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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讯（柯小平）近日，西宁市城中区司法局

礼让街司法所组织在册社区服刑人员开展春节

前集中警示教育，学习相关法律知识，做好春节

期间社区服刑人员外出报备制度和安全温馨提

示。与社区服刑人员签订了春节期间遵纪守法

保证书，进一步增强了社区服刑人员的法律意

识，起到警示教育作用。

西宁讯（郭小彦）日前，西宁市城中区司法局

人民街司法所开展以“巾帼心向党 建功新时代”

为主题的活动。活动中，慰问了 2019年度人民

街地区最美家庭、绿色·幸福家庭、勤俭助廉家

庭、绿色阳台家庭和贫困妇女、困境儿童、基层

妇女工作者，帮助广大妇女在家庭、工作及新青

海建设中发挥作用、作出贡献。

主题活动 增强自信

社区矫正 加强管理

西宁讯（张靖）日前，西宁市城中

区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负责人才

华应西宁市城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邀请，举办了预防职务犯罪与公益诉

讼工作专题讲座，城中区市场监管局

各科室主要负责人及相关工作人员

三十余人参加了讲座。

讲座中，才华结合近几年职务犯

罪案件的特点，运用丰富的理论知识

以及案例，详细讲解了职务犯罪和预

防职务犯罪的相关知识，深入剖析当

前职务犯罪的发展趋势、主要原因、

职务犯罪的危害，紧密联系工作实

际，阐述了党中央对反腐工作的重视

和决心。并着重从公益诉讼制度的

内涵，检察公益诉讼与普通公益诉讼

的区别，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主

要内容、背景及法律依据，检察公益

诉讼面临的问题等方面进行了阐

述。结合典型案例，重点对食品药品

安全领域深刻分析，深入浅出、条理

清晰，一个个生动的案例让与会人员

记忆深刻，通俗易懂的内容，让干部

职工受益匪浅，提高了对反腐工作及

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认识。

讲座结束后，与会人员纷纷表

示，要不断增强自身廉政意识，加强

党纪学习，加强纪律作风教育，坚定

理想信念，扎实工作。要充分认识检

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重要意义，切

实增强接受检察监督的自觉性，积极

支持和配合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

工作，共同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

益。

本报讯（记者 祁瑛）日前，记者从青海省

森林公安局了解到，去年我省森林公安机关

共查处各类森林和野生动物刑事案件 162 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 183 人，案件综合查处率为

92.65%。

去年，我省森林公安机关以组织开展各类

专项行动和组织侦办督办重特大案件为抓手，

遏制破坏森林和野生动植物资源违法犯罪行

为。省森林公安局督导各级森林公安机关充

分发挥职能作用，相继组织开展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缉枪治爆、蓝天 2019、依法打击破坏野生

