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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巴桑次仁）11 月
23日，记者从西宁市人民政府法制
办公室了解到，中国政法大学法治
政府研究院于近期发布的《法治政
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
（2018）》报告显示，西宁市人民政

府评估总分为 669.71 分，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654.34分）15.37分，在全
部参与评估的 100个城市中排名第
39 位，较去年上升 9 名，平均分提
高了 6.59分。

评估显示，西宁市法治政府建

设工作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法治政
府建设的组织领导、依法行政制度
体系、行政决策、政务公开、社会矛
盾化解与行政争议解决、优化营商
环境的法治保障这 6项指标得分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取得成绩的

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予以重
视，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行政
执法、监督与问责、社会公众满意
度 4项指标得分较低。

下一步，西宁市政府法制办将
进一步梳理存在的问题，细化目标

责任，扎实工作，推动法治政府建
设各项任务落细、落小、落地、落
实，为实现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目标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全市改革发
展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西宁市法治政府建设水平再上新台阶
6项指标得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本报讯（记者 陈文雯）为切实提高群众
依法养犬意识，近期，西宁市公安局城东分
局采取多种措施扎实开展文明养犬专项整
治行动并取得了一定的工作成效。

城东分局治安管理大队联合辖区派出
所多措并举，在专项行动开展的同时，加强
对群众的宣传引导工作，组织治安大队民警
同基层派出所社区民警一起在西宁市城东
区广场、车站、公园、小区等人员密集场所，
通过悬挂横幅、张贴宣传海报、发放宣传彩
页、发放调查问卷等形式，全方位向西宁市
城东区广大群众宣传文明养犬常识和违规
养犬的法律后果，营造了文明养犬的社会氛
围。

针对西宁市城东区犬只数量多、公共场
所违规遛犬现象普遍、犬只便溺影响市容卫
生等突出问题，城东公安分局要求治安大队
和各派出所充分依托派出所接出警巡逻一
体化、集中清查常态化和开展专项行动清查
整治等工作，加强对东区犬患进行无死角、
全时段的综合整治。

西宁市公安局城东分局

开展文明养犬
专项整治行动

本报讯（记者 王雪 通讯员 王竹
君）11月23日，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
州都兰县首例非法猎捕鸟类野生动
物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在都
兰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

今年 2月，马某等 4名被告在都
兰县夏日哈镇河北村草场，利用“自
制扣子”和粘网猎，捕被列为有重要

生态、科学和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
物石鸡（又名尕拉鸡）23只。案发后，
都兰县森林公安部门将查获的全部
活体石鸡放归自然。法院审理后认
为：被告人马某等人非法捕捉野生动
物，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其行为已构
成非法狩猎罪，鉴于刑事附带民事公
益诉讼被告人马某、钱某、冶某、戴某

庭前分别自愿缴纳生态修复赔偿费
人民币 1250元，具有认罪悔罪情节，
法院对4被告人分别判处罚金10000
元，庭审陈述阶段中各被告人通过庭
审互联网直播系统向社会公众赔礼
道歉。

该案的当庭宣判，开启了都兰县
破坏生态环境类犯罪案件公益诉讼

的新起点，对潜在、有类似违法行为
的人给予了警示和震慑。在今后工
作中，都兰法院将依法审理各类环境
资源案件，严格执行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和司法修复制度，不断提高环境司
法的能力和水平，确保环境资源案件
处理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
效果的有机统一。

首例非法捕猎野生动物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宣判

本报讯（实习生 拉毛措 通讯员 王海山）
为深入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强化正
风肃纪,更好地树立政法队伍形象,湟源县人
民检察院案件管理办公室，扎实推进案件管
理工作标准化、规范化，切实做好案件管理工
作，提升案件管理工作的质量。

严把受理关，严格按照标准受理案件，对
不予达标的，一律不受理或要求侦查机关及
时补充材料后移送；加强案件流程管理和节
点控制，建立流程监控日志和台账，对流程监
控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向办案部门反馈，并提
出意见；严格案件质量评查，制定《湟源县人
民检察院案件质量评查实施方案》《湟源县人
民检察院 2018年案件质量评查计划》，明确
评查主体、种类、范围、方法。成立案件质量
评查领导小组，认真开展案件评查工作并积
极运用案件质量评查系统，每月对已办结案
件进行一次系统自动评查，同时对评查结果
予以通报，有效促进评查工作由“运动式”向

“常态化”转变，使案件办理更规范化。

湟源县检察院

提升案管工作质量

日前，西宁市城西区文汇小学组织开展“心随影动”心理影片有约系列活动，在全校学生中营造一种
关注心理健康、懂得心理健康、重视心理健康的氛围，全方位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反对校园欺凌。

