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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文雯）1 月 9 日
22 时许，一条两岁多小女孩无人看
管被民警带到派出所寻找孩子父
母的信息牵动着大家的心，此条信
息被广大网友大量转发。昨日，记
者前往西宁市公安局城西分局胜
利路派出所了解到，小女孩仍在西
宁市儿童福利院，暂无父母信息。

1 月 9 日 16 时许，胜利路派出
所民警在 24 小时警务站执勤时发
现，新宁路客运站门前一小女孩独
自玩耍，身边没有家人，民警立即
将其带到警务车上。考虑到周边
商铺众多，有可能是家长忙于做生
意而疏忽看管，因此民警对周边
200 余家商户一一走访询问，经过

大量走访，并没有找到小女孩的父
母。于是，民警将其带回了派出
所，经过简单了解，小女孩身高 75
厘米左右，年龄大概两岁半左右，
女孩只会简单的称呼用语，对于父
母的信息一概不知。民警通过多
方技术手段寻找女孩身份信息，但
无果。民警通过协查也未发现任

何报警信息。
近 6 小时后，由于派出所内均

为男性民警，对于照顾小女孩多有
不便，因此，当日 22 时 50 分许，民
警将女孩送至西宁市儿童福利院
暂为看管。

昨日，胜利路派出所民警王刚
告诉记者，早晨去西宁市儿童福利

院办理相关手续时，女孩情绪稳
定，但仍未接到相关报警。

截至发稿时，依然没有小女孩
父母信息。民警呼吁：如有线索可
拨打西宁市儿童福利院联系电话：
0971-6251441，也可直接拨打报警
电话。

本报讯（记者 张小娟）近日，西
宁市城西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等
6 部门发出通告，自 1 月 9 日起，西
宁市城西全区范围内禁止销售烟花
爆竹，部分区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通告明确规定了禁燃区域：文
物保护单位、军事管理区；供油、供

气、供电等易燃易爆物品生产、储存
单位；车站等交通枢纽以及铁路线
路安全保护区内；城市大型综合商
业体、地下商业街区、影剧院、图书
馆、博物馆等公共聚集场所；输变电
设施安全保护区内；医疗机构、幼儿
园、中小学校、敬老院及周边;墓地、

陵园、山林、风景名胜区、水库、水源
涵养地、草原、公园、绿地等重点防
火区；应对污染天气或其他特殊情
况，应急预案规定的区域；四横三纵
沿街两侧居民楼院、商铺等区域，新
宁广场、唐道 637、力盟商业步行街
3 个商圈。

对于违反规定的，相关部门将
依法追究责任。同时向社会公布两
部 举 报 电 话 ：0971-6127110、
6112345。

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
期至 2023 年 12 月 。

1月9日起

西宁市城西区禁止销售烟花爆竹
明确八大禁燃区域

本报讯（记者 邢鹏 通讯员 陈
明秀）“人民子弟兵，都是好样的，
为你们点赞！”1 月 8 日，在西宁市城
东区劳动巷发生一起交通肇事致
行人遇险事故，辖区武警官兵展开
了一场生死救援。

当日 12 时许,一车辆行驶至劳
动巷时，因雪天路滑，车辆失控撞
上路边护栏，将一老人撞倒并跌落
至路边落差高达 5 米的武警西宁支
队院内，生命危在旦夕。当班执勤
哨兵张金帅发现情况后立即向支
队作战勤务值班室汇报，支队长梁
智民、政委崔振江迅速发出紧急救
治老人的指示，参谋长郑强国带领
应急小组和卫生队军医第一时间
赶赴现场，考虑到伤者年纪较大且
伤情不明的实际，支队官兵边展开
救护边拨打 120 急救电话，待救护
车赶到现场后，又协助医护人员将
伤者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进行救

治。支队官兵热心救助深深感动
了受伤老人家属及在场的群众，纷

纷翘起大拇指为人民子弟兵的行
为点赞。

本报讯（记者 陈文雯）近日，西
宁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经缜密侦查成
功破获骗取贷款案、高利转贷案各
一起，抓获犯罪嫌疑人两名，案值共
计近800万元。

去年 12 月 11 日，某银行工作人
员报案称，银行在检查中发现青海
某汽车销售公司制作虚假购车合同
及汽车首付款收据骗取贷款 796 万

元。接到报案后，经侦支队立即组
织民警开展工作。经查，青海某汽
车销售公司实际控制人袁某，法人
代表人唐勇某于 2016 年 6 月起，在
无实际销售汽车的情况下，制作虚
假购车合同及汽车首付款收据骗取
银行贷款 796 万元。该公司在收取
贷款金额 20%的服务费后，将剩余
款项再高利转贷给客户，现实际欠

款金额达 458.4 万元。1 月 8 日，民
警先后在西宁市、甘肃省兰州市将
两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经审
讯，两名犯罪嫌疑人对骗取贷款和
高利转贷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1 月 8 日，犯罪嫌疑人袁某、唐
勇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
进一步侦办中。

本报讯（记者 祁瑛）1 月 8 日，记
者从西宁市城西区法律援助中心获
悉，今年城西区法律援助工作将拓
展工作思路，把法律援助工作做到
向案后延伸、向信访延伸、向行业延
伸。

