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玉树讯（樊松 颜凯）近日，武警青海总

队玉树支队执勤大队杂多中队与杂多县看

守所联合开展法治警示教育活动。

杂多中队本着警示教育为目的，通过公

安民警授课说法和观看警示教育纪录片等

活动，提升武警官兵知法、遵法、守法观念，

让官兵明白触犯法律底线给家庭和社会带

来的危害，有效增强了官兵遵纪守法的底

线意识，增强了官兵立身做人的道德底线

和维护法律权威的行动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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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法治警示教育
增强官兵守法意识

西宁讯（税务宣）国家税务总局西

宁市税务局稽查局在对青海某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 2015年 12月 1日至 2016年

9月 30日的涉税情况进行检查时发现，

该公司 2015年 12月取得 3份已证实虚

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已认证抵扣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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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38.74元，并处罚

款 25，169.37元，加收滞纳金 14，811.15
元，合计查补入库税款 90，319.26 元。

（未经同意，不得转载）

青海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取得不符合规定的增值税
专用发票抵扣税款被查处

本报讯（记者 郭佳 实习生 马小玲）10
月 8日，记者从西宁市生态环境局获悉，西

宁市生态环境局近期开展了医疗废物处置

监督检查。截至 9 月 16 日，累计收集医疗

废物 16317.73 吨，日平均焚烧处置 8 吨至 9
吨，均按规范进行减量无害化处置及安全

填埋，西宁市辖区及三县乡镇以上医疗机

构拉运己基本覆盖。

西宁市生态环境局对医废库房开展了

以规范建设、严格做到“三防”措施、专人专

锁、规范医废进出库台账记录为内容的检

查。并建立了医疗废物月台账报送制度，

通过每月报送的台账及青海省危险废物管

理系统的季报、年报的申报来掌握、核实医

疗废物的产生及处置量。同时，青海省危

险废物和西宁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中心

（危废处置中心）设立医疗废物收集拉运调

度中心，公开医废收集拉运服务热线电话，

配备了 10 辆 GPS 医废专用车辆及专职司

机、押运人员。结合运营和地域实际情况

优化完善了 9条医废拉运路线，三县乡镇医

疗机构产生的医疗废物设立集中放置点，

统一拉运。

西宁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在日常监

督检查中，从源头上堵塞医疗废物流失的漏

洞，同时对医疗废物跟踪检查，加大对不法

回收、倒卖与私自处置的打击力度，提高违

法成本，以此改变原有医疗废物外流乱象。

本报讯（记者 张小娟 通讯员 伊全友）近

日，由西宁市湟源县人民检察院牵头与湟源

县人民法院、湟源县公安局、湟源县司法局联

合出台《湟源县关于办理刑事案件认罪认罚

从宽制度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标志

着湟源县刑事司法工作迈上新台阶。

《细则》共八章四十一条，主要包括总则、

权利保障、适用范围和程序、侦查、审查起诉、

审判、法律援助和法律帮助等方面内容。《细

则》详细阐述了 认罪认罚从宽的概念和适用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基本原则，明确规定了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各诉讼环节应用的操作

流程以及适用程序，同时规定了被告人认罪

认罚的法律后果、法律援助值班律师的工作

职责等。

据了解，自去年 11月至今年 9月，湟源县

检察院共受理移送审查起诉案件 102 件 128
人，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74 件 91 人，适用认

罪认罚从宽制度 73件 83人，法院同意适用 70
件 80 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达 99%，

