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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树讯（吕林林 万威）连日

来，武警青海总队玉树支队采取

多种举措做好官兵思想工作，消

除官兵“思想疲劳”。

玉树支队组织干部骨干深入

摸排思想官兵现实思想，围绕“如

何做好官兵思想工作”展开讨论，

开展心理游戏，缓解官兵思想压

力；各基层单位采取心理辅导、问

卷调查、座谈交流、集体谈心等形

式，准确掌握官兵思想状况；扎实

开展谈心交心活动，准确掌握官

兵思想情况，及时把思想隐患和

不安全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

武警青海总队玉树支队

玉树讯（陈鹤 孔令涛）近期，武

警青海总队玉树支队不断深入“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坚持

从强化党员意识、树立党员形象入

手，不断锤炼党员队伍的能力素质。

玉树支队突出关键环节，采取

党课教育、组织生活、岗位模范等

形式，深化党员对党心初心的理解

固化。坚持对党员高标准、严要

求，采取岗位实践、任务摔打、考评

激励等方式，加强党员的实践锻

炼，不断提高党员党性；利用“三

互”“三帮一带”等活动载体，强化

党员主动传帮带的自觉性。

玉树讯（孔令涛 陈鹤）近

日，武警青海总队玉树支队牢

固树立问题导向，组织对网络

安全保密制度落实情况进行

全方位隐患排查。

玉树支队始终将网络安全

保密工作作为部队管理的重点

工作，定期研究，健全措施，常

抓不懈；组织全体官兵结合保

密安全教育，进行专题讨论交

流，引导官兵认真汲取问题教

训，切实强化安全保密意识；依

据“严密防范网络泄密十二条

禁令”要求，查摆安全隐患，健

全工作机制，全面提升安全保

密系数，从根源上杜绝了网络

失泄密问题的发生。

玉树讯（格桑东杰 任泽辉）

近日，武警青海总队玉树支队特

战中队坚持以“四常”为抓手，狠

抓安全管理工作落实。

特战中队以安全法规常识和

规章制度学习为抓手，强化官兵

安全意识，狠抓日常安全管理落

实；突出抓好人员和枪弹安全管

理、季节性疾病预防及自然灾害

防范等工作，常态做好的安全工

作；坚持安全排查常态化、隐患治

理及时化的原则，严格落实检查

制度，分析存在问题原因，制定科

学合理的整改措施。

玉树讯（李杰 余浩）近期，武

警青海总队玉树支队聚焦任务需

要，坚持按纲施训，依法施训，有效

提升了军事训练质量。

在训练过程中，玉树支队始终

坚持循序渐进，科学组训，严格按

照实战化要求，实行教学责任制；

在训练内容上，重点突出加强对新

大纲课目的研究和训练，注重理论

讲授与操场作业相结合、集中组训

与“五小练兵”相结合；在训练氛围

上，营造“比、学、赶、帮、超”的浓厚

氛围，持续激发官兵投身训练的高

度自觉，确保训练取得扎实成效。

不断深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紧贴任务抓训练

筑牢网络安全保密防线 特战中队狠抓安全管理

聚力抓好思想工作

据新华社电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

会、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 10月 27日

在京发布行政复议法实施二十周年研究报

告。报告显示，去年，66.01%的行政复议案件

争议得到实质性化解，行政相对人复议后不

再提起行政诉讼。自 1999年行政复议法公布

实施以来，行政复议决定实质化解争议率始

终维持在 7成左右。

报告指出，从 1999 年行政复议法公布实

施到去年底，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共收到

行政复议案件申请 226 万件，立案审理 199.7
万件，审结 186.4万件。特别是 2009年以来，

行政复议案件审结数量持续增长。2009年，

共有 26169件行政复议案件审结，而去年审结

量已达到 196716件。

从行政复议案件事项占比变化趋势来

看，2000年至去年，行政强制和行政许可类案

件数量呈现出逐年下降趋势，占比由 2000年

的 15%与 5%减少至 4.68%与 2.09%。而自

2013 年起，行政处罚案件数量在经历了由

2000年至 2012年的逐年递减之后又重回上升

趋势。这与我国行政执法重心逐渐由事前许

可和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的改革要求

一致。

据新华社电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10月

27日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今年 1至 9月

份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

今年 1至 9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

报 249.3万件次，立案 45.2万件，处分 38.3万人，

包括省部级干部31人，厅局级干部0.3万人。

通报显示，今年 1至 9月份，全国纪检监察机

关共接受信访举报 249.3万件次，处置问题线索

122.6万件，谈话函询25.9万件次，立案45.2万件，

处分 38.3万人（其中党纪处分 32.5万人）。处分

省部级干部31人，厅局级干部0.3万人，县处级干

部 1.6万人，乡科级干部 5.7万人，一般干部 6.5万

人，农村、企业等其他人员24.3万人。

根据通报，今年 1 至 9 月份，全国纪检监察

机关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批评教育帮助和

处理共 124.9万人次。其中，运用第一种形态批

评教育帮助 85.4 万人次，占总人次的 68.4%；运

用第二种形态处理 29.8 万人次，占 23.9%；运用

第三种形态处理 4.8万人次，占 3.8%；运用第四

种形态处理 4.8万人次，占 3.9%。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蒋汉平(身份证号:320223196209181816):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青海西北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与被执
行人蒋汉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青0103执1274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被执行人财产申
