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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讯（王海平）为进一步加强
反腐倡廉教育，强化“预防胜于治
疗”的理念，巩固“从严治党、拒腐防
变、正风肃纪”警示教育活动成果，
近日，省监狱管理局第二干部休养
所党总支组织离退休干部党员、在
职党员和工作人员前往青海省女子
监狱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参观学
习，接受反腐倡廉和反腐败警示教
育。

大家认真观看了警示教育基地
的图片展、警示教育廉政宣传教育
片，在一块块图文并茂的展板和一
则则发人深省的案例前，党员们驻
足观看、讨论交流、接受教育。参观
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警示教育活
动又一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要从
一个个案例中汲取教训、引以为戒，
做到警钟长鸣、廉洁自律。在今后
的工作中坚持原则，按制度办事，为
老干部服务工作作出新贡献。

参观警示教育
筑牢思想防线

本报讯（记者 崔宁宁 通讯员 安
娜）9 月 7 日，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检察
院未成年人检察部门及院团支部开展
了法治进校园活动，孩子们的精彩演
示和检察官的专业讲述得到了同学和
老师们的一致赞誉。

模拟法庭庄严肃穆，随着法槌声
响起，案件开始审理。这是一起两名
未成年被告人被指控犯有抢劫罪的刑
事案件，在合议庭的主持下，控辩双方
围绕案件有序进行举证、质证，庭审程
序清晰，不仅当庭查实了犯罪事实，对
案发后两名未成年被告人真诚悔过并
取得被害人谅解的事实予以认定，更
将我国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
感化、挽救的方针及坚持教育为主、惩
罚为辅的原则进行了深入浅出地阐
述。

模拟法庭结束后，城北区人民检
察院检察官安娜讲解法律知识、教授
有关未成年人自我保护的方法，让师
生们深切体会到了法律在现实生活中
的巨大作用，切实增强了同学们的知
法、守法、用法意识和自我防范能力。

法治进校园
模拟法庭效果好

9月11日，西宁市城东区召开创城测评迎检工作专题会，对创城“迎国检”工作进行动员部署，会议号召全区
上下认真扎实地做好各项工作，确保顺利通过测评验收，为西宁市成功跨入全国文明城市行列贡献东区力量。

本报记者 邢鹏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祝嘉忆）9 月 12
日，记者从西宁市运管处获悉，根据
省公路运输管理局、西宁市交通运
输局关于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的工
作要求，8 月 16 日至 9 月 11 日，西宁
市运管处成立6个检查小组，对全市

“两客一危”、汽车客运站、大型普货
运输企业开展了安全生产大检查工
作。

检查组对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
机构和人员、安全生产责任体系、车
辆及从业人员管理、应急预案建立
及可操作性等进行了全面检查，共
检查企业83家。对存在安全隐患的
企业，能立即整改的要求现场立即
整改；对不能立即整改的企业下发
了《道路运输安全生产事故隐患限
期整改通知书》共50份，下发停产停
业整改通知书两份。检查组对各运
输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提出要健全组
织机构及配备人员，建立并落实完
善各项安全制度，加强车辆及从业
人员的安全管理，加强车辆技术状
况的安检力度，完善安全设施的配
备，做好安全生产宣传及培训教育、
告知工作，加强营运车辆GPS动态监
控实施，完善应急预案的建立及可
操作性，严格落实车辆凌晨 2 时至 5
时强制休息制度及 24 小时值班制
度；客货运输企业要按规定开具车
辆包车单，做好车辆安全例检、驾驶
员培训教育和车辆的 GPS 监控和管
理，落实客运站“四不进站、六不出
站”；危货运输企业要加强对危险货
物运输车辆管理，防止危险化学品
特别是易燃、易爆、易腐蚀、有毒有
害物品的丢失、泄露等，要严格按规
定配备驾驶员、押运员和装卸人员，
并加强驾驶人、押运员和装卸人员
的责任落实到位、证件齐全有效，切
实保障危险化学品运输安全。

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

本报讯（记者 雷洁）9 月 12 日，
记者从西宁市教育局了解到，西宁市
第五中学、晓泉小学等 13 所中小学
校被教育部认定命名为“全国青少年
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截至目前，全
市已有 34 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
特色学校”，18 所“省级青少年校园
足球特色学校”。

据悉，近年来，西宁教育局把发
展青少年校园足球作为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重要举措，出台了《西宁
市关于加快发展青少年校园足球的
实施方案》，充分发挥足球育人功能，
加快校园足球发展，营造“阳光体育、
快乐足球”的校园足球理念，形成覆

盖区县城乡、贯穿各学习阶段的校园
足球发展网络体系，推动了西宁市青
少年校园足球活动持续、稳定、健康
发展。西宁市 8 所学校被省教育厅
认定命名为“省级青少年校园足球特
色学校”。西宁市城北区、城中区、大
通回族土族自治县被认定命名“全国
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县（区）”。

