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祁瑛）为坚决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我省律师积极行动，主动履

行社会责任，发挥律师专业优势，投身公

益法律服务，肩负起律师在疫情防控中的

责任。

我省各级律师行业党委和律师协会及

时成立了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应

急预案，提出具体防控措施。各律师事务

所按照要求，建立健全疫情信息通报和检

查制度，详细摸排律师外出及返程情况，

坚持每日零报告制度，督促外地返回的律

师和家属居家隔离不少于 14 天。律师事

务所普遍推迟复工时间，实行网上办公和

线上立案，利用信息技术为当事人提供远

程法律服务。律师们也踊跃捐款捐物，截

至 2 月 5 日，全省律师事务所集体捐款近

20 万元，律师及行政人员个人捐款 25 万

元，来自外省的“1+1”法律援助律师也积

极向当地红十字会捐款。

与此同时，广大律师积极开展公益法

律服务。西宁市律师协会成立疫情防控专

项法律服务团，在疫情防控期间为党委政

府提出法律意见，为人民群众提供法律服

务。海东市律师协会由河湟律师事务所牵

头，成立法律服务团，利用微信公众号、微

信群等自媒体推出了与疫情防控有关的法

律知识解读，对国家机关、企业、公民有针

对性地普法宣传。青海恩泽律师事务所向

海北藏族自治州红十字会援助棉大衣棉帽

棉手套等抗疫物资及新冠肺炎疫情防治法

律知识宣传单，另外还向西宁市基层司法

局支援疫情防治法律知识宣传单。北京盈

科（西宁）律师事务所成立了“线上抗击疫

情公益法律服务团”。青海凡圣律师事务

所在本所公众号上开展了“防疫法律知识

解答”系列活动。全省其他律师事务所也

纷纷以不同方式开展法治宣传，解答法律

咨询，提供电话和线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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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祝嘉忆）为保障疫情防控期

