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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郭佳）3月 13日，
记者从海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
为认真落实全省食品药品安全“百日
攻坚”行动部署要求，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了食品药品安全大检查行动，取
得了明显成效。

严肃查处针对当前社会关注度
高、群众反映强烈的会议营销、专家

义诊等违法销售、夸大宣传保健食品
的行为。检查了商场超市、药店等重
点场所经营者的索证索票以及产品
的进货渠道，明确经营单位守法经营
义务，落实经营单位主体责任。在检
查中共检查食品生产企业 49家次，
食品、保健食品经营企业 871家，下
达监督意见书33份。

以肉制品、乳制品、儿童食品、酒
类、饮料、糕点、食用油、冷冻食品、民
俗特产食品、食用农产品等食品品种
为重点，加大监督抽检力度，提高监
督抽检比重，及时公开抽检信息，引
导群众明明白白消费。全市共抽检
425批次，抽检不合格 12批次（其中
农产品 5批次、食品 4批次、餐饮具 3

批次），针对不合格食用农产品和食
品，均进行了立案查处。

对所有学校食堂进行全面隐患
排查，对排查出的食品安全隐患督促
立即整改，及时复查整改结果，并将
有关情况通报至当地教育行政部
门。全面排查学校及其周边食品安
全隐患，严厉打击无证经营，销售和

使用“三无”食品、超过保质期食品等
违法行为，确保校园食品安全。

大检查期间，共检查白酒小作坊
18家，散装白酒经营单位 782家，下
达责令整改通知书 28份，有效规范
了白酒小作坊和散装白酒经营单位
生产经营行为。

海东市全方位保障食品药品安全

共抽检425批次产品不合格12批次

本报讯（孟雷磊）3月12日，武警青
海总队训练基地官兵在法治教育课上
学习宪法热议修宪。官兵们认为通过
修宪，把党和人民在实践中取得的重大
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上
升为宪法规定，有助于发挥宪法在新时
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
重大作用。

武警官兵 热议修宪

湟源讯（马文娟）3月7日，湟源县人
民法院法官助理王晶以“预防校园欺
凌”为主题，为湟源县第三小学的师生
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课。王晶结合
真实案例，提醒学生校园欺凌并不是简
单的违规行为，而是违法行为，并告知
同学们违反法律规定的严重后果，告诫
他们绝对不能触犯法律底线。

法治教育 预防欺凌

本报讯（记者 郭佳 通讯员 毛亮）日前，记
者从西宁市城西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
次会议上获悉，今年城西区将实施惠及广大人
民群众的重点民生项目 8 类 23 项，总投资 9.24
亿元。

教育提质方面：重点围绕改善学校教育教
学环境、提升教育质量方面安排了 1 项，投资
2078 万元。社会保障方面：从改善和保障环卫
工人基本生活条件、实施重度残疾人康复工程
方面安排了 2 项，投资 865 万元。医疗卫生方
面：从扩充医疗卫生资源、提升医疗卫生健康
服务水平方面安排了 2 项，投资 2787 万元。敬
老服务方面：重点围绕推进幸福养老方面安排
了 1 项，投资 457 万元。人居环境方面：围绕解
决群众身边的环境问题、安全隐患、提高品质
生活、改善生态环境、街景整治等方面安排了 8
项，投资 54489 万元。交通便民方面：以便民、
利民为出发点，从确保市民出行安全、改善农
村运输条件方面安排了 2 项，投资 1192 万元。
文化惠民方面：从推进全民健身和文化惠民 2
个方面安排了 2项，投资 14000万元。社会服务
方面：重点围绕提高社会治安技防水平、提升
改造市民服务中心、推进“放心厨房”工程、完
善社区服务功能等方面安排了 5项，投资 16570
万元。

西宁市城西区

今年重点民生工程敲定
23项民生项目投资9.24亿元

本报讯（记者 刘胜平）一年之计在于春。
为扎实做好春耕备耕工作，西宁市大通回族土
族自治县农牧和扶贫开发局早计划、早安排、早
落实，保障农资供应，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春
播任务。

截至目前，大通县种子部门已储备五大类
共 24 个品种的农作物种子 384.4 万公斤，其中
麦类 8 个品种共 216 万公斤,油菜 9 个品种共
10.4万公斤,马铃薯 4个品种共 151.385万公斤，
蚕豆 3 个品种共 6.58 万公斤，还储备了一定量
的救灾种。种子销售价格与上年持平。计划化
肥储备量 18815 吨，有机肥 4827 吨、农膜 750
吨、农药 130.6吨。全县春播工作预计投入各类
农业机械 6.81 万台，检修农机具 35000 台。大
通县金融部门计划为全县农户发放春播涉农贷
款 5000万元。农技推广部门定期通过 3个固定
监测点、10 个流动监测点，开展土壤墒情监测
工作，确保防旱抗旱工作有效到位。

