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6.13

西宁

青
海
西宁市委政法委
青海法制报社驻西宁记者站

政法

联办

责编/蓝海梅 版面编辑/李玮玮 主任/李磊
投稿邮箱：
qinghfzb＠126.com

14

第2期

西宁市委政法委

狠抓“两个绝对”
具体化
本报讯（记者 蓝海梅）近日，西
宁市委政法委通过五项措施狠抓对
《中共西宁市委关于推进“两个绝对”
具体化的实施意见》学习的扎实有效
和落地见效。

西宁市公安局

近日，西宁市委政法委召开集中
学习会和安排部署会，认真部署，着
重强化五项措施，全力推进“两个绝
对”具体化落地见效。进一步创新学
习方法、完善学习制度，切实把学习

和践行标准，明确“时间表”和“线路
图”。在推进“两个绝对”具体化的时
间、标准、成效等方面再加力、再加
压，
确保成效扎实有效。

意识形态工作专项督查成常态化
本报讯（记者 蓝海梅）近日，
西宁
市委宣传部组成7个专项督查组，
对全
市各地区、
各单位、
各部门意识形态工
作责任制落实情况进行了专项督查。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精神，严格落实意识形态
工作“1+8”制度，层层传导压力责任，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主动
权，扎实推进意识形态领域“两个绝
对”具体化。西宁市委宣传部下发通
知，要求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就意

识形态领域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自检自
查，专项督查组也于近日开始对全市
69家意识形态重点地区单位部门进行
实地督查和集中检查。

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培训法官深度应用电子卷宗
本报讯（记者 蓝海梅）今年以来，
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全市法院系统
开展电子卷宗深度应用现场培训工作。
根据省高级人民法院对电子卷宗
系统的部署和深度应用的要求，
进一步
利用信息化手段辅助法官进行智力体
力减负，
提升西宁市两级法院电子卷宗
深度应用工作，
今年4月至5月，
西宁市

中级人民法院在全市法院开展了时间
跨度最长、
受众人员最广的电子卷宗深
度应用现场培训工作。培训内容包括
法律文书智能编校系统、
OCR智能回填
系统、
刑事智能研判系统、
自动入卷、
电
子卷宗阅卷功能以及其他应用薄弱的
软件系统。

西宁市人民检察院

建立检校共建机制

西宁市统计局

赴基层宣传统计法
本报讯（记者 蓝海梅）近日，
西宁市统计局扎实推进“两个绝
对”具体化要求，按照《关于在全
市举办统计法宣传活动的实施方
案》，赴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开展
宣传统计法活动。
宣传座谈会上，西宁市统计
局副局长林琳要求基层统计人员
认真学习贯彻统计法，不断提高
统计工作能力，切实提高统计数
据质量，牢固树立自觉抵制统计
数据弄虚作假的责任意识和风险
意识。西宁市统计局政策法规处
工作人员结合统计违法案例以案
释法，解读了统计法的部分内容
和条款，并对基层统计员提出的
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
大通县统计局、大通县桥头
镇人南社区、青海宁北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等单位的统计人员参加
了座谈会。

党员干部真正做到在情感上深刻认
同、理论上高度自觉。严守党的政治
纪律和政治规矩，确保绝对忠诚、绝
对纯洁、绝对可靠。突出工作实际制
定推进“两个绝对”具体化实施方案

西宁市委宣传部

开展“两个绝对”
具体化宣讲活动
本报讯（记者 蓝海梅）近日，
西宁市公安局“两个绝对”具体化
宣讲团前往西宁市公安局城西分
局开展宣讲活动。
活动中，宣讲团成员、西宁市
公安局城东分局党委副书记、政
委刘存以《走进新时代，开启新征
程，认真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做“两个绝对”具体化
的践行者》为题，结合自身学习的
体会，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阐述。对
“两个绝对”具体化“怎么看、怎么
想、怎么干”，对推进“两个绝对”
具体化的重要意义和总体要求进
行了讲解。
宣讲结束后，民警一致认为，
此次活动授课全面准确，并促进
民警牢固树立了政治意识、大局
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忠实践行“两个绝对”具体化成果
转化为狠抓各项决策部署落实的有
力举措。进一步提高对推进“两个绝
对”具体化重要意义的认识，使广大

