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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郭佳）近期，西宁市生态

环境局环境监察支队专项检查辐射安全与

防护监督，对西宁市区持有及使用放射源

及射线装置的48家单位予以现场检查。

在为期 1 个月的专项检查中，以“全

面覆盖、突出重点、保障实效”的工作原

则，对市区 48 家放射源及射线装置使用

单位的 179枚放射源、203台射线装置、19
枚同位素展开监督检查，重点对 6家省级

三甲综合性医疗机构、10 家市级重点企

业的 10 项关于放射源、射线装置指标内

容展开实地现场检查。

检查中大多数单位均有防护措施，符

合规范要求，个别单位需进一步规范辐

射安全档案及现场安全防护，加强辐射

安全防护培训。针对存在问题的单位，

西宁市生态环境局环境监察支队下发了

限期整改通知书，要求在规定时间内迅

速组织整改，消除事故隐患。

日前，西宁市公安局举行2019年人民警察荣誉仪式。图为民警代表朗诵诗歌。

本报记者 陈文雯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郭佳 实习

生 马小玲）昨日，记者从西宁市

公安局城西分局户政服务中心

获悉，自今年 10月份开始，该中

心开通了人脸识别系统，实现

“刷脸办证”，截至目前共接待群

众 1600余人次。

据城西公安分局户政服务

中心工作人员介绍，之前办理户

籍证件的群众中，未带户口簿或

身份证件，甚至不知道自己身份

证号码和户籍属地的群众不在

少数，户籍信息不能确认、户籍

归属无法查询，导致服务承诺难

以实现，群众往返跑路的情况时

有发生。

自今年 10月份开始，城西公

安分局户政服务中心实现了“刷

脸办证”后，办理户籍证件的群众

若忘记带户口簿和身份证件，只

需对着摄像头1秒至2秒，户籍身

份即可确认，工作人员就可按群

众的要求快速办理户籍证件。实

现“刷脸办证”以后，城西公安分

局户政服务中心办理户口和证件

效率明显提升，接待每名群众办

理时间比之前平均缩短了两至 4
分钟，避免了群众忘带户口证件

重复跑路的现象，实现了“一次性

办理”、让群众“最多跑一趟”的户

政服务工作承诺。

本报讯（记者 张小娟）近日，青

海省 2019 年“阳光工程”“圆梦工

程”文化志愿服务工作培训班在西

宁举办，来自西宁市、海东市的 65
名文化志愿者接受了培训。

此次培训班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课程设置上既有业务学习又有

主题教育。立足基层文化志愿者的

工作实际，设置了“阳光工程”“圆梦

工程”项目解读、乡村学校少年宫建

设情况、文化志愿服务项目化运作、

基层群众文化活动的组织与策划、

文化志愿服务系统及资源服务宝使

用等业务内容。

“阳光工程”“圆梦工程”是由文

化和旅游部、中央文明办组织实施

的全国示范性文化志愿服务项目。

自 2016年开始，我省已连续实施了

4年，根据我省农村文化工作需要和

现状，先后在西宁市、海东市、海南

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按照

公开招募、自愿报名和组织动员相

结合等方式，招募了 218 名活跃在

农村的有文艺专长、热心社会公益、

关注帮扶未成年人、乐于组织基层

群众文化活动的文艺骨干、文化能

人，经业务培训后派驻农村和乡村

学校少年宫，开展文化志愿服务工

作。文化志愿者用自己的才华和热

情、坚持和奉献播撒文化春雨，为当

地群众和学生带去了文化艺术和欢

乐愉悦，丰富了农村群众精神文化

生活，提高了未成年人艺术素养，得

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也赢得了基

层群众、乡村学校少年宫学生的称

赞。

本报讯（记者 刘茜 通讯员

蔡祥元）近日，海东市互助土族

自治县公安局西山派出所查处

一起儿子殴打 80岁母亲的案件，

违法行为人雷某被互助县公安

局予以行政拘留 15 日并处罚款

1000元。

11 月 28 日 10 时许，一名步

履蹒跚的老人走进西山派出所，

民警将老人扶进值班室坐下后，

发现其眼眶部青紫且有血迹。

老人说她叫薛某某，今年 80 岁，

当日 9时许在家中吃早饭时说了

儿子雷某几句，便被其殴打致

伤，遂到派出所报案。接到老人

的报案后，西山派出所民警迅速

立案调查，违法行为人雷某及时

归案，对殴打母亲薛某某的违法

行为供认不讳。

经查，11 月 28 日 9 时许，家

住西山乡某村的薛某某和儿子

雷某等一家人吃早饭时，埋怨雷

某的妻子对她不好，在雷某劝说

时，薛某某就责骂了其几句。雷

某便用拳头在母亲的头部和脸

部打了几拳，接着又在其腿部踢

了几脚，致使薛某某左眼部受伤

流血，右小腿肿胀青紫，后雷某

被妻子劝解拉开。

为切实保护老人妇女儿童的

合法权益，严惩实施家暴的违法行

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

定，互助县公安局作出上述处罚。

