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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我省举
行社区矫正首次
执法资格考试省
直 考 场 。 各 市
（州）司法局已于
7 月 15 日统一组
织考试。据悉，省
司法厅将建立健
全社区矫正执法
资格考试制度，以
此促进社区矫正
队伍专业化建设。

本报记者
李玉芬

摄影报道

本报海西讯（记者 韩文玉 王贵
超）昨日，第三届全国民族自治州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经验交流现场会在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召开。国家
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巴特
尔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重
要思想，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增强
信心决心，全面实施好“十三五”规
划，确保民族自治州如期打赢脱贫攻
坚战、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中
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作
出应有贡献。

会议指出，学习好、宣传好、贯彻
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重要
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民族工

作的重要政治任务。要通过深入学
习，牢牢把握“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
共筑中国梦”这一目标任务，深刻领
会民族工作成功论、取消民族区域自
治可休矣论、加强交往交流交融论、
同步实现小康论、用法律保障团结
论、建设精神家园战略任务论等系列
重要论述，正确解答好“怎么评价党
的民族理论政策和我国民族工作实
践”“怎么把握我国是统一多民族国
家这一基本国情”“怎么做好新形势
下的民族工作”这三个民族工作最根
本、最主要的问题。要深刻认识同步
实现小康论的要义，明确“一个民族
都不能少”的总体目标，树立“各民族
都是一家人，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

子”的理念。坚持同步小康不是同一
水平、同一模式小康的科学标准，把
打赢脱贫攻坚战作为首要任务，把解
决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
作为核心要求，以守好民族团结生命
线为根本条件，以实施完善好差别化
支持政策为政策保障，以发挥中央、
发达地区、民族地区三个积极性为力
量支撑，为推进脱贫奔小康打牢思想
基础。

会议强调，在推进自治州脱贫奔
小康的过程中，做任何工作都要紧紧
围绕服从、服务于“中华民族一家亲，
同心共筑中国梦”这一目标任务，使发
展落实到解决区域性共同问题、增进
群众福祉、促进民族团结上。当前和

今后一段时期，要朝着争创精准扶贫
先行区、跨越式发展样板区、生态文明
建设标杆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社
会治理创新区“五个区”的方向努力。

会议强调，民族地区脱贫奔小
康，离不开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离不
开各族干部群众的团结奋斗。要树
立超前意识，做到高起点谋划、高水
平投入、高标准建设，推动自治州迈
向现代化、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要
狠抓政策落地，最大限度释放政策红
利，加强监督检查。要拓宽工作格
局，健全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各
部门协同配合、全社会通力合作的大
格局。要强化干部队伍，锻造出一支
靠得住、本领强、作风硬的干部人才

队伍。
会议期间，海西、湘西、甘孜、黔

东南、楚雄、巴音郭楞等6个自治州作
了大会交流发言，与会代表进行了实
地考察调研，并就深入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民族工作重要思想，推动自
治州实现同步小康，进行了分组讨
论。

青 海 省 省 长 王 建 军 在 会 上 致
辞。国家民委副主任陈改户主持会
议并作总结讲话。国家民委委员单
位部分联络员，国家民委有关部门负
责同志，辖有自治州的省区民族工作
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以及全国30个民
族自治州的主要负责同志等120余人
参加了会议。

西宁讯（郑轩）7月14日，省综治委
主任、省委政法委书记王晓勇带领有关
部门负责同志，赴海东市乐都区等地检
查督导第十六届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

行车赛安保维稳工作。
王晓勇实地查看了环湖赛开幕式

现场和部分赛段线路，认真听取社会面
管控、交通布控、安保力量配置等情况

汇报。王晓勇强调，参与赛事安保工作
的各有关地区和部门，一定要树立高度
的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坚决克服经验
主义和松懈麻痹思想，紧紧围绕“查漏