本报记者 雷洁 摄影报道

本报海西讯(记者 雷竣杰)
日前，由卡格图村村委会出资
设立的“德令哈夏日他拉劳务
服务有限公司”成为了海西蒙
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全面
推开“证照分离”工作后设立登
记的第一家公司，他拉镇卡格
图村第一书记武元成领到了第
一份“证照分离”营业执照，它
标志着德令哈市“证照分离”改
革工作全面启动。

从今年 11 月 10 日起，德
令哈市工商局对第一批 107项
行政审批事项按照完全取消 2
项行政审批事项、2 项行政审
批事项改为备案、19项行政审
批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优化
准入服务 84 项行政审批事项
四种方式，将行政审批事项的
办理时限压缩四分之一或三
分之一，让申请人办理“证照
分离”事项更加便利、更加高
效。

据悉，德令哈市工商局将
围绕“放管结合”的总体部署，
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
谁监管”的原则，重点做好健
全事中事后监管制度、推进涉
企信息归集公示工作、完善信
息共享和业务协同机制、推动
跨部门“双随机、一公开”联合
抽查等工作，有效地维护了公
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德令哈市

首张“证照分离”
营业执照诞生

本报讯（记者 巴桑次仁 通
讯员 马秀莲）11月23日，由海东
市平安区人民检察院提起的平
安区首例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案在平安区人民法院开庭审
理，并当庭宣判，以失火罪判处
被告祁某某有期徒刑两年，缓期
三年执行；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部分当庭达成调解协议。

去年 12 月 23 日，祁某某在
平安区黎明村东山前坡跟为其
父上坟烧纸，不慎引发火灾。经
鉴定，过火面积达 44.07公顷，火
灾造成的损失修复重植费用为
91743元。该案件经海东市平安
区森林公安局侦查终结后，于今
年 7月 2日移送平安检察院审查
起诉。平安检察院于 10月 10日

向平安区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
事公益诉讼。 11月 23日，平安
区法院审判庭开庭审理此案。庭
审中，被告人祁某某当庭鞠躬向
社会表示歉意，认罪悔罪，同意刑
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补植补种诉
讼请求，表示开春后即进行重植，
明年7月份之前完成补植补种，并
对法院判决表示不上诉。

上坟烧纸引发火灾 法院判令补植补种

本报讯（记者 郭佳 实习生
曾怡）近日，西宁市公安局城西分
局兴海路派出所破获一起盗窃
案。

4 月份开始，李某便一直在
西宁市七一路附近的一家彩票店
买彩票，半年多过去了，他没中过
一次大奖，倒是和彩票店的老板
娘混了个脸熟。11月初的某一
天，李某照旧来买彩票，老板娘声
称手机最近使用特别慢,让李某
帮忙看一下是啥原因。查看手机

期间，李某临时起意把老板娘手
机里的 2000元转到了自己的微
信上。李某将手机系统更新后还
给了老板娘，老板娘并没有发现
自己的账目有何不妥，直到11月
19日李某再次来到彩票店,老板
娘见到李某说自己微信转账记录
对不上,请他帮忙看一下。李某
再 次 转 走 了 老 板 娘 手 机 中 的
2000元之后，删除了转账记录。

11 月 20 日，西宁市公安局
城西分局兴海路派出所接到报

警，称自己的信用卡被人盗刷
了，感觉这半年来经常到店里买
彩票的李某很可疑。接到报案
后，民警将李某传唤至派出所，
李某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他供述，有一次老板娘给别
人支付钱款时他记住了支付密
码，买彩票迟迟不中奖就动起了
歪脑筋，先后两次从彩票店老板
娘手机中转出 4000 元人民币，
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已被依法
刑事拘留。

西宁一彩票店老板娘信用卡被盗刷两次

盗贼竟是彩民

本报讯（记者 王雪）11月 22
日，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
党支部书记和党务工作者观摩
西宁市委党校推进“两个绝对”
具体化的操作流程、具体方法、
工作细节、经验特色，以此查找
自身不足、扩展思路，切实找准

“两个绝对”具体化与法院工作
的结合点，积极履行司法审判
职能，不断提升工作质效。

本报讯（实习生 拉毛措 通
讯员 周海龙）今年来，西宁市城
东区审计局立足于审计事业发
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
积极探索独具特色的审计文化
建设，将“一优两高”战略融入

“阳光审计”品牌建设中，树立
了良好的审计形象。

观摩学习拓展思路

品牌建设 树立形象

湟源检察

都兰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