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