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新闻 青
海

2019.10.92 责编/徐敏敏 主任/关海宇

投稿邮箱：qinghfzb＠126.com

青海法制报社党风廉政建设监督投诉电话：0971-6312627 6312623 本报及新媒体所刊文图作者请与本报联系，以便支付稿酬

本报讯（记者 陈文雯 祝

嘉忆 祁瑛）国庆长假期间，我

省各部门全力以赴做好社会

管控、应急值守和安全防范工

作，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始

终保持应急状态，强化社会治

安、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和自

然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确保

全省治安、交通、安全生产形

势总体平稳。

社会治安

9 月 30 日 16 时至 10 月 7
日 16时，我省公安机关共接 3
类主要有效警情与去年同比

下降 33.46%，其中刑事案件类

警情下降 10.57%、治安案件类

警情下降 61.78%、交通事故警

情下降 1.48%，全省社会稳定、

治安良好。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周年安保维稳工作持续

时间长、涉及范围广、形势严

峻复杂，安保工作点多、线长、

面广，面临巨大压力。全省公

安机关坚持各项工作向国庆

聚焦，各方力量向安保倾斜，

团结协作、密切配合，全警动

员、全力以赴，从严从实从细

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

各项措施的落实，战胜了一个

又一个挑战，打赢了一场又一

场硬仗。国庆长假期间，全省

共投入社会面巡逻警力 2.3万

余人次，启动公安检查站 39
个，治安卡点 31 个，检查车辆

16.9 万余台次，盘查检查人员

28.8万余人。各级公安机关领

导充分发挥“关键少数”的带

头作用，勇于担当、敢于负责，

身先士卒、靠前指挥，树立了

标杆和榜样；全体参战民警和

警辅恪尽职守、顽强拼搏，连

续奋战、无私奉献，以实际行

动展现了公安队伍的过硬素

质、优良作风和坚强战斗力。

交通运输

国庆长假期间，全省交通

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道路

有序畅通。

青海省交通运输综合执

法监督局、各市州交通运输局

积极会同公安交管、文化旅游

等部门加大监督执法力度，严

厉打击站外揽客、超员运输、

非法营运、客运车辆凌晨 2 时

至 5时违规运行等违法违规行

为；青海省公路路政执法总队

进一步深化“路警联动”机制，

突出事故易发多发路段、恶劣

天气地质影响区域，强化路面

巡查，积极协调养护部门第一

时间处理路面突发事件，确保

道路畅通。

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各单位认真落实 24小时值班、

领导带班制度和每日事故零

报告制度，确保信息渠道畅通

及时。

国庆长假期间，12328 交

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共受理

来电 2393件，较去年同比增长

10%；全省高速公路总体交通

流量为 206.53 万辆，较去年同

比增加 1.81%；全省国省干线

公 路 监 测 路 段 交 通 流 量 为

21.97 万辆，较去年同比增加

4.47%；全省共投入客车 29228
辆 ，完 成 客 运 量 112.75 万 人

次，客运量与去年同期比下降

0.72%；全省海事水运旅客周

转量 48.7265 万人/公里，投放

运 力 692 艘 ，旅 游 客 运 量

5.0976 万人，较去年同比增加

7.15%。共接报道路突发事件

56 起，造成 3 人死亡，7 人受

伤，死亡人数较去年同期相比

下降 25%。

安全生产

国庆长假期间，全省安全

生产和自然灾害形势总体稳

定。

青海省应急管理厅带班

领导每日参加应急管理部召

开的视频调度会，通过视频点

名、电话抽查和实地检查的方

式对各市州、重点县（市、区）

和重点企业值班值守情况予

以检查。同时，派出 6 个暗查

暗访组深入危化、矿山、冶金、

交通运输企业和人员密集场

所，现场检查督导安全防范工

作。

农林牧渔业、商贸制造业、

建筑业和仓储业、人员密集场

所领域以及旅游、供水、电、气、

暖等行业均未发生生产安全事

故。交通运输业发生道路交通

一般事故3起，死亡3人。发生

冰雹灾害两起，均未造成人员

伤亡。其中西宁市湟源县寺寨

乡、大华镇、波航乡、和平乡 29
个村遭受冰雹灾害，造成农作

物受灾面积达 1549公顷，直接

经济损失 705 万元；海南藏族

自治州贵南县茫拉乡、塔秀乡

的 9个村 455户村民的 1638.66
公顷农作物受灾，造成经济损

失566万元。

全省各级消防救援队组

成 102 个检查组，检查 970 个

单位，发现隐患 1668 处，已整

改 1061处，设置临时执勤点 22
