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
海

社会新闻
2018.5.16 7责编/崔宁宁 主任/李玉芬

投稿邮箱：qinghfzb＠126.com

本报讯（记者 郭佳）5 月 14 日，
记者从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获
悉，日前，五只受困的国家一级保
护动物白唇鹿安全脱险，并回归大
自然。

5 月 11 日上午，澜沧江源园区
国家公园森林公安局接到群众反
映，在澜沧江源园区扎青乡地青村

三社加布沟娘屯山一座高山悬崖
处发现被困野生鹿群，情况危急，
需进行救助。随后，澜沧江源园区
国家公园森林公安局立即组织民
警赶赴现场进行调查。经现场核
查，被困野生动物为国家一级保护
动物白唇鹿，共 5只，被困高山悬崖
一突出地段。该地段均为陡峭崖

壁，地形复杂，没有出路。经初步
分析，白唇鹿被困是因为它们从上
方一高坡处跳下来吃草后无法回
去。从被困地段已被啃食干净的
草丛、灌木可以推断，白唇鹿被困
约在一周以上。由于近几日该区
域连续降雪，被困白唇鹿饥寒交
迫、体力难支，情况十分危急。

在了解到详细情况后，澜沧江
源园区国家公园森林公安局及时
向澜沧江园区管委会汇报，管委会
统一组织森林公安、执法大队部门
工作人员和扎青乡地青村生态管
护员共 40 余人展开了营救工作。
救援队伍准备草料和饮用水投送
到白唇鹿受困区域，让白唇鹿恢复

体力，同时在坡度小，高度低的地
段人为开通一条受困白唇鹿能够
逾越的救助通道。经过救援队持
续一天的不懈努力，被困的 5 只白
唇鹿终于安全脱困回归大自然。

5只受困白唇鹿脱险了

本报讯（记者 祝嘉忆）5 月 13 日，海
东市平安区公安局成功处置一起寻衅滋
事案件，违法行为人星某被行政拘留 10
日。

5 月 13 日 18 时 15 分，平安区公安局
小峡派出所接到 110 指挥中心转警称，
一彩票店内有人闹事，请求出警。接警
后，小峡派出所值班民警迅速赶到现场
进行处置。经查，5月 13日 18时许，违法
行为人星某酒后到刘某经营的彩票店内
买彩票时，用言语挑衅刘某妻子李某，后
与刘某发生口角，并相互撕打。民警在
现场调查过程中，遭到违法行为人星某
的辱骂，阻碍民警执行公务。

目前，违法行为人星某因寻衅滋事
被平安区公安局行政拘留 10日。

本报讯（记者 祝嘉忆）5月 11日，西宁
市湟源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依法行政拘留
一名因无证驾驶且酒驾的男子。

4 月 12 日 ，驾 驶 人 张 先 某 驾 驶 青
A44xxx号小型轿车行驶至湟源县城关镇
二中路凯城佳苑小区入口时，被交警大
队执勤民警拦了下来。张先某身上有刺
鼻的酒味，民警怀疑他饮酒后驾驶机动
车。随后，民警查询发现张先某未取得
机动车驾驶证，民警遂将其带至湟源县
人民医院抽取 5ml血液两管。经检测，从
张先某的血液中检测出乙醇，含量为
68ml/100ml，张先某涉嫌酒后驾驶机动
车。

5 月 11 日，驾驶人张先某因涉嫌无
证驾驶且酒驾被依法行政拘留 10 日，并
处罚金 3000元。

行拘 10日罚款 3000元

湟源一男子

无证酒驾

行拘 10日

平安一男子

寻衅滋事

本报讯（记者 郭佳 通讯员
郭燕）一年一度的中、高考临近，
为使广大考生用上安全放心的
文具用品，日前，西宁市城西区
食品药品和市场监督管理局胜
利路监管所对辖区内的中泰百
货文具经营户及大百超市、华润
万家文具经营柜台进行了集中
检查。

执法人员以笔、笔记本、文

具盒、橡皮擦、修正带等学生用
品为重点检查内容，查看文具用
品经营者是否持照、亮照经营，
是否存在无照经营和超范围经
营情况；查看文具用品标志内容
是否符合有关规定，经营者是否
存在销售“三无”商品等情况；查
看文具用品是否以假充真、以不
合格商品冒充合格商品，经营者
是否存在销售劣质文具用品等

违法行为。
同时，执法人员还对经营户

进行了相关法律法规宣传，要求
经营户严把学生文具用品进货
关，从源头上杜绝假冒伪劣学生
文具用品流入市场，并与 19 户
经营者签订了《不销售假货和来
源不清商品责任书》，有效规范
了经营者的经营行为。

西宁市城西区市场监管部门

检查文具用品为中高考考生护航 本报讯（记者 陈文雯）日
前，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公安
局刑警大队联合吉尔孟派出所
及时侦破一起盗窃网围栏案件，
抓获犯罪嫌疑人4名。

