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陈文雯）10月9日，
记者从省公安厅获悉，日前在北京举
办的第三届全国公安民警“三微”大
赛颁奖仪式上，省公安厅选送的 10
部原创作品从全国 7000 余部作品中
脱颖而出，分别获得一、二、三等奖和
最佳摄像奖。

近年来，省公安厅将全省公安机
关政务新媒体建设作为创新思想政
治工作，引领民警思想，激发队伍正
能量，树立公安机关良好形象的重要
载体和平台，积极适应网络新媒体对
公安宣传工作的新要求新挑战，自觉
落实“三同步”工作机制，进一步发挥

了以“青海公安”为龙头的全省公安
政务新媒体矩阵在发好公安声音、讲
好警察故事、树好队伍形象、密切警
民关系以及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等多
方面的优势作用。尤其在第三届全
国公安民警“三微”大赛启动以来，高
站位精心策划、高效率实体运作，从

政治敏感程度、思维视野广度、思想
境界高度出发，组织遴选全省公安机
关原创微信38条、微博21条、微电影
11部、微视频14部、微动漫8部等92
（条）部“抓人走心”的“三微”作品参
加全国评选。经中宣部、中央政法
委、共青团中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中国电影家协会以及新浪、腾讯等单
位专家评审，《雪域旌旗》《天上派出
所》等9部作品分别获得一、二、三等
奖，《天上派出所》同时获得最佳摄影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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湟源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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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蓝海梅）近日，西宁市两部
门对生活饮用水及集中式餐饮具进行了抽检
并公示结果：西宁市生活饮用水水质合格，两
家集中餐饮具消毒服务企业检测指标不合
格。

西宁市卫生监督所按照西宁市卫生计生
委“健康西宁蓝盾护航”行动方案的要求开展
了西宁市市政供水及集中式餐饮具消毒企业
监督抽检工作，西宁市城区饮用水五个监测
点检测结果显示，色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
可见物、PH、铝、铜、总硬度、铁、锰、锌、溶解
性总固体、耗氧量、挥发酚、阴离子合成洗涤
剂、氯化物、硫酸盐、砷、镉、铬、铅、汞、硒、氰

化物、氟化物、硝酸盐、三氯甲烷、四氯化碳、
总大肠菌群、菌落总数、耐热大肠菌群、大肠
埃希氏菌指标均合格。

对西宁市集中餐饮具消毒服务机构采样
检测结果表明，西宁两家企业不合格，其中西
宁市伊露洁餐具清洗消毒服务中心检测出阴
离子合成洗涤剂，大通康洁清真餐具洗消服
务中心检测出大肠菌群。

对检测结果不合格的单位，西宁市卫生
监督所均下达了立即整改的监督意见书，同
时，西宁市卫生监督所近期将采取不定时巡
查方式对集中式餐饮具消毒单位进行稽查及
现场监测工作。

本报讯（记者 刘茜 通讯员 卢晨）为进一步
提高辖区群众识别邪教组织的能力，加强防邪、
反邪思想意识，截至今年10月，海东市平安区公
安局共出动警力 170 余人次，29 次深入辖区城
镇和乡村人员密集场所及邪教信众家中，开展
防邪教、反邪教宣传活动。

活动中，民警从邪教的实质，如何识别、抵
制邪教的侵害及非法活动等方面开展了宣传，
让辖区群众对邪教组织有一个更加直观的认
识，以发生过的邪教案例来警醒群众，提高辨识
程度。通过向群众介绍相关法律和政策的方
式，引导信教群众能够合法信教、文明信教、正
确信教。

同时，平安区公安局开展了全区反邪教警

示教育点和“一窗一栏”建设。选择在群众聚集
且人流量较多的地方，设立反邪教警示教育点，
并在辖区各乡镇制作大型反邪宣传栏，以群众
喜闻乐见、图文并茂的形式将反邪教宣传送到
群众家门口。

通过丰富多样的宣传活动，使辖区群众意
识到邪教对社会治安稳定的扰乱和破坏以及对
人们身心健康的侵害、对家庭造成的不幸，切实
增强了群众的自觉防范意识，增强了抵御邪教
的能力，为打击邪教的滋生和蔓延，营造和谐稳
定的社会治安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赢得了辖
区群众的广泛赞誉。