法院采纳率达 96%。接下来，湟源县检察院

将进一步明确工作思路，抓好工作重点，创新

工作方法，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全面落实。

本报讯（记者 刘茜 通讯员 闫光明）近日，

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联

合印发《关于调整工伤保险有关待遇的通

知》，决定从今年 1 月 1 日起，调整全省工伤

人员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供养亲属抚恤

金待遇标准。

此次是我省第 10 次调整提高工伤保险

待遇，调整范围为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鉴定

为一级至六级伤残，并按月领取伤残津贴、

生活护理费的工伤职工及按月领取工亡职

工供养亲属抚恤金的人员。调整标准为一

级至六级工伤职工按月领取伤残津贴的，每

级每人每月增加 236 元，平均提高 7.24%。按

月领取生活护理费的工伤职工，部分生活自

理障碍的，每人每月调整到 1913 元；大部分

生活自理障碍的，每人每月调整到 2551 元；

完全生活自理障碍的，每人每月调整到 3189
元，平均提高 13.24%。按月领取工亡职工供

养亲属抚恤金的人员，每人每月增加 103 元；

实际领取额低于每人每月 1148 元的，调整到

每人每月 1148 元，平均提高 7.3%。

我省第10次提高工伤保险待遇标准

近日，西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民警前往西宁市虎台中学开展文明交通“五

个一”活动。图为民警向学生讲解交通安全知识。

本报记者 邢鹏 摄影报道

湟源县检察院

出台《办理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细则》

本报讯（记者 张小娟）10 月 8 日，中共西

宁市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

小组办公室召开西宁市主题教育新闻通气

会，向社会通报西宁市“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进展情况。

西宁市启动主题教育后，西宁市委常委

会带头示范，西宁市人大常委会、西宁市政

府、西宁市政协党组及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

及时跟进，坚持做实规定动作、自选动作服

务于规定动作，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推进

主题教育。西宁市委常委会带头推动学习

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以“学领袖

思想、学党章党规、学党的理论、学党史传

统”统揽学习教育，充分利用西宁市中国工

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西宁智慧党建体验中

心等学习资源，进一步丰富了党员干部学习

的载体和形式。

西宁市各单位建立学习、问题、整改“三

张清单”，督促党员干部边学边查边改。坚

持解决问题先行，将专项整治作为重中之

重，组建工作专班，实行半月报告和销号制

度 ，定 期 听 取 工 作 汇 报 ，扎 实 推 进 整 改 落

实。各级党员领导干部结合分管领域和工

作职责，深入基层一线听取收集意见建议，

及时解决困难问题，深入推动“组织体系建

设 三 年 行 动 ”“ 幸 福 西 宁 绿 色 交 通 三 年 行

动 ”、保 供 稳 价 和 民 生 实 事 工 程 等 重 点 工

作。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落实好“双

帮”工作机制的同时，深入开展“双进双联四

服务”活动，满足了一批群众“微心愿”，解决

了一批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

西宁市委宣讲团分赴 7 个县区和 92 家单

位开展宣讲 102 场次，用听得懂、悟得透的语

言，让党员干部不断加深对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和把握，进一步

筑牢初心使命、坚定信念。

西宁市主题教育扎实有序推进

西宁讯（贾金明）10月 7日，“以时

代改变西宁”为主题的西宁万科城市战

略发布会在唐道 637 锅庄广场落幕。

发布会邀请万科业主、藏语歌手旦增尼

玛倾情助阵，更有西宁万科营销负责人

杜炳南、金座集团联席总裁兼几何书店

创始人林耕、圣坤集团董事侯挺伟等人

参加，他们从城市与南川片区发展的角

度出发，解读了本次万科与唐道合作打

造的新商业中心对未来整座城市带来

的影响与意义，发布会还邀请了省垣各

新闻媒体。

据悉，万科及唐道将建成一个以城

市主动脉时代大道、城市政务市民中心

为核心的大型商业集群，邀请国际知名

建筑设计单位，曾设计成都远洋太古

里、北京三里屯太古里等知名商业中心

的欧华尔，进行西宁万科商业空间设

计。

发布会入场时间刚至，来宾由时光

隧道入口进入会场，时光隧道由展现西

宁城市发展历程的老照片和展现西宁

城市印记的老地方组成。作为西宁第

一次“海上”沉浸式发布会，现场巨轮造

型与沉浸式灯光营造出恢弘之感，船舷

为舞台外围轮廓，勾勒出海洋与船的界

限，巨轮造型震撼而璀璨。这样一艘定

制的巨轮也蕴含着西宁万科和唐道如

同时代巨轮，载着西宁人驶向星辰大海

的美好意义。

发布会上除了西宁新商业地标的

亮相，还举行了几何书店、MUJI、魅瑟、

NIKE、海底捞等国内外一流品牌商家

代表的正式签约进驻。在改变西宁的

时代力量的共同见证下，西宁新的时代

即将来临，对于西宁而言，这不仅仅是

一场发布会，更是一个繁华时代的启幕

式！

万科·唐道联手打造
西宁商业时代

西宁市医废处理有抓手

湟源检察在线湟源检察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