个、执勤车辆 30 辆、执勤指战

员 158 人，灭火 34 次，抢险救

援 23 次。各市州应急管理局

结合各自实际，有针对性地加

强辖区人员密集场所、危险化

学品、矿山生产经营场所及重

点地质灾害区的实地检查，有

效防范和应对了生产安全事

故、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

海东市（原海东地区）7 个基层法

院建院初期，只有几间简陋房屋，没有

电话和车辆，外出办案、信息传递靠的

是步行和邮寄。上世纪 80 年代初，海

东市两级法院（原海东地区两级法院）

审判办公场所加起来只有 1000 平方

米，条件好的法院有吉普车或是三轮

摩托车代步。

到2007年，实现了硬件楼房化、软

件智能化、管理规范化，彻底改变了司

法环境和办公设施落后的局面。其

间，海东市两级法院加快人民法庭基

础建设步伐，先后投资 1000 多万元完

成了基层人民法庭的改扩建工程。

70 年固本强基，70 年砥砺奋进。

无数次的迁址，几番变革，一代代法院

人肩负使命，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完

成了从一次次量变到质变的“脱胎换

骨”，将“设置规模化、建设标准化、装

备现代化、审判规范化、管理科学化”

的“五化”标准变成现实，以“网络办

公、远程管理、智能法庭”为特征的数

字化法院建设已具雏形。2018年整合

人民法庭资源，将原先的 27 个人民法

庭调整撤并为 25 个，同时积极推进审

判大楼和人民法庭的改扩建，建设总

面积为 475591 平方米，其中办公面积

21149.5平方米、审判法庭12532.7平方

米、人民法庭13876.9平方米。

信息化建设发展迅猛。运用大数

据推动管理监督由盯人盯案层层审

批，向办案全过程的实时动态监管转

变。打造“诉讼服务云平台”和“12368

诉讼服务热线”，为当事人提供“一站

式”诉讼服务，让群众少跑路。推进智

慧法院建设，建成审判、执行、审委会、

科技审判庭四大数字管理系统，办案

过程更加高效智能。智能化保障变革

已初步实现，科技法庭、诉讼服务中

心、远程接访室、网上办公系统、数字

法院应用系统等办公、执行指挥中心

等已逐步完善，新时期的信息

化时代已然扑面而来，为民服

务的平台更加高速快捷，打造

智慧法院助力高效审判成效

显著。

历经沧桑矢志不变，公平

正义永铸心间。70 年来，海

东市两级法院的每一次发展，每一次

跨越，都饱含着各级领导的亲切关怀

和支持，汇集着历届领导班子和全体

干警的心血和智慧，凝聚着历代法院

人的奋斗和奉献。今天，新时代的帷

幕已拉开，新征程的号角已吹响，站在

新的历史起点上，海东市两级法院紧

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

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对标

“一优两高”战略部署要求，坚持司法

为民、公正司法工作主线，忠实履行法

定职责，为建设更加富裕文明和谐美

丽新海东提供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

障，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续写公

平正义新篇章！

（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荐稿）

本报讯（记者 雷洁）随着气温逐

渐降低，我省各地将陆续进入供暖期，

为做好今冬明春城镇供暖保障工作，

近日，青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安排

部署我省城镇供暖工作。

针对我省城镇供暖季长的实际，

省住建厅早安排、早部署，先后研究印

发了做好城镇天然气保供、开展城镇

供暖“冬病夏治”和做好今冬明春城镇

供暖保障工作等通知，要求各地落实

燃气、供热行业监管责任，做好天然气

需求侧保供工作，严格按照“以供定

需”原则，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

下，加快天然气新用户接气施工工

作。加强燃气运营安全管理，确保供

气安全，重点围绕上一供暖季集中供

热突出问题和用户诉求，对城镇供暖

热源、换热站、管网设备维护保养及安

全保障情况，住宅小区和老旧楼院供

暖情况，既往用户投诉、网络舆情等渠

道反映的供暖情况开展排查。要求供

热（物业）企业全面落实供暖主体责

任，扎实做好供暖能源储备、供暖安全

生产、应急准备等工作，全力保障今冬

明春全省供暖平稳安全运行。目前，

全省两市六州主要城镇正在按照要求

如期开展供暖准备工作。

国庆长假期间，西宁铁路公安处民警全员坚守岗位确保辖区铁路运输安全。9月30日至10月7日，西宁铁路公安处

共查获危险违禁品2091起。图为民警在西宁火车站候车大厅对进站旅客安检。 本报记者 邢鹏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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