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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升在省公安厅党委扩大会上强调

用追责的强硬态度倒逼安保措施到位
本报讯（记者 蓝海梅）记者从省公安厅宣
传处获悉，10 月 10 日，省公安厅召开党委扩大
会议，总结讲评国庆、中秋长假期间全省公安机
关安保维稳工作情况，对继续全力以赴做好党
的十九大召开期间安保维稳工作进行再动员再
部署。副省长、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王正升
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本着对党和人民
事业高度负责的政治态度，突出从严从实从细，
确保党的十九大安保维稳工作决战决胜。
王正升指出，
刚刚过去的国庆、中秋长假期

间，
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坚决贯彻省委、
省政府和公
安部的各项工作部署要求，
把节日期间的安保维
稳工作作为十九大安保维稳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
进一步强化政治担当和责任意识，
统筹谋划、
通力协作，
认真落实各项维稳责任和工作措施，
确
保全省社会大局持续稳定、
治安秩序持续良好。
王正升强调，各级公安机关和公安现役部
队要牢固树立“隐患就是事故”的理念，增强多
消除一个隐患党的十九大就多一分安全稳定，
广大公安民警和公安现役官兵及辅警的能力、

效率、执行力每增加一分，安全稳定就上升一分
的意识，紧盯风险点和发现的问题，认真研究解
决办法和落实措施，督促从严整改、限期整改，
切实把各项风险隐患消除干净，把各项工作做
严做实做细。要继续将督导问责作为有力抓
手，用追责问责的强硬态度倒逼各项安保维稳
措施再紧一扣、再实一步，对已经发现的问题进
行“回头看”、反复督，做到不落实整改措施不放
过、不消除安全隐患不放过。扎实做好战时思
想政治工作，及时掌握每名民警的思想状况，深

入推进思想政治工作上一线，注重科学用警，合
理调配警力资源，确保全体民警以最佳的精神
状态投入十九大安保维稳工作。同时，全省公
安机关各级领导干部一律不得请休假和离开工
作岗位，确保组织领导到位、督促检查到位、纪
律要求到位、措施落实到位。

西部法援项目实施 3 年来

服务范围覆盖了 88 个无律师县

西宁讯（省法援）昨日，经司法
部领导批准，
“1＋1”行动支援青海、
西藏无律师县专项计划 2017 年启动
会议在西宁市召开。中国法律援助
基金会理事长张彦珍出席并讲话，
项目支持单位的有关部门负责人，
北京、河北、上海、江苏、山东等志愿
律师派出省、市和青海、西藏自治区
受援省、区律管部门、法援部门和律
师协会负责人以及参与专项计划法
律援助志愿者 60 余人参加会议。

据悉，为加快解决有些地方没 法律文书 3200 余份，直接受益人群
有律师和欠发达地区律师资源不足 6.53 万人，服务范围覆盖了 88 个无
的问题，从 2014 年开始，司法部律师 律师县。
公证工作指导司积极争取中央财政
今年，司法部党组为进一步加
资金支持，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组织 强青海、西藏无律师县法律援助工
律师积极参与，实施了解决青海、西 作，决定把原先由律师公证工作指
藏无律师县问题的西部法援项目。 导司、全国律协组织实施的西部法
项目实施 3 年来，共投入资金 912.5 援项目同“1+1”行动整合起来，设立
万元，派出志愿律师 169 名，开展法 “1+1”行动支援青海、西藏无律师县
治宣传 766 场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专项计划，与“1+1”行动统一谋划部
3542 件，解答咨询 16207 人次，代写 署、统一组织实施、统一考核管理，

由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负责组织实
施。
张彦珍指出，推动“1+1”行动支
援青海、西藏无律师县专项计划深
入实施，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
平正义就在身边，感受到党的领导
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共享改
革发展稳定的美好成果。
会上，支援青海、西藏无律师县
的志愿律师代表作了交流发言。

昨日零时起

西宁火车站
新增至重庆昆明的列车
本报讯（实习记者 王雪）昨日，记者从西
宁火车站了解到，从 10 月 12 日零时起，西宁火
车站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西宁火车
站新增至重庆、昆明的旅客列车。
据悉，从 12 日起，西宁火车站新增西宁至
重庆的 K2638 次、K2637 次旅客列车，列车将运
行 15 小时 45 分左右。新增开成都至西宁的
K2632 次 、K2633 次 、K2634、K2631 次 旅 客 列
车，列车将运行 15 小时 46 分左右。新增开重庆
至西宁的 K2611、K2612 次旅客列车，列车将运
行 16 小时 30 分左右。新增开昆明至西宁的
K986、K987、K988、K985 次旅客列车，列车将运
行 36 小时左右。
西宁火车站副站长张强告诉记者：
“调图后
西宁至成都、拉萨至重庆北、拉萨至成都旅客列
车都将改至兰渝铁路运行，列车运行时间将大
幅压缩。西宁至成都的 K1060/1057 次旅客列
车运行时间由原来的 24 小时 49 分，缩短至 14
小时 40 分。
”

