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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西宁市税务局稽查局

西宁讯（税务宣）国家税务总局

西宁市税务局稽查局在对西宁某物

资有限公司 2017年 12月 1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涉税情况检查时发

现，该公司 2017 年 12 月 25 日取得 6
份已证实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已

认证抵扣了进项税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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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局对其依法做出进项税金转出，补

缴 增 值 税 70，215.07 元 ，并 处 罚 款

35，107.54 元，加收滞纳金 7，899.20
元，合计查补入库税款 113，221.81
元。

西宁某物资有限公司
取得不符规定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抵扣税款被查处

本报讯（记者 王雪 通讯员 郭

健）为使新聘书记员更好地掌握基

础业务知识，尽快适应工作岗位。

日前，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

15 名定向招聘书记员开展岗前培

训。

此次培训围绕监察法的监察

对象、纪律作风相关法律法规及廉

政规定和《人民法院工作人员纪律

处分条例》等内容，向参训人员讲

解了如何做好网上办案工作、做好

裁判文书上网、使用语言转录系

统、实现无纸化办公、电子卷宗随

案同步生成等法院信息化应用专

业知识。

通过培训，参训人员不仅进一

步了解到法院工作的岗位特点，而

且增强了做好、做实、做强书记员

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西宁讯（陈祥萍）近日，西宁市城

中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谢某某、胡某

某等 6 人以涉嫌伪造、变造、买卖国

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批准逮捕。

2017年 7月起，谢某某与胡某某

通过QQ聊天群和微信群发布办理各

种建筑行业证件的信息，招揽客源后

将制证信息发送给彭某某、王某某、

许某某制作假证和邮寄，每个证件收

费 60元至 100元不等，给制作假证的

人 25元至 30元。曾某某负责制作和

维护仿冒的全国各省住建厅网站，以

便制造的假证可以在假网站查询，每

月谢某某会给维护网站的曾某某

5000元。

经审查，犯罪嫌疑人胡某某、谢

某某伙同彭某某、王某某、许某某伪

造“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

“职业资格证书”等证件，其行为已触

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280 条

之规定，涉嫌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

关公文、证件、印章罪。犯罪嫌疑人

曾某某明知谢某某利用信息网络实

施违法犯罪活动，仍利用信息网络为

其设立、维护专门用于实施违法犯罪

活动的虚假非法网站，情节严重，其

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 287条之规定，涉嫌利用信息网络

罪。近日，城中区检察院依法对胡某

某、谢某某、彭某某、王某某、许某某、

曾某某批准逮捕。

本报讯（记者 拉毛措）为巩固提升学校食品安

全监管能力和水平，严防严管严控校园及周边食品

安全风险，9月 8日，西宁市城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在辖区开展校园食堂安全管理专项整治工作。

