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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小娟）近日，西

宁市人民检察院与西宁市人民防空

办公室联合协作，追缴西宁某房地

产公司人防工程易地建设费三千余

万元。

西宁市检察院检察官在履职时

发现，西宁某房地产公司开发的部

分房地产工程项目存在欠缴人防工

程易地建设费的问题。2013 年 5 月

和 2014 年 5 月，西宁某房地产公司

分别对西宁市城北区海西路、宁张

路两块地皮从事房地产开发建设，

建筑总面积 70 余万平方米，按规定

应缴纳人防工程易地建设费三千余

万元。但截至今年 3 月，该公司仍

未缴纳上述费用，其行为违反了人

防工程易地建设费征收管理的相关

规定。

西宁市检察院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人民防空法》《青海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法>办法》等法

律法规规定，与西宁市人防办加强

沟通协调，凝聚公益保护共识，围绕

国有财产保护共同目标同向发力，

狠抓落实。西宁市人防办紧紧围绕

检察建议内容，采取切实有效措施

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严格依照《人民

防空工程建设管理规定》，立即组织

行政执法人员深入项目现场，开展

普法教育，下达催缴通知书，要求涉

事公司对欠缴问题进行书面回复并

缴纳人防工程易地建设费。该房地

产公司于日前全额缴纳人防工程易

地建设费。

西宁市检察院紧密结合我省检

察机关正在开展的“服务五大生态板

块布局”公益诉讼检察专项活动，致

力服务“大西宁”建设，牢固树立双赢

多赢共赢理念，加强与行政机关的协

作配合，切实解决公益损害问题。

西宁市检察院

追缴人防工程易地建设费三千余万元

西宁讯（党韩林）近日，大通回族土族自

治县人民法院衙门庄人民法庭法官来到向

化乡三角城村，为李有某等十余名当事人办

理了立案手续。原告李有某心怀感激地说，

现在正值农忙季节，法官亲自上门立案，不

仅为当事人排忧解难，还提供了方便。

西宁讯（柯小平）近日，西宁市城中区司

法局礼让街司法所在省委警卫连开展送法

进军营活动，紧扣军人法律需求，结合相关

法律，重点针对军婚保护、军人退役后就

业、军民纠纷等法律知识开展深入浅出的

分析和讲解，并对战士们提出的涉法问题

现场解答，活动共发放宣传册 100 余份。

同德讯（谢建瑛）近日，海南藏族自治

州同德县人民检察院举办了检察开放日活

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新时代检察机关承

担的刑事检察、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和公益

诉讼四大检察职能等工作情况，并听取了

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

敞开大门 听取建议

情系子弟兵 送法进军营

司法为民 上门立案

本报讯（记者 刘茜 通讯员

李养禄）5 月 4 日，海东市乐都区

公安局破获一起非法出售警械、

警服、警用标识案，抓获违法行为

人 1 名。

当日，乐都区公安局根据西

宁市公安局城中分局北大街派出

所侦办的一起非法持有和使用人

民警察标识案件的相关情况，得

知辖区内有一劳保店涉嫌非法出

售警械、警服、警用标识等物品。

乐都区公安局领导迅速指派治安

大队、巡警大队联合碾伯派出所

对城区劳保市场、店铺开展拉网

式突击检查。16 时许，在城区南

门台路口钱某某经营的劳保总汇

店铺内处查获非法出售警用标

识、警服等物品。

经办案民警核实，现场查获

春秋执勤服两套、作训服 13 套、

多功能大衣 1 件、各类肩章 99 付、

胸牌 77 个、警号 36 个、帽徽 13
个、T 型棍两根、伸缩棍 1 根、警用

强光手电两把、警用腰带 16 条。

经深入调查，违法行为人钱某某

对自己涉嫌非法销售警服、警用

标志、警械等物品的违法事实供

认不讳。同时，如实交代了出售

的假警用标识、警服、警械等物品

的进货渠道。

目前，乐都区公安局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 36
条之规定，依法对钱某某处以行

政拘留 13 日的治安处罚，并依法

没收其非法销售的警服、警用标

识、警械等物品；供货渠道线索已

