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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郭佳）3月17日，西宁市湟中

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一起疫情防控期间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案，并当庭宣判被告人苟某

犯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苟某 2020 年 1 月

16日乘坐火车从湖北省武汉市返回西宁。1
月 17日 19时到达西宁，随后乘同村村民私家

车回到湟中县李家山镇某村的家中，1 月 18

日傍晚到西宁市城东区探望其弟并留宿。1
月 19日到家后以感冒为由到村卫生室就诊，

村医询问其返宁时间时，苟某谎称已返宁 40
余天。其间，苟某不主动居家隔离，随意走亲

访友。1 月 23 日，所住村村委会工作人员根

据省、市、县疫情防控要求，对武汉返宁人员

做排查登记，苟某未按要求登记。1 月 25 日

晚上，镇、村医护人员及村干部前往苟某家中

开展疫情排查，苟某仍谎称自己回家已 40余

天，返回车票已撕毁。后苟某身体不适于 1月

27日在其妹等亲属陪同下至青海红十字医院

就诊，被诊断为新冠肺炎疑似病例。1 月 30
日，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造成村民在内的共

900余人整体隔离，密切接触人员中 3人被确

诊感染新冠肺炎并住院治疗。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苟某违反传染病

防治法规定，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宣布对

新冠肺炎采取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后，

拒绝执行预防、控制措施，引起病毒传播危

险，其行为已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鉴于

被告人苟某归案后如实供述所犯罪行，认罪

认罚，并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可依法从轻处

罚，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宣判后，被告人苟

某当庭表示服判不上诉。

疫情防控期间妨害传染病防治

苟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本报讯（记者 刘茜 通讯员 贾权军）近

日，西宁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制

定《十四届市纪委五次全会任务分工》，决

定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引入

项目化管理的理念和方法，将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工作转化为具体工作项目，实

行项目化管理。

西宁市纪委监委将今年的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工作，确定为聚焦责任落实、聚

焦体制改革等七个项目，并将七个项目分

解量化成 94项具体工作任务，明确牵头单

位、责任单位和完成时限，并对实施项目化

管理提出了要求。西宁市纪委监委加强组

织领导，按照任务分工，认真组织实施，各

副书记和分管常委要认真履行领导责任，

指导督促分管部室和派驻纪检监察组抓好

任务落实。各部室、各派驻纪检监察组和

西宁市委巡察办公室负责同志要切实担负

起本部门“第一责任人”职责，带头研究解

决问题，带头推动工作落实。务求工作实

效，强化目标导向和过程导向，紧盯关键问

题和薄弱环节，一项一项抓落实、一件一件

求实效，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及时传

导责任压力，把讲纪律、抓落实、提效率挺

在工作最前沿，确保各项工作高标准、高质

量完成。强化监督检查，由办公室牵头抓

总，对工作任务实行项目化管理，明确目标

责任、完成时限、工作要求，及时协调解决

工作落实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有序推进

工作落实。加强日常督查，对工作重视不

够、措施不力、推诿扯皮、进展缓慢的严肃

追责问责。

本报讯（记者 张小娟）3 月 17 日，记者从

青海省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部获悉，2019
年，西宁市各级检察机关全年共受理案件