间群众必要驾车出行需求，青海省公安厅交警

总队针对三种情形开通“交管 12123”手机 APP
网上申领临时号牌服务，实行临时号牌网上申

请、网上受理、后台审核、邮寄送达。

针对新购置的车辆，车主可以网上提交有

关证明凭证影像资料，直接申领临时号牌。针

对新购置车辆原临时号牌超过有效期的，可以

在网上再次申领临时号牌，无需再次提交相关

证明。针对车辆转出后未办理转入、原临时号

牌超过有效期的，可以在网上再次申领临时号

牌。车主可登陆“交管 12123”手机 APP 后选择

目前车辆所在地公安交管部门，在办理上述申

领临时号牌业务时，确保填写的收件地址与选

择的城市对应，如收件地址为西宁市的，在选择

城市时应对应选择西宁市。此外，首次为车辆

申请临牌的，需提交机动车出厂合格证（或货物

进口证明书）、购车发票及有效交强险凭证电子

照片。

需注意的是，申请临时号牌次数累计不得

超过 3 次，辖区内临时行驶车号牌有效期为 15
天，跨辖区临时行驶车号牌有效期为 30天，车主

应按实际情况确需使用时申请，避免因超过次

数无法申请影响出行。

本报讯（记者 祝嘉忆）2月 13日，记者从

青海省交通运输厅获悉，为进一步做好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全省各族人民生产生活

道路运输安全服务工作，近日，省交通厅印

发《关于切实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道

路 运 输 安 全 生 产 工 作 的 通 知》（下 称《通

知》）。

《通知》要求，各级交通运输部门和道路

运输企业要深刻认识做好近期道路运输安

全生产工作对服务保障全国全省疫情防控

大局的重要意义，统筹做好疫情应对和安全

生产保障。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在地

方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全力配合做好

道路运输车辆运行管控工作，加强监督检

查，强化汽车站、营运车辆安全隐患排查治

理。落实消毒措施，严格汽车站、营运车辆

消毒液、高浓度酒精等物资的管理使用。加

强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安全防护和从业资格

审查，落实好人员管理、进站人员体温测量、

实名制售检票等措施。加强车辆停放管理、

车辆安全性能检查、零担货物安全验视及货

物托运人身份查验和信息登记、危货车辆罐

体安全检查等工作。疫情防控期间，全面落

实客运上座率不高于 50%的要求。

《通知》强调，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机构要

打击非法营运，各级交通运输部门要全面提

升应急能力，完善道路运输突发事件应急处

置预案，组织开展消防演练、道路运输突发

事件应急处置演练。加强值班值守，及时高

效处置各类突发事件和事故险情，并按照有

关规定及时、准确上报信息。加强与公安、

应急管理等相关部门的联合执法，严厉打击

超速、超限超载、疲劳驾驶、不按规定线路和

核准站点上下客等违法违规行为。

省交通运输厅印发《通知》

全面落实客运上座率不高于50%

本报讯（记者 郭佳 通讯员 关却卓玛）目

前，海南藏族自治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多举措部

署疫情防控期间市场主体登记注册服务工作。

海南州市场监管局积极推行网上办理，引

导申请人坚持“非必要，不窗口”的疫情防控措

施，通过互联网提交登记申请，避免不必要的走

动。海南州市场监管局通过微信公众号、微信

群、QQ 群等，公开登记注册渠道和咨询解答电

话、邮寄地址、收件人。同时，登记注册窗口工

作人员切实做好登记注册申请的审查受理、核

准和营业执照发放等工作，减少群众办事跑腿

的次数。对通过全程电子化系统提交登记申请

的，提速增效，主动电话联系委托代理人，涉及

登记业务层面的问题，详细为群众解答，指导准

确填报申请信息，坚决杜绝多次回退或驳回登

记申请的现象。对到实体窗口咨询和提交登记

申请的，严格落实“最多跑一次”要求，一次性解

答办事群众的疑难问题，实行一次性办结、当场

办结，切实避免办事群众往返跑腿。

同时，通过开通咨询电话、建立微信联系机

制等，切实优化窗口服务，为申请人提交登记申

请提供便捷高效服务。

我省律师主动投身疫情防控阻击战

同德讯（张世云）近期，海南藏族

自治州同德县公安局党委采取七项

举措，强力推进疫情防控、社会治安

防控工作有序开展。

成立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先

后召开多次疫情防控工作部署会议、

制定《同德县公安局防控新冠肺炎疫

情工作方案》。启动一级勤务防控模

式，采取“巡警大队 24 小时备勤巡

逻”加“局机关小组巡逻”模式，每日

安排巡防民警 40 余人次，严格排查

外省来同德县的车辆和人员，强化街

面巡逻防控。集中清查整顿娱乐场

所，截至目前，共关停宾馆 46 家，

KTV 8家、酒吧 5家，网吧 4家，足浴 1
家，洗浴 1 家，影院 1 家。启动 24 小

时卡点备勤，联合交警、卫健等部门

在 同 德 县 城 东 彩 门 处 、573 国 道

195KM（唐乃亥大桥）处、227 国道

628KM（22 公里处）等重要路段设立

疫情防控临时检查站，实行 24 小时

卡点值班备勤制度，坚决守住进入同

德县通道，防止疫情输入。实行督导

检查制度，执行战时工作纪律，推动

任务明确到位、责任分解到位、措施

落实到位。做好防疫宣传工作，普及

防控新冠肺炎相关知识，引导群众增

强自我保护意识，做到不信谣、不造

谣、不传谣。加强内部安全管理，严

格执行局领导带班制度和 24小时值

守制度，全力做好疫情应对处置工

作，并购置防护服、口罩、酒精等防疫

防护物资，及时对机关内部及执勤车

辆予以消毒防护。

本报讯（记者 郭佳 通讯员 高志强）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西宁市城西区纪律检查

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多举措以监督实效保障

疫情防控工作有序开展。

西宁市城西区纪委监委牵头成立疫情防

控纪检督察工作组，聚焦基层疫情防控重点

领域，全面梳理排查疫情防控中涉及湖北返

西宁人员摸排、舆情信息发布、干部轮班值

守、居家隔离实施、宾馆等场所关门停业、农

村红白喜事摸排劝阻等主要问题和薄弱环

节，列出问题清单和监督执纪问责的主要内

容，做到精准监督。同时，聚焦疫情防控中责

任落实不到位，防控不力、贻误工作，推诿扯

皮、敷衍塞责，玩忽职守、失职渎职等突出问

题。

纪检督察工作组采取“四不两直”方式深

入全区镇（街道）、村（社区）及省外返西宁人

员居住小区、商场等重点区域、单位察访 80
余次，发现基层防护措施、登记排查、物资登

记等方面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30余个，全部督

促整改，有力推动了疫情防控工作落实。并

对群众来电和网络反映及上级交办的问题，

专门建立问题线索管理台账，挂牌督办、重点

督办，限时办结、按期销号。纪检督察工作组

第一时间深入细致倒查疫情防控重点环节、重

点领域职责落实情况，对疫情防控工作中不担

当、不作为、慢作为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

题，依规依纪依法从快从速严肃问责、精准问

责。截至目前，城西区共有 8名党员干部因履

职不力被问责。

本报讯（记者 刘茜 通讯员 费照林）近

日，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二塘乡发生一起

侵犯民警执法权威案。海东市公安局党委

高度重视，要求海东市公安局民警维权办公

室迅速开展疫情防控期间民警维权工作，依

法处置违法行为人，以实际行动为一线执勤

民警“撑腰打气”。

2 月 7 日傍晚，化隆县一男子酒后到交

通防疫检查站点滋事。其间，撕烂民警制

服，辱骂、殴打警务人员，行为极其恶劣，致

使一名民警、两名辅警、一名村警身心受到

不同程度伤害。

根据海东市公安局党委要求，海东市公

安局维权办积极作为，协同省、市、县三级公

安机关维权委员会，依据《公安机关维护民

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和《关于依法惩治袭

警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相关规定，立

即启动战时维权机制，第一时间完善证据体

系，最终该男子因涉嫌妨害公务罪被刑事拘

留。

2 月 10 日，省、市、县公安机关及民警维

权委慰问 4名警务人员并发放民警维权抚慰

金，对他们敢于亮剑，公正执法的精神予以

充分肯定，鼓励他们在面对急难险重任务

时，迎难而上，勇敢担当，依法办事，扎实做

好“战疫情、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

作。

此案系全省公安机关疫情防控工作开

展以来，首次对民警发放维权抚慰金的维权

案。维权过程中，省、市、县三级公安维权办

简化维权流程，打造民警维权“直通车”，48
小时实现快速维权，体现了海东市公安局维

权委对执法民警的关心和爱护，以及依法惩

治辱警、袭警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决心。

同德县公安局 48小时实现快速维权

海东公安打造民警维权“直通车”

西宁城西8名党员干部因履职不力被问责

七项举措
有序推进疫情防控

疫情防控期间

我省临时号牌
实行网上申请邮寄送达业务

海南州市场监督管理局

为线上办理登记注册
提供便捷高效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