本报讯（记者 郭佳）10 月 11 日，

记者从西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

中央环保督察反馈燃煤小锅炉问题以

来，西宁市市场监管局对违规燃煤小

锅炉开展专项整治。截至目前，中央

环保督察反馈违规注册的 69 台燃煤

锅炉，已整治 49 台。

西宁市市场监管局按照“一套方

案、一本台账、一名责任人”的工作机

制，制定燃煤小锅炉问题整治计划，明

确工作步骤及工作任务。中央环保督

察反馈违规注册的 69 台燃煤锅炉，已

经完成 49 台整治，其余 20 台正在按计

划整治中。今年，省中央环境保护反

馈意见整改工作整改督办组和省质量

技术监督局对西宁市燃煤锅炉整治情

况抽查督查两次，对整治进展和效果

表示了肯定。

下一步，西宁市市场监管局将重点

开展针对天然气使用量大管网不能覆

盖的单位推广 LNG、电锅炉、空气能等

燃料供应模式，继续按照燃煤锅炉节

能减排攻坚战工作方案要求，加大锅

炉节能法规宣传，进一步督促锅炉使

用单位认真开展锅炉节能管理，在用

锅炉能效测试中，对能效测试不达标

的单位，责令限期整改合格，努力完成

燃煤锅炉节能减排攻坚战各项工作。

西宁市市场监管局

专项整治
违规注册燃煤小锅炉

湟源讯（纳永春 高燕）近日，湟源县人民检察
院未成年人检察办公室工作人员深入湟源县和平
中学开展了以“法律护航 放飞梦想”为主题的法
治进校园宣传活动。

活动中，未检办检察人员结合自身办案实际，
分析未成年人学生心理特征，用鲜活的事例，深入
浅出地为学生们讲述什么是校园欺凌、校园欺凌
的原因、如何远离校园欺凌等内容，并就学生们生
活中常见的问题为话题，与同学们进行互动，告诫
同学们在遭遇校园欺凌时要寻求正当途径解决问
题，不能因为一时冲动而触犯法律。通过此次活
动，同学们受益匪浅。

下一步，湟源县检察院将不断加强送法力度，
以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为出发点，完善“法治进
校园”的方法，以点带面推动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
罪体系建设，将法律普及、法治教育和预防未成年
人犯罪扩展到各个角落，扩大活动影响力，引导全
社会关心、关注青少年法治教育。

本报讯（实习生 拉毛措 通讯员
张发禛 才让吉）10月9日，西宁市城
北区召开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
问题联席会议，18 家成员单位负责
人参加会议。 会议通报了今年城北
区1月至9月农民工工资治欠保支工
作开展情况，安排部署了今年年底农
民工工资治欠保支重点工作任务，并
对仍未解决的重点欠薪案件进行了

分析梳理，明确了相应职责。
会议指出，坚持健全源头预防、

动态监管、失信惩戒相结合的制度保
障体系，进一步落实实名制管理、工
资保证金、工资专用账户等基础制
度，形成制度完备、责任落实、监管有
力的治理格局，完善拖欠行为“黑名
单”制度，加大拖欠工资行为惩处力
度；要以结合治欠保支现场办公会和

联合执法行动为抓手，以网格化管
理、预警监控、日常巡查、专项检查为
主的预防机制主动作为，将治欠保支
工作延伸到工地现场，做到隐患排查

“零死角”；各成员单位对欠薪问题要
细化梳理，进一步分析研判，按照各
自职责，落实第一责任单位和属地责
任单位，实行“领导包案制”的周报告
制度。

会议强调，治欠保支工作关系
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各成员单位
要坚持问题导向，带着责任、带着使
命，及时总结经验、补齐短板，以钉钉
子的精神抓好治欠保支各项政策措
施的落实，全力以赴打赢农民工工资
治欠保支攻坚战。

西宁市城北区

将治欠保支工作延伸到工地现场

湟源县检察院

西宁讯（税务稽查）国家税务总局西宁市税
务局稽查局（原西宁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在对
青海某电力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进行税务检查时
发现，该公司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经营期间，取得已证实需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1 份，并已抵扣进项税额。其取得的增值税专用
发票属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税务主
管部门规定的不得作为增值税合法有效的扣税
凭证抵扣进项税额，应作进项税额转出。

国家税务总局西宁市税务局稽查局（原西宁
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对其依法作出应补缴增值
税 66，401.56 元，并处罚款 33，200.78 元，加收滞
纳金 43，061.41 元。合计查补入库税款 142，
663.75元。

青海某电力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取得不符合规定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抵扣税款被查处

公安民警走街巷 反邪宣传入人心

西宁两家餐饮具消毒企业检测指标不合格

10 月 10
日，西宁市公安
局城西分局纪
检督察部门对
局属各单位开
展了内部监督
审计，通过审
计，严肃了财经
纪律，坚决杜绝
小金库和账外
账，规范了审批
制度。

本报记者
郭佳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刘胜平）10 月 11
日，记者从西宁市环保局了解到，截至
9 月底，西宁市城市空气质量总有效监
测天数为 273 天,优良天数为 225 天,优
良率为 82.42%。其中 8 月份，优良天
数为 31 天，空气优良率为 100%。数据
显示，进入秋季以来，西宁空气质量进
一步好转。

今年以来，西宁雨水天气明显增
多，这为改善大气环境创造了良好条
件。同时，为进一步改善空气质量，西
宁市坚持标本兼治、固本强基、治本为
主，进一步巩固治理成效、强化治理措
施，精准高效推进治理工作。严格落
实文化公园、北山市场片区、东川创业
园周边 1 公里至 3 公里范围的车辆限
行、建筑施工、道路抑尘、工业企业及
各项管控措施，降低影响空气质量的
污染物浓度。对重点区域、重点路段、
敏感地段出现监测数据上升的情况，
及时采取工地停工、洒水降尘、渣土车
停运、裸露地表全面覆盖等应急措施，
并对整改落实不力、不到位的严管重
罚，空气质量比上半年得到进一步好
转。

进入 10 月以来，西宁市空气质量
持续好转，空气质量指数属优良。

前9个月共收获225个优良天

西宁市空气质量
持续好转

开展法治进校园宣传活动

我省公安机关选送作品囊括一二三等奖
第三届全国公安民警“三微”大赛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