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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来西宁市党纪政纪处分 72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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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 月 11 日，西宁市纪委公布 2015
年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反腐败工作相关数据。
2015 年以来，西宁市共采取“批评与自我
批评、约谈函询、红脸出汗”的有 2500 起；党纪
轻处分和组织调整的有 505 起；给予党纪重处
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的有 133 起；严重违纪涉
嫌违法立案审查的有 110 起，有效解决了一批
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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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年来，西宁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
511 件，结案 787 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728 人，
经立案审查未给予党纪政纪处分而予以组织处
理的 73 人，严肃查处了西宁市旅游局原局长雷
桂英、原副局长张洪涛等严重违纪案件，起到了
极大震慑效果。
西宁市还建立县区党委巡察制度，三县四
区共组建 17 个巡察组，已巡察 81 个县区直单

位、乡镇（街道）党组织，发现具体问题 424 个， “三资”管理、惠农补贴、低保救济资金管理使用
全面整改 424 个，整改率 100%，制定整改措施 等重点领域和环节，着力解决吃拿卡要、欺压百
800 余条，开展专项检查 200 余次，建立完善相 姓、与民争利等问题。2016 年以来，西宁市共
关制度 700 余项，提醒约谈 200 余人，移交问题 立案查处扶贫领域问题线索 53 件，给予党纪政
线索 124 条，移交司法机关两人，受到党纪处分 纪处理 109 人，组织处理 97 人，移交司法机关追
7 人，
诫勉谈话 9 人，
巡察利剑作用不断彰显。
究刑事责任 3 人；对查处的 7 起问题线索实施了
西宁市坚决查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微腐 问责，共问责 48 人；在西宁市通报 19 起发生在
败”
“ 暗腐败”，紧盯精准扶贫、土地征收流转、 扶贫领域、侵害群众利益的典型问题。

我省全力推进高原美丽乡村建设
本报讯（记者 雷洁）5 月 14 日，记者从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获悉，今年我省将全力推进高原
美丽乡村建设，努力打造科学规划布局美、设施
完备生活美、村容整洁环境美、服务健全身心美、
创业增收致富美、乡风文明和谐美的 300 个高原
美丽乡村。
今年，我省打造高原美丽乡村建设以农牧区
垃圾、污水、厕所粪污治理和村容村貌提升等为
主攻方向，广泛动员各方力量，通过补齐设施短

板、开展村庄环境整治、大力发展乡村产业、完成
危旧房改造、建立完善长效管护机制等，不断强
化各项举措，整体提升农牧区人居环境水平。其
中，西宁市 79 个、海东市 120 个、海南藏族自治州
31 个、海北藏族自治州 16 个、海西蒙古族藏族自
治州 8 个、黄南藏族自治州 21 个、果洛藏族自治
州 10 个、玉树藏族自治州 13 个、青海省三江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1 个、青海省监狱管理局 1 个。
实施计划的这 300 个高原美丽乡村建设，将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建设理念，注重
自然山水、乡土气息、乡村风貌，体现地域特征、
民族特色和文化传统，并尊重农牧民的生产生活
方式，贴近村庄实际，符合村情村貌，增强实用性
和可操作性。结合《青海省农牧区人居环境整治
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和《青海省“厕所革命”三年
行动方案》要求，全面提升建设村基础和公共服
务设施配套建设水平，加快补齐“水、电、路、网”
等设施建设短板。

民政公安联手

运用人脸识别技术
助力寻亲服务
本报讯（记者 雷洁）5 月 14
日，记者从省民政厅获悉，省民政
厅与省公安厅联手，依托公安部
门新开发的全国和全省人像比对
系统，对寻亲不成的流浪乞讨人
员免费新增人像比对查询服务，
提高寻亲成功率。
多年来，我省各级民政、公安
部门高度重视，密切合作，认真开
展流浪乞讨滞留受助人员寻亲返
乡工作，积极探索和不断改进寻
亲手段。依托全国救助管理信息
系统及全国救助寻亲网、公安机
关走失人口库和人口信息管理系
统进行快速比对查询。通过广
播、电视、报纸、微信、全国救助管
理信息系统、全国救助寻亲网等
发布寻亲公告进行查询。通过公
安机关免费采集 DNA 数据录入
全 国 打 拐 DNA 信 息 库 比 对 查
询。此次新添加的全国和全省人
像比对系统，发挥人脸识别系统
等高科技手段在救助寻亲服务中
的作用，将使越来越多的流浪乞
讨人员成功寻亲返家。
目前，各级救助管理部门和
公安治安警察部门已开始对滞留
我省各级救助管理站内寻亲不着
的流浪乞讨人员开展人脸识别信
息采集。