作 为 2019 年 创 新 工 作 目 标 之
一，城西区法律援助中心将以帮教未
成年人为重点，办理未成年人法律援
助案件“向后延伸”，届时将由西宁市
城西区司法局牵头组织，与承办法
官、法治副校长及相关部门协调，帮
助未成年人重返校园。除此之外，城
西区法律援助中心还将在西宁市城
西区信访局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实
现法律咨询、援助与信访调解室衔接
互动。发挥援调结合制度，向多个行
业延伸，与中小学校、残联、妇联、看
守所等部门建立经常性沟通协调机
制，通过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召开
座谈会等形式，为经济困难的当事人
提供法律援助，不断拓展法律援助服
务领域，最大限度实现法律援助工作
应援优援。

本报讯（记者 蓝海梅）近
日，西宁市教育局召开教育
安全暨学末工作会议，安排
部署全市寒假期间中小学校
（幼儿园）有关工作，要求全
市教育部门持续抓好控辍保
学工作，确保“回得来、留得
住、学得好”。

会议要求，寒假将至，各
地区各单位持续抓好控辍保
学工作，加大对已劝返学生
的关心关爱，确保“留得住、
学 得 好 ”，严 防 新 增 辍 学 学
生，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入学
权益；深刻认识加强师德师
风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以
零容忍的态度，依法依规严
肃惩处师德失范行为；切实
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加强家
校联系，引导家长树立科学
观念，努力让孩子度过一个
快乐充实有意义的假期；要
牢固树立安全防范意识，全
面开展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
改，强化值班值守领导带班，
完善应急预案，严防安全事
故的发生。

西宁加强控辍保学工作

确保已劝返学生
“留得住学得好”

本报讯（记者 郭佳）春节
将至，西宁市消费者协会结
合近期市场消费热点和假日
消费特点，发布今年春节消
费提示。

伴随着春节临近，广大消
费者选购年货时，要选择具
有食品生产经营资质、品牌
信誉度高、产品质量稳定的
商家，购买食品后要留存相
关购物凭证，以便退换货和
维权。

节日出游，必不可少要预
订宾馆。很多消费者已经习
惯在线订房，但在享受便捷
的同时，也时有消费纠纷的
发生。西宁市消协在此提醒
消费者，在线订房后，最好直
接与预订酒店电话确认，确
认无误后再出行。同时，建
议消费者在预订酒店时，最
好关注酒店内装修情况，尽
量避免选择入住新装修的酒
店，以防装修污染过重而造
成实际无法入住。

西宁市消协提醒消费者，
如遇到合法权益受损情况，
一定要保留好消费凭据，及
时 向 当 地 消 协 组 织 或 拨 打
12315 进行投诉，依法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

本报讯（通讯员 马莉）日前，一名
申请人及亲属向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
自治县人民法院执行局送来两面“执
法为民 惩恶扬善”的锦旗，以感谢执
行局干警不辞辛劳，多方奔走，维护了
他们的合法权益。

杜某与王某于2015年12月离婚，
王某须向杜某返还彩礼现金5万元并
退还“三金”若干，但办完离婚手续后，
王某便外出打工，一直无法联系上。
杜某申请强制执行，但因为王某下落
不明但一直无法执行。2018年12月，
大通县法院执行局通过“执行天眼”系
统对被执行人王某进行精准定位查
找，终于在西宁市某处租住地将王某
找到，干警立即对其进行拘传，并将其
带回大通县法院执行局，经执行局工
作，王某陆续缴纳了全部案款及财物。

本报讯（记者 刘茜 通讯员 蔡
祥元）1 月 8 日，海东市互助土族自
治县公安局破获了一起谎报警情
案，违法行为人吉某被互助县公安
局依法行政拘留10日。

1 月 8 日凌晨 2 时许，互助县公
安局威远镇派出所接到 110 指挥中
心指令称：威远镇某村村民吉某报
警称其在家中拿着刀，欲杀死自己
的儿子和妻子，请速处警。

接到报警后，威远镇派出所值
班民警带齐装备迅速赶赴现场。到
达后，发现违法行为人吉某处于醉
酒状态，且未持刀。经向吉某妻子
胡某了解得知，吉某酒后在家中卧
室睡觉，因妻子未给他盖被子，吉某
便不依不饶，在家中无理取闹，但并
无持刀杀人的动向。民警在进一步
了解情况后，吉某称其只是想拨打
报警电话，看看民警是不是真能

来。见情况稳定后，因吉某醉酒，民
警安抚他先行休息后离开。

当日 10 时许，威远镇派出所民
警将吉某传唤至派出所进行讯问，
在民警执法记录仪拍摄的视频资料
和 110 报警电话录音等大量的证据
面前，吉某对醉酒后拨打110报警电
话谎报“杀人”警情的违法事实供认
不讳。

老人从5米高处撞落 武警官兵紧急救助

西宁市消协
发布春节消费警示

俩男子制作虚假购车合同骗贷款 被刑拘

西宁市城西区

法律援助将做好
“三个延伸”

大通县法院

“执行天眼”找到老赖执结积案

“爸爸妈妈，你们在哪里？”

一醉汉谎报要持刀杀死妻儿警情 被行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