执法人员检查了辖区 7所学校食堂，通过检查

学校食堂日常经营管理制度、进货查验制度的落实

情况以及食品留样、餐具洗消、原辅料存放、三防设

施等情况，督促学校开展食堂食品安全自查，及时

发现和消除食品安全隐患，严防食物中毒事故发

生。同时，对学校周边 116户餐饮及食品店监督检

查，针对存在的问题，执法人员当场下达责令改正

通知书，责令其限期整改，确保食品安全。

检查期间，组织学校食堂从业人员开展食品安

全培训，通过案例分析、法律法规解读及展示食品

留样标签、自查表、后厨卫生环境、仓库物品摆放、

面点间工具存放等标准，提高了学校负责人、食堂

管理者的食品安全意识、法律意识、责任意识，进一

步压实了食品安全负责制，为广大师生在校就餐安

全提供坚实保障。

本报讯（记者 陈文雯）被抓后心

存侥幸，百般抵赖，民警出示证据后

最终低下了头，近日，西宁市公安局

城东分局南山东路派出所破获一起

盗窃案。

8 月 28 日，南山东路派出所民警

接到受害人刘先生报警称，自己在西

宁市城东区夏都大街某饭店内的现

金和手机被盗。接警后，民警赶赴现

场展开调查，详细询问受害人刘先

生后，经缜密侦查，分析研判，最终锁

定犯罪嫌疑人罗某。8月 30日，民警

在西宁市城东区互助路某网吧内将

涉嫌盗窃犯罪的罗某抓获。

面对民警讯问，犯罪嫌疑人罗某

拒不承认盗窃犯罪事实。在办案民

警适时出示相关证据后，罗某低下了

头，并对自己在夏都大街某饭店内盗

窃现金 8408 元及一部 vivo 手机的犯

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犯罪嫌疑人罗某已被城东

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

一步侦办中。

本报讯（记者 刘茜 通讯员 蔡祥

元）近日，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公

安局五峰派出所依法查处一起诈骗

行为，行政拘留 1人。

8月 9日 22时 30分许，五峰派出

所接到一加油站工作人员报警称：

“当日 20时许，一男子驾驶一辆无号

牌车到加油站加油，在为其车加注价

值 300元的汽油后，男子未付款驾车

逃离，请查处。”接警后，民警调取了

加油站监控视频，对涉事男子体貌特

征及所驾驶车信息等证据予以收集

固定。经过多日的努力，确定违法行

为人为互助县哈拉直沟乡陈某某。

9 月 3 日，民警依法将陈某某传

唤至五峰派出所询问。在证据面前，

陈某某对在五峰镇中石油加油站实

施诈骗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随后，

互助县公安局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

相关规定对陈某某处以行政拘留 5日

的处罚。

西宁市城北区严查校园食堂及周边食品安全

西宁中院组织书记员开展岗前培训 制售假证获利
涉嫌犯罪被捕

男子加“霸王油”逃单
被行拘

被捕后拒不认罪
“证据说话”服了软

本报讯（记者 郭佳 实习生 马小玲）近日，西宁

市生态环境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工业企业无组

织排放治理工作，此次整治分为摸底调查、集中整

治、自查验收和全面评估。

此次整治范围为全市所有工业、企业，重点针

对钢铁、水泥、火电、焦化、铁合金、电解铝（炭素）、

有色金属冶炼等涉及扬尘污染和挥发性有机物排

放的企业，同时兼顾其他行业（包括煤场、砂石厂等

其他涉及扬尘污染的企业）。整治分为四个阶段，

针对原料运输、贮存、装卸、混合、转运、加装、工艺

过程、产品出料、包装等各个生产环节存在的无组

织排放深度治理。2020 年 12 月底前，西宁市工业

企业完成物料运输、生产工艺、堆场环节的无组织

排放深度治理，全面实现“五到位、一密闭”（生产过

程收尘到位、物料运输抑尘到位、厂区道路除尘到

位、裸露土地绿化到位、无组织排放监控到位；厂区

内贮存的各类易产生粉尘的物料及燃料全部密

闭）。

整治期间，西宁市生态环境部门牵头组织辖区

内无组织排放治理企业认真开展自查，建立无组织

排放排查清单和治理清单，“一厂一策一档”确定治

理方案，明确治理标准、技术路线、完成期限，认真

开展无组织排放治理工作，对逾期治理不到位的企

业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实行停产整治。

西宁市治理工业企业无组织排放
逾期治理不到位的企业将实行停产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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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茜 通讯员 周

俊义）近日，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调研组赴西宁市大通回

族土族自治县建筑企业调研和检

查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并就

根治欠薪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调研组实地查看了大通县桥

头镇元树尔村棚户区改造项目、大

通万兴壹号公馆商品房建设项目、

大通县四号地块旧城及棚户区改

造项目工地，详细了解保障农民工

工资支付相关制度落实情况及根

治欠薪夏季专项行动开展情况，查

看施工现场农民工维权信息公示

牌，查阅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收缴、

劳动合同签订等资料，并与在场的

农民工了解工资发放情况及意见

和建议。

调研组要求，地方政府要切实

肩负重任、高度重视，认真抓好根

治 欠 薪 工 作 各 项 政 策 措 施 的 落

实；以治理工程建设领域欠薪问

题为重点，加强源头监管和治理，

全面规范企业工资支付行为，落

实好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分账制

管理、保证金管理等制度，进一步

加强工资支付诚信体系建设；把

功夫下在平时，加强对用工单位

的日常检查和巡查，及时发现欠

薪隐患，真正做到欠薪隐患早发

现、问题早处置、历史陈案早办

结，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切实维

护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充分

发挥人社部门在农民工工资清欠

工作中的组织协调、督促检查职

能，积极推动多部门协同，形成工

作合力，联合督查、联合约谈、联

合办案，从而推动在全社会形成

不敢欠薪、不能欠薪、不想欠薪的

社会氛围。

省人社厅调研建筑企业保障农民工权益

9月9日，西宁市征兵工作小组领导办公室为今年应征入伍新兵举行欢送大会。据了解，近年来，我

省不仅针对复转军人出台了优抚安置工作实施意见，而且明确做好义务兵和优抚对象家庭悬挂光荣牌、

送立功喜报等工作。图为新兵代表在台上庄严宣誓。

本报记者 邢鹏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