6 月 8 日上午，西宁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在支队综合训练场举行教官集
训班汇报演练暨结业典礼。演练中，集训班学员依次进行了“四会”教学
法、
队列、
倒功摔擒、
战术四个科目的演练。
通讯员 赵文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蓝海梅）6 月 5 日，
西宁市人民检察院与西宁市第十二中
学建立检校共建机制，一名检察官受
聘成为西宁第十二中学的校外法治辅
导员，并为学校 300 余名初中生上了
一堂生动的法治课。
检察官通过动漫、微电影的形式，
介绍了检察机关职能作用及未成年人

检察工作，并结合中学生特点，通过典
型案例以案讲法、以案释法，围绕案例
中的法律问题与学生开展互动，并向
学生介绍了未成年人自我保护小技
巧。同学们通过认真思考、畅谈认识，
了解案例中涉及的刑事犯罪的相关知
识。

西宁市交通运输局

提升农村公路安全保障能力
本报讯（记者 蓝海梅）近日，西
宁市交通运输局召开推进会，专题
研究部署农村公路安全保障工作。
西宁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召开
全市农村公路生命安全防护工程
和危桥改造建设项目前期工作推
进会，要求各县、各单位明确农村
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前期工作，
坚持“安全、有效、经济、实用”的原
则，注重现场实地踏勘。注重征求
当地群众意见建议。注重各项相

关数据的收集、分析、评估工作。
明确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
建设项目问责制度。对 2017 年、
2018 年农村公路安防工程和危旧
桥梁改造项目进行了再检查，对梳
理出的 58 项安防工程和 20 座危旧
桥改造项目倒排工期，层层压实责
任。要求各相关业务处室加大专
项监督检查力度，加快提升全市农
村公路的安全保障能力。

西宁市农牧和扶贫开发局

清理排查 66 家规模养殖场

本报讯（记者 蓝海梅）近日，西宁
市农牧和扶贫开发局 8 个督查小组深
入全市开展畜禽禁养区规模养殖场
（户）清理排查“回头看”
行动。
督查中，各督查小组严格按照坚
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要求，坚持
真督真察、严督严查，对禁养区 66 家
规模养殖场（户）进行了“回头看”，实

地察看了各县区畜禽禁养区规模养殖
场（户）整治成果，重点检查了中央环
保督察组要求提升改造的 3 家养殖
场，并就养殖场整改提升进度缓慢、粪
污处理不及时、零星散养等问题进行
了现场指导纠正。

西宁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西宁市城中区

推进精神卫生综合管理试点工作

调研 28 个“社区法律会诊站”工作
本报讯（记者 蓝海梅）近日，西
当日，
调研组通过对硬件设施、
制
宁市城中区委政法委、
城中区法学会 度规范、
成效显著、
工作扎实、
具备特
抽调公、
检、
法、
司四部门组成调研组， 色等内容的综合考量，
推荐新城社区、
对辖区 28 个“社区法律会诊站”挂牌 南山西社区、
二机社区三个社区作为
后工作情况展开督导和调研。
“社区法律会诊站”
工作亮点社区。

西宁市城中区28个
“社区法律会
诊站”
自去年 9 月成立以来，
截至今年
5月共受理居民矛盾纠纷174起，
调解
案件97件，
调解率和调解成功率都达
到95%。

本报讯（记者 蓝海梅）为解决精
神 卫 生 工 作 中 存 在 的 难 点 问 题 ，近
日，西宁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召
开了全市精神卫生综合管理试点工
作推进会。
会上，西宁市卫纪委详细解读了
西宁市今年精神卫生综合管理试点

工作实施方案。对今年全市 1 月至 5
月精神卫生工作进展情况进行了通
报。各县、区就开展精神卫生工作情
况作了汇报交流。省精神卫生项目
专家围绕精神卫生管理试点工作方
法、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工作规范
等内容进行了授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