西宁市一物业公司
未按要求备案被罚20000元
在我省尚属首列
本报讯（记者 陈文雯）5 月 9 日，
西宁市公安局城西分局查处一起自
聘保安未备案案件，城西分局依法对
相关企业作出行政处罚。此案是我
省首例物业公司未按要求备案报案
被罚案件。
5 月 8 日，西宁市海湖新区财富广
场（西宁市城西区文苑路 7 号）发生保
安员殴打他人事件。西宁市公安局
治安支队、彭家寨派出所、西宁市保
安行业协会随即到事发地点调查情
况。经调查，海湖新区财富广场保安
服务由西宁华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自聘保安员负责。保安员着制式警
服且物业公司未按要求在公安机关
备案。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及《保安服
务管理条例》涉事保安员被行政拘留
10 日，同时西宁华港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因其开展的保安服务未在公安机
关备案，
被处以 20000 元罚款。

省食药监管局

抽检18类462批次样品
昨日，西宁市城东区举行基层党组织“书记工作坊”揭牌仪式，标志着全区各领域基层党组织书记拥有了学习
教育、提升能力的“加油站”
，拥有了相互交流、
共同促进的“实景课堂”
。
本报记者 邢鹏 摄影报道

三江源国家公园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本报讯（记者 蓝海梅）5 月 11 间表、路线图，确定专人负责，狠抓
日，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从项目 落实；督促施工企业加强施工进度，
进度、资金使用安全、问责制度等方 确保 11 月底完工；各单位加强组织
面专题推进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保 领导，确保资金使用安全；对 2019
护设施建设工作。
年项目申报内容做了指导，要以有
5 月 11 日，三江源国家公园管 利于环境保护和生态优先为前提，
理局要求各园区管委会（管理处）、 申 报 2019 年 项 目 投 资 计 划 ，做 到
各单位高度重视、倒排工期、制定时 “开工一批、待批一批、储备一批、规

划一批”；今后每月通报项目进展情
况，按照省上的要求实行半月报告
制度，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管理局实
行督查问责制度，办公室要及时督
查督办，纪检部门严格问责，全力推
进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设施建
设任务圆满完成。

省工商局西宁海关

年报
“多报合一”工作已全面落实
本报讯（记者 郭佳 通讯员 康融）近日，省
工商行政管理局、西宁海关根据《工商总局、海
关总署关于做好年报“多报合一”改革有关工作
的通知》要求，稳步推进工商、海关年报“多报合
一”改革任务，
目前已全面落实到位。
为确保年报工作平稳过渡，工商和海关高
度重视，通力合作，严格按照要求推进年报“多
报合一”改革落实工作。据了解，按照海关管理
企业“多报合一”，逐项对公示系统进行改造，至

青海日报社党风廉政建设

4 月 27 日已全面完成改造任务，为 5 月 1 日起海
关管理企业“多报合一”提供了技术支持。目
前，全省海关企业（含农民专业合作社、个体工
商户）已通过企业年报公示系统进行 2017 年度
年报。
《青海省工商局、西宁海关年报“多报合一”
公告》规定：
自 2017 年度年报开始，
在海关注册的
报关单位、
加工生产企业（含个体工商户、
农民专
业合作社）统一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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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送“多报合一”年报，报送时间为今年 5 月 1 日
至 8 月 31 日，截至日期前仍未报送年报的，由工
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标记为经营异常状
态，企业补报年报后可以申请移出经营异常名
录。从 2018 年度开始，
年报时间统一为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非海关管理的企业年报内容、
报送时间不变。另外。年报结束后，工商部门、
海关单位将开展跨部门
“双随机”
联合抽查工作，
以降低企业负担，
提高监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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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批次食品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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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组织开展了 2018 年省级监督抽
检任务，抽检了 18 大类食品 462 批次
样品，检出不合格食品 3 批次。
其中，海南藏族自治州三丰商贸
有限公司销售标称西宁西北骄天然
营养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牦牛肉干
（麻辣味）、青海夏都百货股份有限公
司纺织品百货大楼销售标称陕西杨
凌麦力祺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清真锅巴（麻辣味）、黄南世纪华联商
贸有限公司销售标称甘肃顶呱呱食
品 有 限 公 司 生 产 的 精 品 梅 肉（蜜 饯
类），均不符合国家标准规定的菌落
总数 5 次检测结果均不得超过 105 每
克菌落形成单位且至少 3 次检测结
果不得超过 104 每克菌落形成单位。
针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产品，省
食药监管局已要求相关市、州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及
时对不合格食品及其生产经营者依
法进行查处，进一步督促企业履行法
定义务，并将相关情况记入食品生产
经营者食品安全信用档案。
对此，省食药监管局工作人员特
别提醒消费者，如已购买或在市场上
发现公告所列的不合格食品时，请及
时拨打食品安全投诉举报电话
12331 进行投诉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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