移交至外省籍公安机关进行进一

步侦办中。

冒充公益组织实施诈骗
犯罪嫌疑人落网

本报讯（记者 陈文雯）目前，已掌握犯

罪嫌疑人法某某实施诈骗 30 余起，已落实

3 起，涉案金额 3 万余元……近日，冒充西

宁“爱心之帆”公益组织的犯罪嫌疑人已落

网。

4 月 27 日，西宁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二大

队接到线索称，甘肃籍马某，被他人冒充西

宁“爱心之帆”公益组织，以给马某两个患

重病的孩子救助、需要缴纳交通费用为由，

电话诈骗马某 3720 元。

这一以重病患者为诈骗对象的案件，引

起西宁市公安局及刑警支队的重视。在网

安支队支持下，以及阿里巴巴集团安全部协

助下，4 月 30 日上午，刑警支队二大队民警

在西宁市城东区湟中路曹家寨村租住房内

抓获犯罪嫌疑人法某某。

经审查，法某某交代其之前了解到西宁

市有“爱心之帆”公益组织，后在快手、抖音

等 APP 上寻找需要大病救助的诈骗对象，冒

充公益组织，以需要提前支付交通费等借

口，实施多起诈骗。

乐都公安

本报讯（记者 郭佳）近日，西宁市公安局城西分

局兴海路派出所处理一起阻碍执行职务、殴打他人

案件，违法行为人祁某被依法行政拘留 20 日，并处

罚款 500 元。

4 月 22 日凌晨 2 时，兴海路派出所接到辖区一

足浴店经理报警，称有一醉酒男子在店内殴打服务

员，现在仍在闹事。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前往事

发现场，看到一男子处在醉酒状态，并且拒绝配合

民警的调查工作。见状，民警决定与其家属联系，

谁知醉酒男子突然情绪激动，试图抢夺民警手机，

并不断撕扯警服，民警迫于无奈采取强制措施。

在此期间，民警向报案人询问情况时，醉酒男

子趁民警不备，扇了报案人一记耳光。见此情景，

民警立即将醉酒男子带回派出所。

经调查得知，醉酒男子祁某，与朋友聚会饮酒

后独自前往足浴店消费，在足浴过程中不断骚扰服

务员，被拒绝后便殴打服务员。

目前，违法行为人祁某因殴打他人被公安机关

依法行政拘留 10 日，并处罚款 500 元；因阻碍执行

职务被依法行政拘留 10 日。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 16 条之规定，有两种以上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

分别决定，合并执行。

醉酒男子殴打他人阻碍执行职务
行拘20日

5 月 6 日，西宁市城西区兴海路街道办事处开展以“中国梦·劳动美 感恩城市‘美容师’”为主题的慰

问活动。

本报记者 邢鹏 摄影报道

破获一起非法出售警械警服警用标识案

本报讯（记者 刘茜 通讯员 范

军）近日，男子张某破坏绿化带、

护栏等市政设施，被西宁市城东

区林家崖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综

合执法中队处以 1 万元的行政处

罚。

4 月 22 日 7 时许，林家崖街道

办事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中队接

到市民举报电话，称一男子在祁

连路（大寺沟桥路南侧）违规开挖

人行绿化带和破坏人行道防护

栏。接到电话后，执法人员第一

时间赶赴现场展开调查，发现绿

化带被人为损坏、人行道护栏被

拆除。当对周边商铺询问调查发

现，违法行为人张某拆除护栏是

为了方便周边商户装卸货物。执

法中队立即联系其前往现场处

理。张某到达现场后，执法人员

向其指出未经批准擅自破坏绿化

带、护栏等市政设施的行为属于

违法行为，并讲解了相关的法律

法规，同时现场下达了责令限期

改正通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调

查询问通知书，要求张某在规定

时间内整改完毕。

经过违法行为人张某的协助

调查，违法事实清晰，也深刻地认

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执法人员根

据《西宁市市政设施管理条例》第

38 条第 2 款规定，责令张某在规

定时间对绿化带、护栏恢复原状，

并依据条例处以 1 万元的行政处

罚。

4 月 27 日，执法人员经现场检

查整改情况，张某连夜已对损坏

的绿化带、护栏修复完毕。

男子破坏绿化带
责令修复
并罚款1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