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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玉芬 通讯
员 李泯）7 月 25 日，省委政法委与
北京华宇公司在辽宁省大连市举
行信息化建设应用培训战略合作
协议签字仪式，省委政法委常务副
书记张爱军、北京华宇软件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邵学出席仪式，并为
我省政法系统信息化建设应用培
训华宇合作基地揭牌。

近年来，全省政法系统信息化
建设快速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
但是，由于受各种条件限制，信息

化专业技术力量薄弱、现代科技应
用水平不高等问题，成为严重制约
我省政法信息化建设与应用深度
发展的一大“瓶颈”。为打破“瓶
颈”、弥补“短板”，着力扭转我省政
法信息化建设人才匮乏的被动局
面，省委政法委秉承“借船出海”

“借梯登高”的思路，加强与高等院
校、科研单位、行业协会和国内知
名大型企业的战略合作，探索在省
内外牵头建立全省政法系统信息
化建设应用培训基地。经与省内

外多家单位洽谈，多方咨询比对，
选择同北京华宇公司开展战略合
作，在大连华宇大厦建立我省政法
系统首个信息化建设应用培训基
地。

北京华宇公司是国内知名企
业，近年来深度参与了我省政法系
统信息化建设工作，对我省省情、
政法工作和政法信息化建设需求
都有深入了解。

培训基地的建立，开启了政企
合作推进政法信息化人才培养的

新模式，搭建了政法干警信息化技
能培训的新平台。今后，省委政法
委还将增加培训基地数量，逐步建
立一套完整的培训体系，督导各地
各部门运用这些平台开展好信息
化教育培训工作。

合作协议签署后，省委政法委
在大连华宇合作培训基地举办了
全省党委政法委系统第一期业务
软件应用工作培训班，省、市州、县
三级政法委机关信息化业务骨干
近70人参加了培训。

本报讯（记者 李玉芬）日
前，我省2017年“三支一扶”计划
招募网上报名和资格审查工作结
束。据统计，今年共有9628人参
加 网 上 报 名 ，较 2016 年 增 长
25.5%，共有 7674 名高校毕业生
通过资格审查，较 2016 年增长
29.5%，报名人数再创新高。参
加“三支一扶”计划，在高校毕业
生中不断升温。

为引导和鼓励更多高校毕业
生加入“三支一扶”计划，我省不
断加大“三支一扶”计划宣传力
度，广泛宣传“三支一扶”计划的
内容意义，弘扬主动到基层实现
人生价值的社会新风，让高校毕
业生看到在基层服务的广阔空间
和深远意义。同时，积极宣传我
省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的
优惠政策和保障措施，让高校毕
业生到基层服务消除“后顾之
忧”，激发主动到基层服务的热
情；另一方面，为确保高校毕业生
到基层有位可为，在“十三五”期
间，我省不断加大“三支一扶”计
划岗位开发力度，在重点开发基
层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岗位的
基础上，将拓展基层供销合作、农
牧业合作经济、农村牧区电子商
务、农村牧区饮水安全、农田水
利、生态保护、文化建设等领域服
务岗位，满足基层公共服务体系
建设和民生事业发展的需要，为
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提供保
障。

本报讯（记 者 蓝 海
梅）昨日起，我省的“高原
菜籽油”“青海牦牛肉”“青
海藏羊肉”“青海藜麦”“囊
谦县旅游形象”5 个推介产
品广告将陆续在中央电视
台的 5 个频道免费播出 4
个月，以助推我省农牧民
群众脱贫致富。

中央电视台“广告精
准扶贫”是“CCTV 国家品
牌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的是依托中央电视台优
质品牌资源和强大的传播
影响力，帮助贫困地区培
育农产品特色品牌，推动
地区产业发展，带动当地
经济发展。8 月 1 日，中央
电视台、省委宣传部在西
宁市举行中央电视台“广
告精准扶贫”青海省推介
产品新闻发布会，标志着
中央电视台“广告精准扶
贫 ”项 目 在 我 省 正 式 启
动。发布会上，中央电视
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省
委宣传部签署《中央电视
台“广告精准扶贫”项目合
作备忘录》。从 8 月至 12
月 ，中 央 电 视 台 将 在
CCTV1、CCTV2、CCTV4、
CCTV7、CCTV13 五个频道
滚动播出“高原菜籽油”