西宁市线上办理
涉外公证业务开局良好
本报讯（记者 李玉芬）截至 10 月 9 日，在
全省率先启用网上办理公证的西宁市夏都公
证处、西宁市恒源公证处，4 个月来共办理各类
涉外公证事项 39 件。
5 月 23 日，西宁市夏都公证处、西宁市恒源
公证处率先在全省范围内启用网上办证信息
系统。申请人网上注册登录递交申请办理公
证事项的相关材料，由公证员进行网上审核，
公证员通过审核并受理后短信告知申请人审
核结果，申请人补充材料或网上交纳公证费，
公证处于办证期限内办结并通知申请人携带
纸质材料原件到公证处签字领取公证书，极大
地方便了身处异地的公证申请人。
目前，两家公证处在线平台可受理出生、
死亡、国籍、住所地（居住地）、学历、学位、无犯
罪记录、婚姻状况、亲属关系、译文与原文相符
等涉外类民事公证事项。
青海日报社党风廉政建设

10 月 11 日，西宁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马海瑛（左一）一行到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调研
指导工作。图为马海瑛观看导诉机器人操作演示。
本报记者 张小娟 摄影报道

省消协通报第三季度消费者投诉情况

汽车类投诉位居第一
本报讯（记者 崔宁宁）昨
日，记者从省消费者协会了解
到，第三季度我省各级消协共
受理消费者投诉 155 件，解决
150 件，解决率为 97%，为消费
者挽回经济损失 144335.4 元。
第三季度，全省各级消协
组织共受理商品类投诉 80 件，
主要集中在交通工具类、家用
电子电器类以及食品类。共
受理服务类投诉 75 件，主要集
中在其他商品和服务类、生活

社会服务类以及邮政业服务
类。
按照投诉类型分析，在商
品类别中，消费者对于家用汽
车类投诉位居第一。第三季
度，全省各级消协组织共受理
交通工具类投诉 46 件，主要投
诉问题集中于售后服务、价格
和合同方面。具体表现为：有
些车企在处理车辆质量问题
时，以车辆需要磨合或车主用
车不当为由，反复修理问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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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以应付车主，并想办法拖过
保修期。消费者在购车时经
销商会指定保险代理机构强
制购买保险，对贷款购车的消
费者收取一些项目不明的服
务费。消费者与经销商就车
辆质量发生纠纷时，经销商与
厂家互相推诿，且部分消费者
在平时保养、维修时不注意收
集维修凭证单据，从而加大了
消费者举证的困难。

喜迎十九大

我们在行动

有食堂的单位
注意啦！

12月1日前未办理
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将被严肃处理
本报讯（记者 郭佳）昨日，记者
从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获悉，该局
发出通知，自即日起全省各机关、企
事业单位食堂必须办理食品经营许
可证，12 月 1 日前仍未办理的将依法
严肃处理。
据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安全法》第 35 条规定，
“国家对食品
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从事食品
生产、食品销售、餐饮服务，应当依法
取得许可。”
《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
法》第 52 条第（1）款规定，
“单位食堂，
指设于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
办非企业单位、企业等，供应内部职
工、学生等集中就餐的餐饮服务提供
者。
”应当依法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
省食药监管局发出通知要求，自
即日起，有食堂但未办理食品经营许
可证的机关、企事业单位，请按照食
品经营行政许可审批程序，尽快到当
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办理食品经营
许可证。持有原餐饮服务许可证但
未换发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机关、企事
业单位，请于 11 月 30 日前到当地食
品药品监管部门申请换发新的食品
经营许可证。12 月 1 日起，对未办理
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的 机 关 、企 事 业 单
位，将依据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依法
严肃处理，
并在省级媒体进行通报。

黄南州举行
十九大安保维稳誓师大会
本报黄南讯（记者 杨允军 通讯
员 马家俊）10 月 11 日，黄南藏族自治
州委、州政府在同仁县体育场召开党
的十九大安保维稳誓师大会。公安民
警、武警青海省总队黄南州支队、驻训
部队、消防官兵，黄南州及同仁县维稳
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工作人员、同仁县
人民联防队员等共 1200 余人参会。
黄南州委副书记、
政法委书记、
十
九大安保维稳工作指挥部总指挥林华
旦在誓师大会上指出，今年以来，各地
区、各部门在黄南州委的坚强领导下，
为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
保障人民安
居乐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也为党的十九
大安保维稳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前，我们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牢固
树立
“四个意识”
，
以为党和人民事业高
度负责的态度，以人人尽责、个个争先
的作风，牢记使命、认真履职，努力奋
斗，勇于拼搏，坚决实现“六个严防”的
工作目标，
确保社会大局持续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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