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通查获涉嫌假冒
“去渍霸”“格立洁”洗衣粉 3 吨
本报讯 （记者 吴亚春 通讯员 王赞斌）8 月

11日，记者从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工商部门了解
到，在近日的市场专项检查中，大通县工商、公安
联合毛家寨工商所、派出所，在西宁市宁张公路
28 公里处一汽车修理厂院内查获涉嫌假冒 “去
渍霸”“格立洁”洗衣粉 3 吨，现场查扣悬挂河南
牌照用于销售上述洗衣粉的五菱宏光面包车 8
辆。 因现场查扣的洗衣粉数量大，此案正在调查
取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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鹞子沟，离西宁最近的国家森林公园
大通鹞子沟国家森林公园总面积

1633 公顷，森林覆盖率 82.9%。 景区植
物种类繁多，主要有云杉、白桦、银露
梅、 金露梅、 绣线菊等 121 种名贵树
木。 其中，不乏藏茵陈、羌活、沙参、党
参、黄芪、秦艽、赤芍、银柴胡、防风、大
黄等名贵药材。

“艺术沙棘” 是人们对鹞子沟景
区沙棘树的美称。 沙棘林里枝繁叶茂，
郁郁葱葱， 不少游客将这里称为沙棘
盆景园，不知大家可否赞成，冬春积雪
之季，满枝黄澄澄、金灿灿的果实，映
丽日白雪，摇曳在苍松翠柏间，沙棘树
形古朴、怪异，形态千奇百怪，给人一
种进入沙棘艺术盆景园的感觉。

过了沙棘林， 在一片茂密的云杉
林，有四棵高大挺拔的云杉，当地人把
这四棵云杉称之为“四郎松”。 说起四
郎松，有一段感人的故事，有一年广惠
寺举行观经大会，各地群众慕名而来。
有一对年轻夫妻在回家途中遇到东峡
镇衙门庄村的财主， 这个财主仰仗财
势， 指使手下人将男子的妻子抢入府
中。 当天夜里， 庄上来了四位外地大
汉。 当他们听说庄上有这样一个恶霸
财主，四人义愤填膺，打抱不平。 后半
夜，四人悄悄来到财主的府宅，救出了
被关押的女子。 然后，将酣睡的财主挟
持而去。

第二天早晨， 财主的家人追至黑

刺湾时，财主奄奄一息，却不见四位大
汉踪影。 财主的家人们便顺着黑刺湾
一路追下去，直到下坡林区时。 只听林
间笑声朗朗，地动山摇。 财主的家人们
见此情景，一个个吓得抱头而逃。 后来
人们在黑刺湾林中， 见有四棵异常高
大的云杉挺立其间，风骨傲然，似四位
仗义的英雄。 为了感念四位好汉的义
举， 人们给这四棵树取名为 “四郎
松”。

（本报记者 赵俊杰 整理）

12名“一把手”违反公务用车制度被约谈
●上半年西宁市纪检监察机关受理信访举报 455 件 ●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35 人
●西宁市 49 个议事协调机构调整为 7 个

本报讯 （记者 吴亚春 通讯员 贾权
军）8 月 12 日，记者从西宁市纪委了解到，
今年以来， 西宁市聚焦责任落实、 作风整
治、队伍建设三个主题，坚持改革创新、善
作善为，监督执纪实际效果明显增强，转职
能、转方式、转作风活动成效显著。

上半年， 西宁市通过调整纪委机构设
置、 人员配置进一步向办案和监督工作倾
斜， 承担执纪监督和办案职能的干部占机
关干部总数的 70%， 并全面清理了近年来
牵头和参与的议事协调机构，将参与的 49
个议事协调机构调整为 7 个，精简 85.7%；

加大查办案件力度，1 月至 6 月份，全市纪
检监察机关共受理信访举报 455 件， 初核
案件线索 128 件，立案 22 件，避免经济损
失 120.46 万元，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35 人。

在全市开展“严肃工作纪律、提高执
行能力”“严肃财经纪律”“严格公务车辆
管理使用” 等系列正风肃纪专项整治活
动。 先后组成 54 个督察组，对全市 195 个
部门和单位转变工作作风、 提高效能等情
况开展了多次明察暗访。截至目前，全市各
级纪检监察机关共开展正风肃纪明察暗访
活动 323 次，集中检查 151 次，6 家单位被

通报批评，12 家单位“一把手”因违反公
务用车制度被约谈，41 人被问责，10 人被
给予党政纪处分，10 人被通报批评， 12 人
被诫勉谈话，9 人被警示约谈，先后对全市
6 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 7 起农村基
层干部违纪违法典型案件进行了通报。

此外，西宁市通过常态化督导检查、重
要节点明察暗访、实时跟踪问责问效，不断
加大“四风”整治力度，各级党员干部的责
任意识、 廉洁自律意识和服务意识明显增
强，工作作风明显好转，人民满意度不断上
升。截至目前，全市各级党政机关会议文件

明显下降， 以市委市政府名义召开的会议
下降 36.7%， 以市委市政府及其办公厅名
义下发的文件下降 17%；全市取消、下放、
合并审批事项 73 项，市级部门审批事项精
简 16.7%； 各区县各单位较上年同期精简
会议 839 个、精简文件 2086 份、清理评比
达标表彰项目 85 个；全市“三公”经费支
出 3314.67 万元，同比下降 20.8%【其中因
公出国（境）费用同比下降 87.3%；公务接
待费用同比下降 45.5%； 公车购置及运行
费用同比下降 10.6%】；清理超标办公用房
7790 平方米。

东区六项措施治懒
本报讯 （记者 周建萍 通讯员 廉有军 邢

硕）8 月 12 日， 记者从西宁市城东区了解到，为
加强机关效能建设， 城东区将利用 60 天时间从
6 个方面分阶段开展“不作为慢作为”专项整治
活动。

据悉，此次治懒主要有 6 个方面：推进重点
工作任务明显滞后、落实不力的；执行中央八项
规定和省市区委相关措施不严格、查究存在问题
不力的；党（工）委、党组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
责任不认真、不到位，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
部疏于教育、监督和管理的；部门之间推诿扯皮，
窗口单位“庸懒散拖”，该办的事不办或不及时
办理的；落实简政放权不力，手续繁杂，程序繁
琐，时限较长，以及通过中介机构或指定服务性
机构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群众反映强烈的其他突
出问题。 为此，东区要求要加强对自查自纠工作
的领导，并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和重点
中心工作，有针对性地开展监督检查。 同时开展
明察暗访活动，以查促作风转变、以查促工作落
实。对查处各类违纪违法问题，实行“一案双查”
制度，既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又严肃追究
有关领导的责任， 既严肃追究本部门本单位党
（工）委、党组的主体责任，又严肃追究纪（工）
委、纪检组的监督责任。

8 月 12 日， 一名工
作人员在绿化带内忙着
除草。 最近西宁多雨水
天气， 市区道路绿化带
内草木生长旺盛， 杂草
也随之增多， 影响道路
绿化整体景观。

本报记者 徐美丽 摄

走进大通 旅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