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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卢晓茜）3 月 26 日，记
者从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
会议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青海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止非法
猎捕、交易和食用野生动物的决定》（以
下简称《决定》）经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委
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自公布之日
起施行。

《决定》共十八条，结合青海省情实
际，对禁止非法猎捕、交易和食用野生动
物作了规范，填补了当前我省野生动物
保护立法空白，对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决定》明确禁止猎捕国家重点保护
的野生动物、本省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
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禁止猎捕、杀害的其
他野生动物。全面禁止食用所有陆生野
生动物（包括人工繁育、人工饲养的陆生
野生动物）、国家重点保护的水生野生动
物、本省重点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以及

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食用的其他野生动
物。

在监管措施上，《决定》加强对禁止
非法猎捕、交易和食用野生动物的全方
位、全链条监管，明确规定：禁止出售、购
买、利用国家和本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及其制品；禁止商品交易市场、网络交易
平台、餐饮场所以及运输、仓储、快递等
经营者，为非法出售、购买、运输、利用野
生动物及其制品提供场所、平台或者其
他交易服务；餐饮经营者不得以禁止食
用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名称、别称、图案
等制作招牌或者菜谱招揽、诱导顾客，并
对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食用为目的猎
捕、交易、运输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
的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作出明确规
定。

在政府、社会各方面职责方面，《决
定》明确林业草原、公安、市场监管、农业
农村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禁止非
法猎捕、交易和食用野生动物的监督管

理工作；交通运输、海关、卫生健康、邮政
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依法做好相关工
作；依靠和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规定了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人民
团体、社会组织、学校、新闻媒体组织教
育宣传引导的义务，鼓励和支持基层群
众性自治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公益组
织、志愿者积极参与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鼓励单位和个人对违法行为进行举报或
者控告。

在法律责任方面，《决定》根据野生
动物保护法和全国人大的决定，结合我
省实际，对有关违法行为在现行法律法
规基础上进行了加重处罚。对猎捕、食
用、出售、购买、经营、交易、运输、仓储等
多个环节作出明确的处罚规定和罚款金
额。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同时，《决定》还规定了违反本《决
定》受到行政处罚的，由相关部门按照规
定将其违法行为信息纳入公共信用信息
系统，依法实施联合惩戒。

我省全面禁止非法猎捕、交易及食用野生动物

本报讯（记者 莫青）来自省社会保险服
务局的消息：灵活就业人员可限期补缴 2019
年度养老保险费，补缴时间为 4月 7日起至 6
月 30日。

为保障参保人员社会保险合法权益，更
好地落实养老保险缴费政策，结合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的实际，考虑到我省灵活就业人员
按时缴纳医疗保险费相对困难，经省人社厅
同意，决定于 4月 7日起至 6月 30日，允许灵
活就业人员补缴 2019 年度当年企业职工养
老保险费，不得再向前追溯，逾期不再办理。

严格执行缴费申报期制度，每月 1 日至
25日为社会保险缴费申报期，不得逾期办理
企业、灵活就业人员缴费申报事宜，保障社
会保险费征缴工作顺利开展。

2019年度灵活就业人员
养老保险费可限期补缴
补缴时间：4月7日起至6月30日

本报讯（记者 李欣）3月 26日，省委副
书记、省长刘宁在主持召开西宁南北山绿
化指挥部（扩大）会议时强调，坚持以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立足“三个最大”
省情实际，站在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统筹谋
划、一体推进，加快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
巩固提升国土绿化成果，持续推动西宁南
北山绿化工程，奋力开创生态文明建设新
局面。

刘宁指出，近年来，全省各地各部门
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定践行
新发展理念，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
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深入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全面启动，
西宁南北山绿化成效明显，国土绿化提速
三年行动计划圆满收官，草原生态治理保
护全面强化，谱写了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
设的青海篇章。

刘宁强调，要按照党中央统筹抓好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的决策
部署，积极有序开展造林绿化工作。要持
续用力推进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如期完
成三江源国家公园、祁连山国家公园建园
任务，同步规划青海湖、昆仑山国家公园，
启动实施国土绿化巩固提升三年行动计
划。要持之以恒推动西宁南北山绿化工
程，大力弘扬“尕布龙”精神，围绕打造西

