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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首次开展法治政府建设满意度外部调查评议
面向社会发放问卷 6000 余份，已完
成总工作量的 85%，此项工作预计本
月 12 日结束。
此次调查外部评议是由省政府
法制办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委托
中国政法大学具体实施的，调查评议

本报讯（记者 张小娟）为客观评
价我省法治政府建设现状，省政府法
制办联合中国政法大学就我省法治
政府建设社会满意度调查评估于去
年 11 月展开。昨日，据此次调查评
估负责人才让塔介绍，截至目前，共

我省全力推进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
切实解决了异地就医参保人员
“跑腿”
“垫支”问题
本 报 讯（记 者 金 玥 彤）到 2017 年
底，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圆满完成
我省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各项工作任务。
目前，全省职工、城乡居民医保全国联网
和跨省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
工作已全面铺开，切实解决了异地就医
参保人员“跑腿”
“垫支”
问题。
2017 年，省人社厅把跨省异地就医
直接结算工作作为我省改善民生一项重
要任务来抓，6 月份制定了青海省基本
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直
接结算“百日攻坚”行动实施方案，全力
推进，率先在全国完成首批预付金的拨
付，率先实现全省城乡居民医保、职工医
保跨省异地就医结算系统接入国家异地
就医结算系统工作。当年 9 月，又实现
了全面改造医保业务系统并建成我省基
本医保跨省异地就医结算系统，全面开
展与全国 30 个省市自治区及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的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全
省 120 家二级及以上定点医疗机构全部
接入国家异地就医结算系统，备案范围
覆盖所有参加基本医保的异地安置退休
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常驻异地工作
人员和异地转诊转院人员。
截至 2017 年 12 月底，全省累计发放
社 会 保 障 卡 524 万 张 ；向 全 国 30 个 省
（市、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
拨付预付金 2023 万元；全省跨省异地安
置、居住、转省外就医的职工、城乡居民
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人数达 6.99 万
人，外省来我省就医备案人员 4200 人；
我省基本医保参保人员在全国 28 个省
份跨省持卡住院 3433 人（次），完成直接
结 算 3025 人（次），结 算 医 疗 总 费 用
5655.81 万元，其中医保统筹基金支付
4266.86 万元；外省参保人员在我省异地
就医住院 13 人（次），完成直接结算 11 人
（次），结算医疗总费用 13.2 万元，其中医
保统筹基金支付 8.15 万元。
据悉，省人社厅将及时排查问题、分
析评估，强化异地就医结算管理，提高异
地就医结算经办服务能力，确保异地就
医结算工作平稳有效运行。

对象为我省 8 个市州和 40 家省直部
门。中国政法大学调查形成的外部
评议分值结果将按照百分之二十比
重，直接转换到依法行政考核评价总
分值当中，形成的报告将为领导决
策、部门改进提供参考和依据。

开展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
社会满意度调查评议工作，旨在有效
克服依法行政考核工作“自说自话”
“自我评价”，社会公众理解认可度低
等缺陷，进一步加深与社会公众互
动，主动接受群众监督。通过第三方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定

省检察院

省十三届人大代表于本月中旬选出
本报讯（记者 崔宁宁）昨日，省十二届人大常
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在西宁召开。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穆东升、邓本太、张光荣、苏宁、昂毛、曹文
虎、马伟、曹宏，秘书长贾应忠及常委会委员共 33
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穆东升主持第一、第
二次全体会议。
会议听取了省委组织部关于调整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时间的说明。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青海省第十二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调整青海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时间的决定》。
会议决定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
时间调整为 2018 年 1 月中旬选出。
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黎明，省高级人民法院
院长董开军、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訚柏等列席会
议。

我省社区矫正监管水平跻身全国前三甲
能化、队伍专业化、考核全程化、 个市州均设立了社区矫正管理局
安全长效化全力推进执法规范 （处、科），县级社区矫正机构由
化建设，全省社区矫正机构场所
2016 年的 6 家增至 16 家，其中海
建设实现新突破、智慧监管水平
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
迈入新行列、执法监管能力得到
自治州率先实现全覆盖；41 个市
提升，获得了司法部“青海社区
县区社区矫正中心建成，覆盖面
矫正监管水平跻身全国前三甲” 达到 90%以上。同时，投入 450
的高度肯定。
万元优先为任务繁重县区配备
去年，省司法厅社区矫正管
15 辆社区矫正执法特勤车，有效
理局指导各地加大与编制、人事
破解了相关保障滞后、工作力量
部门积极沟通协调力度，全省 8
不足、
执法威慑不强等难题。

40 个三级以上汽车客运站实现实名制售票全覆盖
仁等 7 条高客班线的调整改造，全
省高客班线和班次分别增加到了
51 条和 967 班次；年内完成新增 85
个行政村通客车年度目标，行政村
通客车率达到 87.13%；
《青海省汽
车客运站服务规范》等 3 个服务业
规范由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批准为
青海省地方标准，填补了交通行业
空白；全省实行“先培训后付费”服

