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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讯（肖静）日前，西宁

市城中区人民检察院在辖区总

寨镇及 3个办事处、3个社区设

立了民事检察工作站，并举行

了挂牌仪式。

民事检察工作站是以民事

检察业务宣传、案源开辟、法律

服务为工作开展重点，由检察院

民事干警每月定期向工作站集

中收集和解答群众疑问。工作

站的日常工作主要包括：受理各

类民事申诉案件，开展法律法规

和民事检察业务宣传活动，提供

法律咨询、法律服务，接受困难

群体维护合法权益的帮扶请求，

收集群众对检察工作的意见和

建议。城中区检察院充分发挥

民事检察工作站在推进检察业

务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为人民群

众提供法律服务，收集案件信

息，充分利用民事检察工作站

“贴基层、接地气”平台作用，抓

好工作落实。

民事检察工作站的设立，

架起了检察机关主动与基层群

众沟通交流的桥梁，有助于人

民群众更加顺畅的表达诉求，

有助于及时化解矛盾纠纷，同

时也有助于民事检察部门拓宽

民事工作知晓度、打开民事工

作新局面、提高法律监督效

能，进一步落实服务大局、执

法为民的工作要求。

为有效遏制电信

网络新型违法犯罪

案件高发势头，提升

广大群众的防范意

识，日前，海南藏族

自治州同德县公安

局刑侦大队结合近

期辖区发案特点，组

织民警在宗日广场

开展防电信诈骗宣

传活动。

张世云 摄影报道

西宁讯（程自勇）西宁市拘留所社会志愿

监督员工作机制运行以来，在执法管理、教育

感化、权益保障、联动联调化解矛盾等方面，

积极贯彻执行“管教并举，教育为先”的方针，

打造“教育人、感化人、挽救人”的特殊学校，

扎实开展教育转化工作。

西宁讯（柯小平）11月 28日，西宁市城中

区司法局礼让街司法所邀请律师为礼让街街

道楼宇党群服务中心及辖区内中小企业的工

作人员开展法治讲座，重点解读了中小企业促

进法、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并针对企业在

经营管理过程中遇到的法律问题深入浅出地

为企业经营管理者讲解合同法的相关知识，促

使企业工作人员知法、懂法、守法、用法。

本报讯（记者 陈文雯 通讯员王大庆）近

日，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法院法官调解了一起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安徽某公司为青海某单位地下指挥所信