宁发展的“绿色基石”和青海生态的“绿色
视窗”，抓紧编制总体规划，持续推进两山
绿化，坚决实现规划目标任务。要主动融
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
谋划实施“绿水青山”工程，坚持“一单位
一片区”“一企一园”“一人一树”，走科学、
生态、节俭的绿化发展之路，推动全省国
土绿化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刘宁强调，要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
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推动各
项任务落实落地。要加强规划引领，统筹
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国土绿化和南北山
绿化总体规划，注重与国家重大战略和

“十四五”规划结合起来。要发挥主体作

用，压实各成员单位和各绿化区承包单位
的工作责任，充分调动全省各族群众保护
生态环境、共建美丽家园的积极性。要坚
持统筹协调，主动加强与国家有关部委的
汇报沟通，深化部门间对接配合，强化省
市州县上下协调联动，形成强大工作合
力。要强化督导检查，建立长效机制，激
励干部担当作为，严格执行造林技术规
程，营造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良好氛围。

会议听取了 2019 年西宁南北山绿化
工作和 2020年工作计划的汇报，审议通过
相关文件。副省长田锦尘出席会议并作
具体安排，相关地区和部门负责同志作了
发言。

刘宁在西宁南北山绿化指挥部（扩大）会议上强调

统筹谋划 一体推进

奋力开创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

本报讯（记者 彭娜 实习生 逯桂）
来自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消息，从 2月
22 日至 6 月 30 日，我省城镇燃气企业非
居民用气销售价格下调。据估算，全省
门站环节总降价金额约 2.2亿元，其中涉
及城镇燃气企业降价金额约 1亿元。

2月 22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
发《关于阶段性降低非居民用气成本支持
企业复工复产的通知》，要求中石油等上
游供气企业提前执行淡季天然气门站价
格，并对化肥生产企业给予更多优惠。省

发改委认真落实国家部署要求，于 2月 25
日转发国家发改委通知，要求各市州同步
降低天然气销售价格，将门站环节降价金
额全部传导至终端用户，并跟踪指导督促
相关市州及时测算调整各城镇燃气企业
非居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

3 月 6 日上午，中石油天然气销售青
海分公司明确了我省非居民用气门站价
格降价幅度，其中化肥生产用气每立方
米平均降低 0.3565 元，其他非居民用气
每立方米平均降低 0.2415元。

截至 3 月 24 日，全省城镇燃气企业
非居民用气销售价格调整工作全部完
成 ，执行日期为 2 月 22 日至 6 月 30 日
（CNG用气由于无法追溯，从各地调价文
件印发之日起执行）。其中，海南藏族自
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同步降低
非居民用气销售价格每立方米 0.2415 元
（集中供暖用气除外），西宁市非居民用
气每立方米普遍降低 0.22 元（含集中供
暖），海东各区（县）非居民用气销售价格
降幅在每立方米 0.07元至 0.19元。

我省全面降低非居民用天然气售价
据估算门站环节总降价金额约2.2亿元

本报讯（记者 周建萍）3 月 26 日，省财
政厅发来消息，随着我省支援湖北医疗队凯
旋，为逆行者们安排的一次性慰问金、临时
性工作补助和生活补助等各项待遇保障资
金共计 1072.8万元已全部发放到位。

在全国新冠肺炎疫情形势最危险、最严
峻的关键时期，我省广大医务人员积极弘扬
新时代雷锋精神，不畏艰险、远离家庭，主动
请缨驰援湖北战疫一线，义无反顾加入逆行
大军。

此次支援湖北抗击疫情行动中，我省先
后派出的两批医疗队 239 名医务人员和 10
名青海省红十字会救护转运队人员，舍小家
为大家，不计报酬、不论生死，同时间赛跑、
与病魔较量，全力以赴救治患者，充分彰显
了医务志愿者敬佑生命、甘于奉献的精神和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的崇高医德。

为支持做好我省支援湖北医务人员待
遇保障工作，及时解决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困
难，确保奋战在前线的英雄没有后顾之忧，
省财政厅制定出台了一系列保障措施。按
派出期间每人每日 600 元的标准发放临时
性工作补助；按每人 2000 元的标准发放一
次性慰问金；按每人每月 5000 元的标准给
予生活补助；按每个医疗队 6万元的标准安
排一次性工作经费。

我省为支援湖北医疗队
发放1072.8万元保障金

3 月 24 日，西宁市
城中区市政公用服务中
心工作人员正在对长江
路绿植春灌。记者了解
到，西宁市街头绿地及
公园景点、南北两山春
灌工作目前全面展开，
补栽补种工作也将随即
启动。

本报记者 邓建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