据介绍，去冬今春，大通县共举办各类科技
培训班 128 期，受训人员达 1.1 万人（次），发放
各类科普资料 2.5万份（册）。同时，为加强农资
质量安全监管，农牧和扶贫开发局在会县范围
内开展了农业行政执法检查工作，确保春耕种
子、化肥、农药、地膜等生产资料的品质和安
全。

大通县

开展农业行政执法检查工作

3月12日，西宁市城东区召开2018年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全面总结了去年的工作，安
排部署今年全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本报记者 邢鹏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陈文雯 通讯员 李勇）3月
11日，西宁市公安局城北分局小桥大街派出
所查处了一起阻碍交警执行职务案，违法行
为人李某被依法行政拘留。

2月 28日 21时许，在西宁市城北区景岳
公寓小区南大门处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西
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四大队事故处理中队民
警在事故现场开展勘验工作时，一名路过此
处的醉酒男子无故对交警进行阻拦辱骂，影
响现场勘验工作。接到交警报警，小桥大街

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醉酒男子已离开现
场。派出所民警通过交警提供的执法记录仪
视频进行实地走访和大量调查，最终锁定了
违法行为人李某的身份信息。

3月 11日，派出所民警将违法行为人李
某传唤至派出所。经讯问，李某对阻碍交警
执行职务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当日，城北
公安分局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违法行为
人李某处以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

醉酒男子阻拦辱骂交警

被刑拘五日

本报讯（记者 陈文雯）因投资期
货亏损，某公司钢材销售员将“魔爪”
伸向了老顾客。日前，西宁市公安局
城北分局经侦大队破获了一起合同诈
骗案。

3 月 1 日，神色慌张的张某走进城
北公安分局经侦大队报案：我被人骗
了 100 万元！值班民警听后向张某仔
细询问了解到，张某是西宁市城北区
一家钢材销售店老板，经常通过某厂
家销售员党某购买钢材。去年底，作
为一名“老手”的张某知道年底是囤货
的好时机，便像往常一样通过党某订
购了一批钢材。因为两人较熟悉，张
某并没有多想，简单看过党某拿来的
合同后签了字，并将钱转到了党某的
私人账户里。

过完春节，张某开张做生意向党
某确认具体的钢材订购细节时，党某
一直吞吞吐吐、躲躲闪闪，这让张某十
分纳闷。多次电话沟通后，党某实在
找不到理由推脱，便直截了当地告诉
张某他根本没有向厂家订购钢材，而
是 拿 着 100 万 元 货 款 挪 为 己 用 ，填
补了投资期货的亏损。听完此言，张
某立即向警方报了警。

3 月 1 日，城北警方因合同诈骗将
党某刑事拘留。目前，案件正在进一
步办理中。

本报讯（记者 郭佳）近两天，网友发布的
一私家车司机在西宁市城西区五四大街多
次别停公交车的视频，在微博上掀起热
潮。3 月 12 日，西宁市公安局城西分局黄
河路派出所依法对涉事男子行政拘留 4日。

3 月 11 日中午 12 时，赵某驾驶白色越
野车到青海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接刚做完手
术的家人出院，当车行驶至城西区同仁路
与五四大街交叉路口右转弯时，与由西向
东直行的 9路公交车发生抢道。于是，赵某
在五四大街城西区政府门口处占用公交车
专用道，别停后方 9路公交车。在气象巷公
交车站港湾入口，赵某又故意占道停靠，恶
意妨碍公交车正常驶入港湾。直至五四加

油站处，赵某除占道行驶外，先后 6 次别停
后方公交车，严重影响了公交车正常通行。

随后，赵某看到微博后，主动到西宁市
交警支队三大队接受处罚，对赵某在五四
大街占用公交专用道、在五四大街与同仁
路路口处右转车未避让直行车、在气象巷
公交站处违法停车等 3 项交通违法行为均
依法按照顶格予以处理。3 月 12 日凌晨 3
时左右，西宁市交警支队依法将赵某移交
至黄河路派出所。派出所依据治安管理处
罚法相关规定，随即对赵某作出行政拘留 4
日的处罚决定。

拿顾客百万元货款
补自己的“洞”

这销售员胆肥!

网红男子别停公交车

被行拘4日

对不合格食用农产品等进行立案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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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春耕种子化肥农药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