5月 4日 20时许，吉尔孟派
出所接到辖区群众报警称，在刚
油公路上发现一辆疑似拉运盗
窃网围栏的轻型卡车。接警后，
民警立即出警，途中截获一辆满
载网围栏的轻型卡车以及同行
的一辆小轿车，民警遂对车辆及
人员进行盘查。盘查过程中轻
型卡车驾驶者与轿车乘坐人员
回答相互矛盾，不能明确说明网
围栏的来历，民警进一步确定之
前群众举报情况属实并及时通
知刚察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民警
连夜赶赴案发现场。

因当晚突降大雪，加之嫌疑
车辆照明系统损坏，路面能见度
极差，民警在保证物证及相关人
员安全的情况下，用手电筒及警
车引导，终于在 5月 5日清晨将
嫌疑车辆及人员安全带至刚察
县公安局，并及时讯问相关嫌疑
人员，对嫌疑车辆及赃物等进行
了扣押。为及时固定证据，办案
民警带领嫌疑人员再次驱车顶
风冒雪赶赴案发现场，对现场进
行认真仔细勘验检查及辨认。

经审讯，4名犯罪嫌疑人对
5月3日晚上在吉尔孟乡夏季公
共草场拆卸一千米网围栏的犯
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
刑事拘留,案件在进一步侦查当
中。

千米网围栏被盗走
民警冒雪连夜追回

本报讯（记者 祝嘉忆）5 月
13日，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公
安局巴燕派出所妥善处置一起
精神病患者肇事肇祸案件，及时
消除了社会治安隐患。

5月 13日 22时许，巴燕派出
所民警接到 110 指令称，化隆县
巴燕镇藏滩村精神病人韩某明

精神病发，正在殴打其家人。接
到警情后，巴燕派出所民警迅速
赶赴现场。面对情绪激动、有暴
力倾向且有肇事肇祸前科的韩
某明，派出所民警果断采取措
施，使用约束性警械将韩某明当
场制服。同时，联系 120 急救中
心对被韩某明打伤的韩某林进

行救治。为防止韩某明再次做
出极端暴力行为，民警当晚立即
将韩某明带离现场并对其进行
必要的约束措施。随后，在其家
属配合下，派出所民警于次日凌
晨 2 时许，将其送入省第三人民
医院接受治疗，并将该情况及时
通报镇政府及民政部门。

处置一起精神病患者肇事肇祸案件

化隆警方

本报讯（记者 陈文雯 通
讯员 李勇）近日，西宁市公安
局城北分局小桥大街派出所民
警成功抓获 1名扒窃男子。

5 月 8 日上午，小桥大街派
出所民警在小桥市场内进行便
衣巡逻时，发现一名青年男子
尾随一女子，行动异常，不时向
四周张望，突然男子将手伸到
女子上衣兜内盗走一部白色智
能手机。正当男子准备逃离现
场时，被民警当场抓获，并将其
带到派出所进行审查。经审
查，男子徐某供述了当日在菜
市场内尾随女子并趁其不备之
际将其手机偷走的犯罪事实。

目前，犯罪嫌疑人徐某已
被城北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
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本报讯（记者 陈文雯 通讯
员 韩典珍）西宁市城西区人民
法院积极推进网上立案工作，今
年 1至 4月份，网上立案 18件。

据悉，城西区法院立案庭指
定专人负责网上立案工作，积极

向律师和当事人介绍网上立案
的流程以及优势，减轻当事人的
诉讼负担，方便当事人立案，做
到了“让群众少跑腿”的服务初
衷，并且主动服务，手把手教学，
真正实现高效快捷立案的目的。

下一步，城西区法院将进一
步全面推进网上立案工作，加快
完成网上缴费服务，最大限度方
便当事人诉讼，提升网上立案工
作效率，有效节约当事人诉讼成
本。

男子菜市场行窃
被民警抓现行

湟源讯（刘尧 王晶）为进一步提升路
政执法人员依法行政意识和行政诉讼能
力，近日，湟源县人民法院与湟源公路路
政执法支队联合举办了一场行政案件模
拟法庭。

庭审围绕真实案例中的具体行政行
为涉及到的行政罚款金额是否过高，以
及具体罚款金额的确定是否依据行政法
公正公开原则进行，通过对原告是否具
备主体资格、起诉是否超期、具体行政行
为的合法性，被告是否享有被诉具体行
政行为的职权的审查，经法庭调查、辩
论、陈述等程序，为路政执法人员上了一
堂生动的法制课。

模拟法庭之后，法官结合案情对该
案所涉及的行政法律法规内容进行了讲
解、释明，并根据路政执法的特点，揭示
了除依法执法外，还应讲究执法的艺术
以及良好的沟通方式。

模拟法庭
助推依法行政

1至4月份网上立案18件
西宁市城西区法院

近日，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公安局廿地派出所、江西沟派出所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开展了安全
防范宣传活动。

王林昌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