动物资源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严厉打击犀牛和

虎及其制品非法贸易等专项行动，始终保持对

违法犯罪的高压态势。有效遏制了破坏森林

和野生动植物资源违法犯罪行为，全力维护了

林区治安稳定。

与此同时，省森林公安局持续推进打击整

治枪爆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坚决铲除各类涉枪

涉爆安全隐患。自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我省各

级森林公安机关坚持不懈打击整治枪爆违法

犯罪，我省各级森林公安机关共发放缉枪治爆

宣传材料 6000 余份，出动车辆 3000 台次，警力

5200 人次，有力支撑了林区治安大局持续稳

定。截至目前，打击整治枪爆物品违法犯罪专

项行动共收缴枪支 96 支、子弹 12561 发、炸药

约 3.8 公斤、雷管 18 枚、手榴弹两枚、枪支配件

25个。

本报讯（记者 雷洁）日前，记

者从西宁市民政局获悉，为有效

保障突遇不测、因病因灾陷入生

存 困 境 的 困 难 群 众 得 到 及 时 救

助，西宁市实施今冬明春特殊困

难 家 庭 临 时 救 助 。 经 过 个 人 申

请，乡镇审查、审核，县区审批等

程序后，春节前将补助金发放到

救助对象手中。

此次特殊困难家庭临时救助

对象为：凡西宁市户籍居民或持

有西宁市居住证的非西宁市户籍

人员，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

重大疾病和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

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

以及施救后仍然存在生活困难、

尚需进一步救助的困难群众。根

据困难情况，细化分为急难型和

支出型救助对象。

经初步排查，截至目前，西宁

市因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

大疾病等导致陷入生存困境，符

合临时救助条件的有 2562 户（其

中重大疾病家庭 1343 户、重度残

疾家庭 294 户、精神病人家庭 267
户、其他原因 658 户）。根据临时

救助分级审批办法，按不同救助

类型审核审批，提升效率、缩短办

理时限，最大限度地帮助困难群

众及时获得救助。急难型救助：

按救助权限在 1 日至 2 日内先行

落实救助政策，发放补助资金，在

救助后 10 个工作日内，根据规定

补齐经办人员签字、盖章等相关

手续。支出型救助：按救助权限

在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救助审批。

对 申 请 对 象 中 的 低 保 、特 困 、孤

儿，重点核实其生活必需支出情

况，不再核查其家庭财产经济状

况。

西宁市城中区检察院

专题讲座筑牢干部
自律“防火墙”

本报讯（记者 郭佳）近日，西宁市公安局

城西分局兴海路派出所接到市民求助后，仅

用一个小时帮其找回了遗失的装有两万元现

金的书包。

1月 4日傍晚，兴海路派出所来了一名求

助人，称他乘坐出租车时将一个装有两万元

现金的书包遗失，请求帮助。听到此话，值班

民警追问原因。经了解，求助人尕某和朋友 1
月 3 日从州县返回西宁市家中准备过年，随

身携带了近半年的存款。几人到达西宁市后

乘坐一辆出租车，下车后尕某发现书包遗落

在出租车上，而出租车早已驶离。随即，几人

来到兴海路派出所，寻求帮助。

民警在事发地附近走访的同时与出租车

公司取得联系。通过查找，成功找到了尕某

乘坐的出租车信息。拨通出租车司机电话说

明情况后，出租车司机才发现尕某遗落在车

上的书包，并主动送到兴海路派出所。从尕

某求助到出租车司机送回书包，兴海路派出

所民警仅用了一个小时，尕某向派出所民警

表示由衷感谢。

本报讯（记者 陈文雯）近日，西宁市公

安局组织召开今年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发

布会通报了去年 110接处警工作情况、改革

创新项目“新一代智慧接处警系统”“警民

牵手寻亲机制”等工作。

去年，西宁市公安机关总接警量 51.6万

余起，其中有效报警 16.7万余起，“八类”案

件和“两抢一盗”案件发案六连降，西宁市

治安形势持续向好。全年圆满完成各项重

大安保警卫任务 60余次。通过开展区域警

务协作，破获刑事案件 94起，打击处理违法

犯罪嫌疑人 56 人，抓获网上追逃人员 76
人，挽回经济损失约 407万元。全年通过电

话 回 访 各 类 警 情 2.9 万 余 起 ，满 意 率 为

99.7%，在全省“人民满意服务窗口”创建活

动中名列前茅。日常接处警工作中，110指

挥中心大力开展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工作，

被西宁市妇女联合会和全国妇女联合会评

为 2019年度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集体。

去年，建成新一代智慧接处警系统，该

系统融合了“电话报警”“12110 短信报警”

“微信报警”“滴滴报警”、短信推送信息、警

情信息定位等功能，通过丰富完善报警模

式，拓宽群众报警渠道，便于群众根据实际

情况选择最方便快捷的途径，在原有只能

通过拨打“110”电话语音报警的基础上实

现了视频、图片、语音、文字相结合的报警

方式。同时，报警人在报警后，系统会发送

信息告知报警人有关接处警进程及接处警

民警信息，实现了报警人与处警民警点对

点的联络互动。

去年 4 月，与青海先锋紧急救援中心

（青海蓝天救援队）建立警民牵手寻亲工作

机制，用于走失人员信息传递、联络、转发

等工作。开展救助未成年人、老年人或精

神智力障碍者的走失工作，已救助走失群

众 152 名，有效增强了群众安全感和满意

度。

去年

西宁市“八类”案件和“两抢一盗”案件发案六连降

乘客遗失的“钱包”找回了

日前，武警青海总队西宁支队举行迎新春暨“六个十”先进典型颁奖典礼。旨在引导广大

官兵自觉向先进典型对标看齐，激发官兵人人争当标兵的动力。

本报记者 邢鹏 通讯员 曹晨 摄影报道

西宁市为2562户特困家庭救助兜底

我省森林公安机关
去年查处162起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