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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文雯）为贯彻
落实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精神，
切实加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
与试点项目修复工作，针对全县公
路沿线帐篷过多、标准不一、城镇
建筑体量大、色彩凌乱等问题，近
日，由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人民

政府统一安排，县人民政府分管领
导带队，旅游、工商、卫生、公安等
部门组成联合执法组，对 227 国道
与峨祁公路沿线 24 家牧家乐进行
集中督查整改。

其间，通过“听、看、查”的方
式，对牧家乐经营许可证、营业执

照是否齐全，并对食品安全、环境
卫生、安全设施设备运行等方面的
落实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重点
检查了各牧家乐是否存在不明码
标价、超范围经营等情况。针对检
查中发现的厨房餐具摆放、消毒设
施、环保厕所、厨房排污设施不规

范，消防设施不完善，入住牧家乐
登记手续不齐全、与当地公安派出
所联网监控设备不完善等问题，执
法人员当场下达了整改意见，督促
限期整改。对涉嫌无证经营、超范
围经营的 1 家牧家乐下令关停，对
违规搭建的 7 家牧家乐下令限期整

改。通过督查，有效强化了牧家乐
经营者和从业人员守法经营、规范
经营、诚信经营的思想理念，加强
了旅游公共安全意识，进一步落实
了安全主体责任，营造一个安全、
有序、舒心的旅游环境。

多部门联合督查祁连县24家牧家乐
关停1家限期整改7家

本报讯（实习生 祁瑛）7 月
10 日，西宁市人民政府召开新
闻发布会，宣布经青海省政府
同意，首届青海地方特色小吃
大赛暨西宁美食节将于 7 月 15
日至 8 月 15 日在西宁市举行。

首届青海地方特色小吃大
赛暨西宁美食节以“忘不了的
青海美食，舌尖上不一样的味
道”为主题。7 月 15 日 19 时 30
分，本次大赛将在海湖新区唐
道 637 全面启动。届时向全省
征集青海地方特色小吃，之后

还将开展地方特色美食展示体
验、特色小吃评选、旅游与地方
特色美食“金点子”研讨会等活
动。

发布会上，西宁市副市长
王彤介绍，举办青海地方特色
小吃大赛暨西宁美食节活动旨
在深入贯彻落实全省旅游产业
发展大会精神，充分挖掘地方
特色美食文化，汇聚特色美食、
潮流时尚与创新味力，以展示、
展销、百家宴、论坛、线上线下
活动、美食小吃品鉴等形式，全

面展示青海地方特色小吃和美
食文化，助力旅游产业升级，带
动关联产业发展。

省商务厅副巡视员周勇峰
在发布会上说，青海特色小吃
及美食文化源远流长，特色明
显，是全省首次系统梳理整合
和推介美食资源，首次将美食
文化同旅游产业相结合，通过
小吃大赛和美食节的举办，将
会极大地推进全省的饮食产业
与旅游产业，并相互促进，共同
发展。

我省将举行首届青海地方特色小吃大赛

本报讯（记者 刘胜平）为推
动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落实。近
期，西宁市城东区审计局结合工
作实际，坚持问题导向，在“望闻
问切”上下功夫，扎实开展纪律作
风专项整治活动。

加强学习，“望”其病灶所
在。通过集中学习和个人自学
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干部职工学
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引导党员干部自觉对

标对表，望诊作风建设中的病
灶，检视作风上的不足，确保专
项整治活动取得实效。

对镜审视，“闻”其病症之
深。结合实际，以党章党纪党规
和审计相关纪律为镜、对照习近
平总书记对审计工作的新要求，
围绕专项整治的重点内容，采取
自我剖析、对照检查等形式，切
实找准查实在执行党的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中存在的问题。

广开言路，“问”其病因根
源。通过宣传动员、走访服务对
象、征求意见等形式，深入问诊
班子及党员干部个人身上存在
问题根源，对症下药。

多措并举，“切”中腠理之
疾。通过讲党课，组织全局干部
职工观看反腐影片《第一大案》

《人生不能重来》，进行警示教
育，引导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
惧、守底线。

扎实开展纪律作风专项整治活动

西宁市城东区审计局

7月5日至6日，西宁市城东区卫计部门举办了公文写作及干部行政综合能力培训班。本次培训采取
专家授课的形式，侧重工作总结、政务信息编写和公文处理规范化等内容，对全区卫计系统从事文字材料
工作的80余人进行了培训。

本报记者 邢鹏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祝嘉忆）日前，
由省公路科研勘测设计院、苏交
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原省收费
公路管理处编制的青海省地方标
准《沥青路面整治工程新旧路面