息系统建设项目的供应商，约定工程缺陷责

任期为两年。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安徽某

公司多次索要剩余 5%的质量保证金无果，青

海某单位辩称工程存在质量问题。

案件审理过程中，承办法官本着为当事

人切实解决现实问题的态度，两次进入施工

现场对青海某单位提出的工程质量问题一一

确认，由安徽某公司对存在的工程质量问题

给出解释，并由双方提出解决方案。最终在

法院主持下双方签署备忘录，限期安徽某公

司对涉案工程质量问题加以解决，由青海某

单位将涉案款项打至城西区法院账户，待双

方就剩余质量问题验收合格后，城西区法院

将款项支付给安徽某公司，案件最终得以调

解结案。

本报讯（记 者 刘 茜 通 讯 员

谢美玲）近日，海东市人民检察院

根据青海省人民检察院决定在全

省检察机关开展保障农民工工资

支付专项工作的部署，开展专项活

动，为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积极行

动。

专项活动中，海东市检察院党

组高度重视，把支持农民工讨薪工

作作为一把手工程，迅速安排部

署，制定工作方案，成立了以主管

民事检察工作副检察长为组长、民

事检察部全体干警为成员的领导

小组，要求各基层检察院按照省检

察院和海东市检察院的要求开展

工作。海东市检察院积极与海东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中级

人民法院协调沟通，了解掌握海东

市拖欠农民工资情况，并与人社部

门就检察机关参与、支持、监督农

民 工 讨 薪 工 作 范 围 达 成 初 步 共

识。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检

察院及时与民和县人社部门和律

师事务所沟通联系，于近日作出支

持起诉书，支持 10名农民工向人民

法院起诉，法院已全部受理支持起

诉案件。

海东市检察院将保护农民工合

法权益纳入维护地方社会稳定和

发展大局中谋划，今年 6月，该院制

定了《关于充分发挥民事行政检察

监督职能协助解决农民工讨薪问

题专项活动实施方案》，在海东市

范围内开展充分发挥民事行政检

察监督职能协助解决农民工讨薪

问题活动实施法律监督专项工作，

并将此项工作监督措施制度化、常

态化。今年以来，海东市检察机关

支持起诉农民工欠薪案 9件 10人，

为农民工追回工资两万余元。

海北讯（丁强）在深入推进“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海

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党组

坚持把检视问题和整改落实作为

加强作风建设的关键举措，始终保

持正视问题的端正态度和刀刃向

内的自觉意识，在检视问题上做到

常抓常促，在整改落实上做到真抓

真改，不断以检视问题和整改落实

的实际成效推动审判执行工作取

得实效。

自查自纠，打牢检视整改基

础。以理论学习、警示教育、交流

研讨等方式认真开展主题教育前

期工作，先后多次召开专题研讨

会，组织中层以上干部谈思想、讲

心得、找问题、定差距，主动在检视

问题上自我加压，整改落实上先行

一步，切实做到加强内部检视、从

严抓实自身。

统筹部署，落实检视整改任

务。以“主题教育 1 个总的方案，

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

改落实 4 个具体方案和院训专题

教育、多元化纠纷解决两项重点机

制”为主，建立形成主题教育“1+
4+2”工作体系，确保检视问题和整

改落实同安排同部署同推进。

细化清单，强化检视整改实

效。坚持每月列一次问题清单和

整改清单，查摆涉及“重审判、轻党

建”“学习方式单一”“案多人少”等

问题 20 条，并逐条逐项制定有针

对性整改措施，切实做到认真查摆

思想上的问题、工作上的不足、作

风上的差距。

建立台账，压实检视整改责

任。结合加强党的建设、推动干部

队伍建设和提升审判执行工作质

效的实际情况，进一步梳理归纳、

细化措施，建立问题、整改、责任清

单台账，全面实行整改落实责任

制，切实做到跟踪问效，严肃问责。

着眼长远，明确检视整改方

向。结合查摆的 24 条综合性、突

出性问题，在已整改的问题上坚持

和完善、巩固和发展，明确建立和

修订 14 项工作制度和规范性、指

导性文件，集中精力推动限时整

改、立行立改的问题对表销号，确

保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为新的起点，在牢记初心使命和

锤炼司法作风上久久为功，树牢问

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切实做到把全

面从严治党、从严治院、从严管理

的要求落到实处。

今年以来

海东检察机关支持起诉9起农民工欠薪案

本报讯（记者 郭佳）11 月 28
日，记者从青海省生态环境厅获

悉，该厅东部地区环境监察专员办

公室检查组一行人连续两日抽查

了西宁市生态环境领域“平时不作

为急时‘一刀切’”专项整治工作开

展情况。

11月 26日，检查组一行人与西

宁市生态环境局就全市第一轮、第

二轮督察期间转办群众信访举报

问题办理情况开展了座谈。在听

取相关工作进展汇报后，检查组随

机实地抽查了湟中县王家庄砂石

场、拦隆口镇水泥预制板厂拆除取

缔，西宁市城西区南交通巷露天停

车场扬尘污染整改和城中区“好伙

伴”宠物医院环评手续补办、废弃

污染物妥善处理 4件信访问题整改

情况，提出对砂石场清运、预制板

厂清理工作要按时限要求抓紧办

理，保证周边居民环境不受影响，

要继续保持扬尘问题整改效果，防

止问题反弹，并对宠物医院的污染

物处理台账做了规范要求。

11月 27日，检查组一行人来到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桥头镇，详细

了解贺家寨新村安置工作进展情

况，要求责任单位加快整改进度，

保障居民基本入住条件齐备。

经实地检查，检查组对西宁市

生态环境领域督察整改所做的工

作和取得的成效给予了肯定，同时

要求抓重点领域重点环节，下大力

气解决好群众关心关切的环境问

题，巩固中央环保督察整改成果，

确保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

共和讯（罗桂英）近日，海

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人民法院

调解了一起饮酒过量致死引发

的补偿纠纷案。

11月 21日晚，某建设工程

集团有限公司的 14 名员工相

约到共和县某自助火锅店吃火

锅，期间大家都喝了不少白

酒。吃完饭回到员工宿舍门

口，白某把醉酒的同事段某从

车上背下来时，发现其手冰

凉，已经没有了呼吸。接到

120急救电话赶来的医务人员

经查看后，确定段某已死亡，

无生命体征。

随后，众人通知了段某的

家属，其家属认定段某的死亡

和同事聚餐饮酒、劝酒脱不开

关系，与段某一起聚餐的同

事、某建设工程集团应负主要

责任，三方就补偿金事宜多次

协商无果。

共和县法院受理此案后，

调解员将死者家属、公司代

表、员工代表三方叫到一起，

面对面的沟通调解，经多方努

力，最终达成了和解，由聚餐

喝酒的组织者承担 10000 元、

其余参与喝酒的 12 人每人承

担 6000元，某建设工程集团有

限公司承担 68000 元，共计补

偿死者家属 15万元。

省生态环境部门

抽查西宁生态环境领域专项整治工作开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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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北州中院
找问题定差距促整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