西宁市

新增13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西宁市运管处

本报讯（记者 巴桑次仁 通讯员
张志恒）为进一步培养消防官兵核心
价值观、点燃官兵工作激情、凝聚部
队精神力量，自去年 9 月起，省公安
消防总队结合我省自然环境和地域
特点，在全省消防部队全面推进“大
美青海·魅力警营”建设。

“大美青海·魅力警营”建设包括
“生态氧吧、红门影院、休闲空间、网
络天地、体能训练馆、队史馆（荣誉
室）、营区文化阵地、魅力注入”八项
工程。自去年 9 月至今，经过一年的
建设，全省各级消防部队网络天地、
休闲空间、魅力注入工程、营区文化

阵地四项工程全部建设完毕，4000米
以上消防队实现了生态氧吧全覆盖，
52 个红门影院建成投用，21 个训练
馆投入日常训练……“消防主题鲜
明、战斗精神饱满、高原特点突出、人
文关怀凸显”的魅力警营环境已初具
规模，成功打造了空气稀薄有氧气、

戈壁荒漠有绿色、学习生活有保障、
工作训练有条件、开展活动有场地、
缓解压力有设施、执守高原有精神的
和谐内部环境，极大改善了全省消防
部队工作、训练、生活、娱乐条件，激
发了官兵扎根高原的奉献意识、凝聚
了部队争先进位的精神力量。

建设八项工程 激发奉献意识

我省消防部门打造魅力警营显成效

本报讯（记者 蓝海梅）据省公安
厅宣传处消息，9 月 6 日，海西蒙古族
藏族自治州都兰县公安局破获一起
特大诈骗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1名。

8 月 31 日，都兰县公安局刑侦大
队接宗加镇二十余枸杞种植户报警
称：“8 月 24 日，4 名河北籍男子以收
购枸杞为由，先后骗取 7 万余斤红枸
杞。”接警后，民警立即展开调查。经
大量走访及分析研判得知，有 4 名姓
卫的犯罪嫌疑人于今年8月在宗加镇
以大量收购红枸杞为名，先后实施诈
骗 20 余起，涉案金额达 160 余万元。
民警根据掌握的线索锁定犯罪嫌疑
人，将他们列为“网上在逃人员”后赴
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广宗县等地开
展抓捕工作，并于 9 月 6 日在巨鹿县
将其中1名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卫某对伙同
同村3名卫姓村民在都兰县宗加镇进
行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
犯罪嫌疑人卫某已被都兰县公安局
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对其余 3 名犯罪
嫌疑人的追逃工作正在进行中。

都兰警方

破获一起特大诈骗案

本报讯 (记者 陈文雯 通讯员
徐靖）为加快构建覆盖城乡居民的
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更好地服务保
障和改善民生，维护人民群众合法
权益。9 月 12 日，西宁市城中区司
法局主动联系辖区相关部门，依托
城中区综合执法服务站暨24小时平
安在线这一平台，将城中区公共法
律服务热线公示到警务车上，以提
高群众的知晓度,同时在人流量大、
人员密集站点设置定点定期律师咨

询台，把法律服务关口推向前沿，拉
近与群众法律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更加零距离地服务群众。

今年城中区司法局以公共法律
服务体系建设为工作重心，有效整
合法律援助、律师、基层法律服务等
工作资源，提高窗口服务人员的服
务水平。现已建成镇办一级公共法
律服务站8个，村社一级公共法律服
务室 56 个，构成以“中心-工作站-
工作室”为基本形式的三级法律服

务网络。形成群众有法律需求找公
共法律服务中心、站、室的良好氛
围，确保群众需求有路、服务有人。
同时把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和各站
（室）所派驻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服务
工作纳入日常管理，根据坐诊、电话
问诊等不同服务方式对其提供的服
务内容、服务数量进行细化、量化，
用实际行动确保公民基本权利，切
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实现社
会公平正义和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西宁城中区

24小时平安在线携手公共法律服务

本报讯（记者 李玉芬）日前，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举行了海南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
自治州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委托商业保险公
司参与经办服务合同签约仪式，这标志着我省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商业服务”取得新突

破。
根据要求，在做好基金核算、业务数据核

对、信息系统对接等工作的基础上，加快工作进
程，本月完成经办服务的交接工作。截至目前，
海北、海西、海南、果洛 4 州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已签订委托经办服务合同，交由商保公司
参与经办。下一步，省人社厅将加强对已移交
地区商保公司的监督检查和指导力度，确保能
够平稳移交、经办工作顺利开展、群众待遇不受
影响。加大对未交接市州的督导工作力度，待

条件成熟后及时交接，确保全面完成城乡居民
基本医保委托商业保险机构参与经办服务交接
工作。

我省城乡 取得新突破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商业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