联结层技术规范》（以下简称《规
范》）批准发布，该规范将于今年 9
月 25 日起实施。

《规范》针对沥青路面整治工
程中新旧路面常出现的推移、壅

包、网裂及翻浆等病害，通过对新
旧路面联结层力学响应进行分
析，研究沥青表处式联结层、稀浆
封层式联结层和同步碎石封层式
联结层等技术，提出不同联结层

技术的施工工艺。
《规范》的发布是对现行《公

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和《公
路沥青路面设计规范》的有效补
充。

我省《沥青路面整治工程新旧路面联结层技术规范》将于9月25日实施

本报讯（记者 郭佳）日前，西宁市公
安局城西分局黄河路派出所破获多起盗
窃案。

7 月 2 日，黄河路派出所接到两名受
害人报警：“停放在水务大厦楼下的两辆
捷安特牌自行车不见了，价值 9000 余
元。”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立案调查，通
过调取监控视频看到，两名男子走到自行
车前将车锁链绞断，各骑一辆快速离开。

通过调查走访，民警发现犯罪嫌疑人
在城东区的一个修车铺里出售偷来的自
行车。民警顺藤摸瓜，于 7 月 5 日将两名
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

经审讯，两名犯罪嫌疑人对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民警了解到，两名犯罪嫌疑人
和修车铺里的马某认识，将盗窃的自行车
出售给对方，所得钱财用于他们吸食毒
品。据两名犯罪嫌疑人交代，7 月 4 日、5
日，两名犯罪嫌疑人在海湖新区大润发超
市、新宁广场盗窃了自行车。

目前，城西警方已对两名犯罪嫌疑人
的吸毒行为进行处罚；犯罪嫌疑人马某因
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收益罪被城西警
方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民警在办案中
追回一辆凤凰牌山地自行车，车身为黑红
相间，车辆曾停放在青海美术馆南侧，一
直没有失主来认领，也无人报案，对此，民
警希望失主尽快到黄河路派出所刑警中
队来认领自行车。

瘾君子偷车卖钱吸毒
民警追回车无人认领

本报讯（记者 陈文雯）昨日，
西宁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发出
紧急通知：西宁市出现伪基站冒充
工行以及微信客服信息，以登录钓
鱼网站兑换积分和进行认证等为
诱 饵 ，骗 取 受 害 人 银 行 卡 号 及 密
码，进而转移受害人账户资金。

伪 基 站 发 送 短 信 发 送 内 容 如
下：“根据规定您的微信需实名认
证两日内未认证将停用所有功能
为避免给您带来不便，请登录 qq.
weixinqh.com”“尊敬的工行用户，您
的账户积分即将清空，请登录手机
官网 yc-95588.com 兑换 526.38 元现
金，［工商银行］”。

据了解，由于短信发送号码显
示为该银行、微信客服号码，而且许
多智能手机将此信息直接归入到该
银行和微信客服号码此前发送短信
的目录里，很多人信以为真。一些
人点开了短信中附带的链接，手机
页面随后自动跳转至一个类似该官
网的网页，而该网页则是骗子精心
制作的陷阱。有受害者按照网站提
示一步步操作，输入姓名、身份证
号、手机号和取款密码等个人信息
后，其银行卡和信用卡很快遭到他
人盗刷。

目前，西宁市反电信网络诈骗
中心民警正在对犯罪分子全力抓
捕中。

请注意！
这个工行客服信息是诱饵

本报讯（记者 郭佳 通讯员 李
文慧）近日，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
民法院刑事审判庭集中巡回开庭审
理 3 起危险驾驶案件，并与大通县
人民检察院、大通县交警大队采取
多种方式联合集中宣传，为预防危
险驾驶案件的发生起了积极的作
用。

大通县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针
对大通地区危险驾驶案件增多的趋
势，选择 3 起典型危险驾驶案前往
桥头镇解放北路居委会进行巡回审
理。在审理中，加强危险驾驶案件
法治教育，并以被告人的亲身经历
现身说法，近 70 余名群众在现场接
受了一场法治教育课。

通过巡回审理，以案释法，让人
民群众近距离接触法律、感触法律，
牢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训
诫,时刻谨记不能心存侥幸以身试
法，罔顾他人生命财产安全，同时给
自己带来不可磨灭的伤害。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大通县法
院刑事审判庭共受理各类刑事案
件 186 件 ，其 中 危 险 驾 驶 案 件 79
件，占总收案数的 42% ，居各类刑
事案件之首。

集中巡回开庭审理
危险驾驶案

大通县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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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讯（侯贤泰）连日来，武警西宁
支队某机动中队官兵与西宁市公安局联
合展开了两警武装联勤巡逻勤务。此次
勤务的开展，是深入贯彻落实加快推进军
地联合作战体系防控的务实举措，同时也
是维护地方社会大局稳定长治久安的有
效措施。

联勤巡逻 维护稳定

同德讯（尕藏吉）近日，海南藏族自
治州同德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
长昂倩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精神
打牢检察队伍反腐倡廉思想防线》为题，
从算好廉政三笔帐、培养良好心态、切实
增强纪律意识三个方面，给全院干警上
了一堂党课，使干警将廉政观念融入到
工作中、生活中，使为民、务实、清廉理念
入脑入心。

清廉理念 入脑入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