青海日报社党风廉政建设

务模式驾培机构达 109 户；2017 年
全省续建县级以上客运站项目 10
个、新建 3 个，全省累计完成客运场
站建设固定资产投资 3.4 亿元；目
前全省已有 6 个市州建成投入使用
或正在建设的新能源充电设施 516
座，全省出租客运和公交客运车中
清洁能源和新能源电动车分别达
到了 71.9%和 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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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小娟）为加强转隶
人员的党章党规党纪培训和纪委干部
宪法法律法规培训，补齐能力短板，提
升综合素质，推动工作融合，培养既懂
纪又懂法的专业化队伍。1 月 4 日，省人
民检察院举办了为期 7 天的拟转隶人员
培训班。省检察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
任戴军作了讲话。
戴军指出，拟转隶人员要充分认识
设立监察委员会的重大意义，高度重视
并自觉主动适应转隶工作，实现从检察
官向监察官角色的良好转变；要认真学
习、勤奋思考、深入钻研、探究真知，努
力掌握新岗位需要的新知识，不断提升
自己的职业素养，为迅速适应新工作奠
定坚实基础；要遵守培训纪律，服从培
训安排，认真撰写培训心得，圆满完成
各项学习任务。
拟转隶人员纷纷表示，通过这次培
训，进一步强化自身政治意识，树牢理
想信念，尽快掌握新岗位需要的新理
念、新知识，实现从检察工作的中坚向
监察工作骨干的转变。

8家企业10批次产品不合格

2017 年全省道路运管重点工作圆满完成
本报讯（记者 祝嘉忆）昨日，
记者从省公路运输管理局获悉，
2017 年全省道路运政管理重点工
作圆满完成。截至 1 月 8 日，全省
40 个三级以上汽车客运站实现了
实名制售票全覆盖；试点开通了互
助至西宁大学城等 2 条定制班车服
务新模式线路。
2017 年完成了西宁至玉树、同

举办拟转隶人员培训班

省质监局通报
去年第 4 季度监督抽检结果

昨日，记者从西宁市气象台了解到，西宁市新一轮
降温天气过程已于 1 月 6 日晚开始，根据气象资料分
析，昨日西宁市最低温度达到零下 19 摄氏度，未来 72
小时内，最低温度会保持在零下 18 摄氏度左右，请市
民做好防寒保暖工作。
本报记者 邢鹏 摄影报道

本 报 讯（记 者 马 富 娟）昨
日，记者从省司法厅获悉，目前
我省 8 个市州均设立了社区矫
正管理局（处、科），县级社区矫
正机构由 6 家增加到 16 家，全省
社区矫正中心覆盖面达到 90%
以上。
去年，我省社区矫正工作按
照“强基础、强规范、促稳定、上
水平”的工作思路，抢抓机遇，主
动作为，以执法实战化、监管智

机构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的
信息采集和调查评议，准确帮助行政
机关充分把握社会心态和群众情绪，
进而督促各级行政机关针对问题采
取措施补齐短板，切实提高人民群众
对法治政府建设成果的获得感。

此外，2017 年全省共发生道路
运输行车安全责任事故 9 起，造成
12 人死亡、22 人受伤，未发生死亡
10 以上行车责任事故，事故起数、
死亡人数、受伤人数同比上年分别
下降 35.71%、47.83%和 26.67%，实
现了责任事故总数、死亡人数和较
大以上责任事故起数“三下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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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郭佳）昨日，记者从
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获悉，2017 年第 4 季
度，省质监局开展了涉及消防产品等 6
大类 20 种产品质量省级监督抽查，共抽
查 40 家企业的 67 批次产品，经抽查 8 家
企业的 10 批次产品不合格。
对西宁市 5 家企业的 5 批次防火
门、消火栓箱两种产品进行了抽查，经
检验 4 家企业生产的 4 批次产品合格，
产品抽查批次合格率为 80%，1 家企业
生产的 1 批次消火栓箱产品不合格。
抽查了 12 家企业生产加工的 28 批
次块煤、沫煤、型煤（蜂窝煤）3 种产品。
经检验 9 家企业生产的 24 个批次合格，
3 家企业生产的 4 批次产品不合格，抽查
批次合格率 85.7%。
对 2017 年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抽
查不合格的絮用纤维制品企业开展了
网上购样，购样的两家企业的 4 批次羊
绒衫、牦牛绒衫、羊绒围巾 3 种产品，经
检验两家企业生产的两个批次不合格，
抽查批次合格率 50%。
对西宁市 5 家企业生产的 8 批次电
线电缆产品进行了抽查，
经检验 3 家企业
生产的 5 批次产品合格，
产品抽查批次合
格率 62.5%。两家企业生产的 3 批次产
品不合格，
不合格产品检出率37.5%。
另外，对西宁市、海东市 4 家企业生
产的 6 批次马铃薯收获机、脱粒机 2 种
产品进行了抽查，其不合格产品检出率
为 0，产品质量稳定。还对 12 家企业生
产的 16 批次食品相关产品进行抽检，其
不合格产品检出率为 0，
产品质量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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