356件，同比增长 16.72%。

2019 年，西宁市检察机关民事检察部门

进一步推进多元化监督格局，以打造各自工

作亮点和特色为抓手，西宁市各级检察机关

全年共受理案件 356 件，同比增长 16.72%。

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监督案件明显增加，共受

理 107 件，较去年增加 25 倍。虚假诉讼监督

案件实现突破，共受理虚假诉讼监督案件 8
件（其中办理虚假诉讼监督 5 件），是前 4 年

之和的 8 倍。提请抗诉 7 件（包含区县检察

院提请西宁市检察院抗诉 5 件），同比增长

133.33%。发出再审检察建议 5 件（法院回复

并采纳两件）。提出抗诉 4 件（法院改判两

件、作出终结再审程序 1 件），是前 4 年之和

的 4倍。

本报讯（记者 沈晓琛）“2019 年，西宁市

共发生火灾 929 起，直接财产损失 183.39 万

元，火灾共造成两人死亡，1 人受伤，未发生

较大和有影响的火灾事故，全年消防安全形

势总体平稳……”这是记者从 3月 16日召开

的 2020 年度西宁市消防工作会议暨西宁市

消防安全委员会第一次联席会议上了解到

的。

会议表彰了 2019 年度消防工作中成绩

突出的地区、单位和个人，总结了西宁市消防

工作开展情况，对 2020年全市消防工作提出

了“不断提升公共消防安全治理水平和综合

应急救援能力，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坚决

杜绝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全力维护消防安

全形势平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

总体要求。

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牢牢把握本

地、本行业消防安全突出风险和问题，主动加

强配合、完善防控机制、提高风险化解能力；

要不断夯实公共消防安全基础，加大火灾隐

患排查整治力度，持续深化消防安全宣传教

育；要推进“智慧消防”建设和简易喷淋、独立

烟感推广应用，及时编修消防专项规划；要不

断加强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将企业专职消防

队、单位微型消防站统一纳入指挥调度体系，

有效提升全市应急救援能力水平；要全力做

好复工复产、复学单位场所消防安全监管和

打通“生命通道”集中攻坚行动，及时将各类

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坚决杜绝群死群

伤或影响较大的火灾事故发生。

本报海南讯（记者 杨允军 通讯员 多杰

才让）3月 10日至 16日，海南藏族自治州同

德县司法局唐谷司法所在唐谷镇阿血村、

那仁村、力伦村、青迈村、赛堂村等 7个村开

展了“法律知识进村社，普法阳光暖人心 ”

为主题的法治宣讲活动，受教育群众 789
人。

西宁讯（郭小彦）日前，西宁市城中区

司法局人民街司法所邀请南滩卫生服务中

心医务人员，在辖区北京华联商超讲授以

“助力复工复产，巾帼不让须眉”为主题的

妇女保健课。课堂上，医务人员从乳腺癌

症引发的原因、具体症状、自测方式等方面

详细讲解，引导大家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定

期检查身体。

西宁讯（王庆亚 柯小平）近日，为全面

做好社会综合治理和化解矛盾纠纷工作，西

宁市城中区礼让街街道党工委创新工作思

路，通过推行“1213”工作联防联控常态长效

机制，筑牢保护辖区居民健康安全的坚实屏

障。

“一图”织好“安全网”。“一图”即三色平

面图，“绿色”为常住户，“红色”为出租户，

“黄色”为空置房，“挂出作战图，列出排查

单，锁定重点户，守住出入口、管好人和

车”。截至目前，礼让街实现辖区 98个楼院

常住户、出租户和空置房动态管控全覆盖。

“两账”实现“全覆盖”。“两账”即以楼院

为单位，对辖区每栋楼建立两本台账，常住

户信息台账和出租户信息台账，精准掌握每

栋楼的住户信息。截至 3月 12日，各社区共

累计排查35320人，其中外省来宁、返宁人员

2365人，通过建立完善的两本“两账”，实现

了楼栋、单元、户数、人员的全覆盖。

“一站”消除“纠纷账”。“一站”即礼让街

人民调解服务站。为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

和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七一路西社区调

委会联合礼让街派出所调解了西宁宾馆家

属院、七一路小学家属院因疫情隔离引起的

矛盾纠纷，保障了辖区居民的安全健康。

“三承诺”压实好“责任”。“三承诺”即签

订物业、业主委员会、房屋出租人“三级”承诺

书。疫情防控期间，各社区主动与辖区物业

公司、业主委员会和房东主要负责人签订疫

情防控承诺书，切实做到疫情防控和社会综

合治理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截至目前，

各社区与辖区物业、业主委员会、房屋出租人

签订承诺书共计260余份。

西宁市纪委监委

以项目化管理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西宁市城中区礼让街

“1213”工作法助力社会治理常态化

西宁市检察机关

近日，西宁市公安局城中分局同社区、街道办事处、物业公司对接，通过隐患

排查、安全管理、调研指导等方式，全力护航各行各业复工复产。

本报记者 陈文雯 摄影报道

西宁市消防工作会议通报

去年未发生较大和有影响的火灾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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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共受理民事检察案件356件

西宁讯（杨金华）日前，中国工商银行西

宁城北支行 33名退休党员、离休干部积极响

应总、分、支行党委号召，为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支援 4200元。

“陈主任好！最近中央号召党员支援疫

情防控工作，我作为一名退休老党员义不容

辞，特给你转 500 元，请代我交给党组织。”3
月 1日，在省分行还未正式下发支援通知前，

城北支行离退休党员李安江就已经看到疫情

相关新闻，便主动联系城北支行办公室负责

离退休干部的工作人员。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75 岁的退休党员郭玉英主动向办公室打

电话询问支援渠道。3月 2日，省分行党委下

发党员自愿支援的通知后，郭玉英让家人通

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将 500 元转给办公室工

作人员，随后由办公室工作人员代其完成了

支援事宜。

中国工商银行西宁城北支行

离退休党员干部支援战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