“青海牦牛肉”“青海藏羊
肉”“青海藜麦”“囊谦县旅
游形象”其中一个产品广
告，向全球进行推介。

8月1日起，“高原菜籽
油”产品广告正式在上述
频道中播出。

央视“广告精准扶贫”项目
在西宁启动

我省推介广告
将在央视
滚动播出4个月

我省建立首个政法系统信息化建设培训基地

我省7674人
通过“三支一扶”
资格审查
较2016年增长29.5%

本报讯（记者 张小娟）昨日，记
者从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的 2017 年
上半年全省法院审判执行工作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上半年，全省法
院呈现出收结案基本均衡的良好态
势，审判执行工作运行基本平稳。

上半年，全省法院共新收各类案
件 39105 件，同比上升 14.19%；审结
32767 件，同比上升 10.25%。其中，

审结民商事案件 22836 件、刑事案件
2388 件、行政案件 310 件、申诉申请
再审案件361件、赔偿案件6件、执行
案件6367件、减刑假释案件499件。

全省法院审判执行工作呈现出
以下特点，新收、结案、未结案增幅明
显；民商事、执行、行政案件带动收案
总量增长；案件总量与法官人数的增
幅差距较大。

从各类案件审理情况来看，刑事
审判中，一审刑事案件收案增速放
缓，上半年，全省法院新收一审刑事
案件 2302 年，同比上升 1.01%，较
2016 年同期增幅下降 3.77 个百分
点；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案件收案呈上
升趋势，危险驾驶罪、交通肇事罪是
影响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案件数量变
化的主要案件类型；破坏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秩序罪时增时减，呈波动变
化；一审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收案
数量持续走低，严重危害社会治案犯
罪案件整体呈下降态势，尤其是严重
暴力犯罪案件，逐年下降明显；贪污
贿赂、渎职罪案件总体呈下降趋势。
民商事审判中，案件数量连续多年处
于高位增长态势；基层法院民商事案
件上升较快；因融资引发的合同纠纷

案件近两年呈井喷势头；房地产及建
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持续上升；劳动
争议案件数量下降。行政审判中，案
件所涉行政管理领域相对集中；监督
依法行政职能强化。执行工作中，执
行收案增长迅速；民商事执行案件占
执行案件总数超九成；执行异议、复
议和督促案近五成驳回。

上半年

全省法院审判执行工作呈良好态势

日前，西宁市城西区文汇路街道办事处组织辖区群众开展“抵制邪教诱惑 筑牢反邪教防线”专题讲座，讲座提高
了广大群众识邪、防邪、拒邪的意识和能力，对文汇路地区反邪教、维稳工作等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

本报记者 邢鹏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郭佳 实习记者
李晓艳）昨日，全省公证工作会议
在西宁召开。会议传达贯彻了全
国公证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司法部
要求，2017 年底前，现有行政体制
公证机构必须全部改为事业体制，
而我省也将分类推进行政体制公
证机构改革，推进合作制公证机构
试点，确保完成行政体制公证机构

改革。
三年来，我省公证机构办理各

类公证事项 10 万余件，制止不法经
济活动 93 起，提出司法建议 13 条，
为服务青海经济、维护社会和谐稳
定做出应有的贡献。为保障公证
监管质量进一步提高，省司法厅先
后出台《青海省办证质量标准》等 6
个规范性文件，连续三年组织西宁

市、海东市公证处赴 15 个“无人处”
进行帮扶，成效显著，仅去年接待
群众 1000 人次，受理公证事项 515
件。积极开展了公证进社区活动，
开设绿色通道、简化办证程序、规
范服务窗口、完善便民利民服务设
施。

同时，我省 8 个无公证机构的
县，也要借此次改革“东风”，积极

争取设立公证机构。另外，在推进
合作制公证机构试点时，首先要在
条件成熟的市州先行试点，各级司
法行政机关要积极创造条件，保证
试点工作顺利进行。下一步，省司
法厅将在全省推进行政体制公证
机构改革，明确改革时间表、路线
图，落实工作任务和责任人，保证
我省年底前完成改制任务。

我省将分类推进行政体制公证机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