洞、防突发、补短板、得民意、保安全”开
展“回头看”，进一步落实各方责任，从
严从细、从紧从实做好安全保障工作，
确保赛事活动在青海赛段圆满成功。

本报讯（记者 李玉芬

通讯员 谢飞）为创新法制

培训方式，提高行政应诉能

力，7月13日，省政府法制办

组织 20 名行政机关法制工

作人员到西宁市城北区人民

法院旁听了张某诉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行政确认一

案庭审。据此，我省启动“旁

听培训”行政机关法制工作

人员模式。今后，这将作为

我省政府法制工作人员业务

培训的新形式，进行推广运

用。

行政机关法制工作人

员走进诉讼庭审现场，观摩

庭审过程，感受庭审当事人

身份核查、庭审权利告知、

法庭调查、当庭举证质证、

集中焦点、法庭辩论等严格

的程序形式，增强了对庭审

的严肃性、程序性、抗辩性

和公正性的认识。特别是

在法庭质证环节，对调查笔

录、咨询意见电话记录等证

据的质证；在辩论环节，对

行政确认法律依据的理解

适用论辩，双方争锋相对的

逻辑推理、说理比较，使客

观事实越辩越清、法律适用

越辩越明。

参与旁听的法制工作人

员一致认为，“旁听培训”是

最生动的课堂！通过观摩旁

听法庭庭审，了解了庭审程

序，对自己今后审理行政复

议案件、出庭应诉有很大的

启示和警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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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勇在检查督导环湖赛安保维稳工作时强调

要从严从细从紧从实做好安保工作
我省开启

“旁听培训”行政机关
法制工作人员新模式

本报讯（记者 李玉芬）为强化对环
境保护、市场监管、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
行政执法活动的监督，并指导纠正近年
来我省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案件中反映
出的行政执法倾向性问题，省政府法制
办于 7 月 17 日至 21 日，组织开展为期一
周的年度行政执法倾向性问题联合监督
检查。

检查内容突出我省行政执法活动和

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案件较为集中的地
域，并根据《2016年青海法院行政案件司
法审查报告》和《2016年度行政复议工作
白皮书》反映出的公安、安全、资源、工
商、民政等行政执法活动中存在的依法
履职、遵守法定程序、认定事实和调查取
证、适用法律等倾向性问题，对西宁市、
海东市有关地区和部门开展行政执法情
况进行检查。

检查组由省政府法制办和省公安
厅、省民政厅、省国土资源厅、省环境保
护厅、省安全监管局法制机构相关工作
人员，以及被检查地区政府法制机构相
关工作人员组成，邀请省政府法律顾问
和本报记者参加。

联合监督检查主要采取听取情况介
绍、抽查案卷资料、交换意见的方式进行。
检查结束后，要对相关情况予以通报。

本报讯（记者 张小娟）为落

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

和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

则的通知》要求，7 月 13 日至 14
日，国家法官学院青海分院举办

了全省法院学习贯彻民法总则

培训班。此次培训邀请了最高

法研究室民事处处长吴兆祥、省

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范明志就民法总则的理解与适

用进行讲解。省垣部分律师受

邀参加。

范明志指出，民法总则作为

民法典的开篇之作，体现了党执

政为民的根本宗旨，使我国宪法

所确立的保障公民人身权利和

财产权利的原则得以落实和体

现，是完善我国人权法律保障、

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

民事法律。民法总则是人民法

院审理民商事案件适用的基本

法律，是人民法院审理和执行各

类民商事纠纷案件统一的法律

依据和裁判规范。希望全省各

级法院充分认识民法总则颁布

施行的重大意义，要认真学习领

会，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

范明志要求，一要严格遵守

培训纪律，保证培训效果；二要

增强自觉学习意识，甘当“小学

生”，虚心学习、认真学习。学以

致用，务求培训实效，带着问题

去学，从实战的角度去学，学深

学透，真正做到学有所得、学有

所成，不断提高自身履职能力。

本报讯（记者 陈文雯）昨日，记者
从省气象局了解到，进入 7 月以来，我
省部分地区平均气温突破1961年以来
历史极值，且多地出现高温热害天气。

据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李万志
介绍，7 月以来，我省平均气温为 14.3

摄氏度，与历年同期相比偏高1.2摄氏
度，除青南地区的玉树、班玛、囊谦等9
站偏低 0.1 至 1.2 摄氏度之间外，其他
地区偏高幅度在 0.2 至 3.6 摄氏度之
间，其中民和、循化、茫崖偏高幅度都
在 3 摄氏度以上，民和、冷湖平均气温

突破 1961 年以来历史极值，乐都、循
化、茫崖平均气温列 1961 年以来历史
第2位，平安、尖扎、祁连、大柴旦等11
站平均气温列 1961 年以来历史第 3
位，其中西宁市 7 月 13 日日最高气温
达到了 33.9 摄氏度，为入夏以来最热

的一天。
李万志表示，受此次高温天气的

影响，我省多地出现干旱，影响农作物
生长，为此提醒相关部门应采取措施，
加强节水灌溉，做好田间管理等防旱、
抗旱工作。

学习新知识 甘当“小学生”

7月以来

我省部分地区平均气温创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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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总则培训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