西宁讯（牛遇林）为缩短医疗技术能

力和质量水平与群众不断增长的口腔健

康需求之间的差距，西宁市口腔医院将启

动三年百人培训计划，加大外出进修培训

力度，重视人才培养。继续引进国外高层

次口腔专家，提高医院口腔诊疗水平，且

每年 5月至 10月，邀请专家来医院开展会

诊坐诊，并举办各类口腔健康知识讲座。

西宁讯（李玲）近日，西宁市城北区马

坊街道办事处幸福社区党委开展了以“入

党为什么、在党干什么、为党留什么”为主

题的专题讨论，党员回顾了入党时的感受

和入党后的成长、心路历程。通过讨论，

进一步增强了党员自身对党性的认识，明

白了作为一名党员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

让自己的行为为党旗增光添彩。

本报讯（记者 陈文雯 通讯

员 安永辉）近日，海北藏族自治

州祁连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查处一

起寻衅滋事案，民警远赴山东省

高密市对违法行为人异地执行行

政拘留。据悉，此案是祁连县公

安局执行的首例异地拘留案。

9 月 24 日，祁连县公安局接

马某某报案称：“ 赵某某在微信

朋友圈和抖音平台发布辱骂我

的信息，请求公安机关处理”。

经查，马某某与赵某某等人

因经济纠纷发生肢体冲突，在祁

连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期间，赵

某某将双方斗殴视频资料上传

至微信朋友圈和抖音平台，并附

相关不实言论和负面信息，造成

社会不良影响，扰乱了社会公共

秩序。祁连县公安局根据治安

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对赵某某

涉嫌寻衅滋事的违法行为予以

行政拘留 6 日的处罚，但因赵某

某赴外地务工，未能执行拘留。

针对此案的特殊情况，祁连

县公安局指派 3名民警远赴山东

省高密市，在当地公安机关的支

持配合下，及时将赵某某抓获，

并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

程序规定》相关规定，依法将其

送当地拘留所执行行政拘留。

加强培训 提升能力

专题讨论 增强党性

本报讯（记者 祁瑛）近日，青海

省渔政管理总站（水上公安局）在有

关部门的配合下，及时处置了两起

网络涉渔事件。

11 月 6 日，省渔政管理总站接

到青海省森林公安局发现在某微信

群有人发布贩卖湟鱼的视频指令

后，立即指派刑侦科侦查人员展开

调查，并在省森林公安局及西宁市

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支队的配合

下，侦查人员在甘肃省兰州市某市

场将正在非法兜售湟鱼的崔某某当

场抓获，没收非法渔获物 15 余公

斤，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侦办中。

11月 16日，一男子在某视频网

站发布在青海湖流域利用地笼捕捞

湟鱼的视频引发网友关注。省渔政

管理总站连夜指派侦查员协同省森

林公安局民警展开调查，确定了该

男子的身份信息，发现视频为杨某

某所发。11月 17日，民警前往湖北

省找到杨某某，其对捕捞湟鱼行为

供认不讳。经过执法人员的批评教

育，杨某某删除了捕捞湟鱼视频，并

在视频网站上向社会公开道歉。

近年来，随着自媒体时代和视

频网站的兴起，个别人员为谋取点

击量在网络发布偷捕、兜售青海湖

湟鱼的视频，引起社会关注。省渔

政管理总站（水上公安局）再次提醒

广大群众：捕捞、售卖、食用湟鱼均

是违法行为，如渔获物超过 50 公

斤，将被列为刑事案件，省渔政管理

总站（水上公安局）将严厉打击此类

违法行为。

我省查处两起网络视频涉渔事件

西宁城西户政服务中心
实现“刷脸办证”

文化志愿者为我省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工作注入活力

48家单位接受检查

祁连警方执行首例异地拘留案

男子暴打80岁老母被行拘

西宁市开展
辐射安全专项检查

本报讯（记者 陈文雯）自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青海

省公安机关在侦办一起涉恶涉

黑案件时，发现了 2002年 4月 21
日马某等绑架杀害马生某的犯

罪线索，并案侦查。中央扫黑除

恶第 18 督导组、公安部和青海

省委省政府将此案列为重点督

办案件。

因年代久远，日月山附近埋

尸现场地貌发生很大变化，给案

件侦办带来诸多困难。公安机

关通过大量工作，排除多处疑似

埋尸点后划定最可能的埋尸区

域。今年 10月 7日，在埋尸区域

起获一具尸骸。经青海省公安

厅刑事科学技术研究管理中心

DNA比对检验，认定尸骸系被害

人马生某。

目前，犯罪嫌疑人马某等已

被依法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侦

办中。

17年前
日月山埋尸案告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