报表、传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2019年10月29日

青海省共和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绍祯:

本院受理原告刘福利与被告刘绍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青2521民
初25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青海省海南藏
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发生效力。

2019年10月29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马得智(又名:马穆萨):

本院受理的原告季晓冬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青0102民初2742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9年10月29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黎明(公民身份号码: 63222119780204101X):

原告青海西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大街支行与
被告王黎明金融借款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送达(2019)青 0103民初1319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年10月29日

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芳：

本院受理原告陈盛邦与被告王芳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经本院多方查找仍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2019年10月29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公告
范金洪:

本院受理原告西宁千川物资有限公司诉被告青海中展物
资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
顺延)在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本院则依法缺席裁判。 2019年10月29日

1至9月份全国纪检监察机关

据新华社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十四次会议 10月 26日表决通过关于授权国

务院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适用有关

法律规定的决定。这意味着，我国自贸区

“证照分离”改革迈出新步伐，营商环境进一

步优化。

根据决定，在自贸试验区内，暂时调整

适用对外贸易法、道路交通安全法、消防法、

食品安全法、海关法、种子法等六部法律的

有关规定，相关调整在三年内试行，按照直

接取消审批、审批改为备案、实行告知承诺、

优化审批服务等四种方式分类推进改革。

直接取消审批的事项包括对外贸易经

营者备案登记，拖拉机驾驶培训学校、驾驶

培训班资格认定和消防技术服务机构资质

审批。

审批改为备案的事项包括食品经营许

可（仅销售预包装食品）以及报关企业注册

登记。

实行告知承诺的事项为公众聚集场所

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根据规

定，当事人承诺符合消防安全标准并提供相

关材料的，消防救援机构不再进行实质性审

查，当场作出审批决定。

优化审批服务的事项涉及林草种子（进

出口）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根据规定，取消

省级林草部门实施的审核。

据法制网消息 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

《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修订草案征求意

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要求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

当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

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

加强行政执法信息化建设，推进信息共享，

提高行政处罚效率。

《意见稿》明确，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实施

行政处罚，应当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做到

职权合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依据正

确、程序合法、裁量合理；农业行政处罚机关

实施行政处罚，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

的原则，采取指导、建议等方式，引导和教育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

《意见稿》明确提出回避制度，对属于本

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近亲属；本人或者

其近亲属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与本案

当事人有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案件的

公正处理的情形之一的，农业行政执法人

员应当主动申请回避，当事人也有权申请

其回避。农业行政处罚机关主要负责人的

回避，由该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其他

人员的回避，由该机关主要负责人决定。

六部法律有关规定将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

农业执法将全面推行三项制度
包括：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

自1999年行政复议法实施以来

我国近7成行政复议案件得到实质性化解

处分省部级干部31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