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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雷洁）近日，西宁
市民政局出台今冬明春特殊困难家
庭临时救助工作方案。经过个人申
请、乡镇（街道）审查、审核，县（区）审
批等程序后，救助金将于明年春节前
发放到救助对象的银行账户中。

据悉，凡西宁市户籍居民或持有
西宁市居住证的非本市户籍人员，遭
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和

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
现严重困难的家庭以及施救后仍然
存在生活困难、尚需进一步救助的困
难群众可以得到救助。救助标准具
体为：

因重特大疾病导致生活困难的
家庭，经其他报销、帮困、救助措施
后，负担仍然较重的家庭，当年累计
个人承担医药费 30000元以下的，救

助3000至10000元；个人承担医药费
30000 至 50000 元的，救助 10000 至
15000元；个人承担医药费 50000元
以上的，救助15000至20000元。

因火灾、交通事故（无责任方或
责任方无赔偿能力）等意外事件导致
生活困难的家庭，经保险、救助等措
施后，个人损失 30000元以下的，救
助 3000至 10000元；个人损失 30000

至 80000 元的，救助 10000 至 15000
元；个人损失 80000元以上的，救助
15000至20000元。

因子女就学导致家庭困难，经各
种救助后，生活仍然比较困难的家
庭，救助3000至5000元。

其他特殊原因造成家庭生活特
别困难的，经各种救助措施帮扶后基
本生活仍然难以维持的，救助 3000

至5000元。
对于已经救助之后仍有特殊困

难的家庭，经县区人民政府研究批准
后，可以适当增加救助次数予以解
决。具体救助额度计算方法为：困难
家庭一次性临时救助额度等于困难
家庭人口数乘以困难延续时限（以月
为单位）乘以西宁市当年城市最低生
活保障月标准。

今冬明春特殊困难家庭临时救助工作方案
西宁市出台

本报讯（记者 郭佳）为进一步
加强“非洲猪瘟”防控工作，近日，西
宁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获得
食品生产许可证的 6家肉制品加工
企业法人和质量负责人，召开防范

“非洲猪瘟”约谈会。
会议学习传达了农业农村部畜

牧兽医局《关于四川省巴中市巴州
区和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排查出非
洲猪瘟疫情有关情况的通报》和西

宁市防治重大动物疫病指挥部办公
室《关于紧急排查生猪养殖场（户）
饲喂餐厨剩余物的通知》精神。

会议要求，严查进货查验情况，
重点检查每批原料肉是否具有合法
来源证明以及其检验检疫合格证
明。发现问题猪肉或来历不明的原
料肉及时向食品监管部门汇报，同
时做好产品召回工作，确保实现肉
制品从原材料购进到产品销售全程

可追溯。严查生产过程控制管理，
包括生产车间环境、生产条件、工艺
流程是否与许可相符，生产记录是
否真实反映配料种类、品名、生产日
期或批号、使用数量等，通过物料平
衡、进出台账验算等手段，严查肉品
原料来源，检查发现不符合要求的，
责令企业停产并限期整改。严查仓
储管理情况，包括原材料及成品贮
存是否规范，冷库温度控制是否符

合产品贮存要求。严查出厂产品是
否检验合格，未经出厂检验或检验
不合格产品不得出厂销售。

与此同时，进一步加强对肉制
品生产企业和猪肉产品市场监管力
度，持续整顿和规范猪肉市场经营
秩序，强化市场监督检查，督促企业
严格落实主体责任，确保采购的食
品原料符合国家有关要求和标准，
做到“来源清，可追溯”。

西宁市食药监管局

约谈6家肉制品企业负责人防范“非洲猪瘟”

日前，海南
藏 族 自 治 州 同
德 县 公 安 局 唐
谷 派 出 所 组 织
民 警 深 入 辖 区
牧 民 群 众 家 中
开展扫黑除恶、
缉枪治爆、防火
防盗、网络安全
等宣传活动。

张世云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刘胜平 通讯员
马春英）近日，由西宁市城西区人
民检察院起诉的认罪认罚制度及
适用速裁程序案件在西宁市城西
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并在开庭 10
分钟后当庭宣判。这是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于
今年 10 月 26 日实施后，西宁市城
西区首例适用认罪认罚制度及速
裁程序案。

6 月 17 日 18 时 30 分许，被告
人侯某酒后驾驶轿车行至西宁市
城西区香格里拉大道与昆仑西路
交叉路口处时，与赵某驾驶同向行

驶的越野车发生剐蹭。民警现场
对被告人侯某进行呼气式酒精检
测，检测结果为 131mg/100mg，后经
西宁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
所鉴定，案发时被告人侯某血液中
乙醇含量为 149mg/100mg，属于醉
酒驾驶机动车。

城西检察院受理该案后依法告
知犯罪嫌疑人侯某认罪认罚的法律
规定和法律后果。侯某表示自愿认
罪认罚、同意适用速裁程序，并在城
西检察院设置的值班律师的见证下
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

城西检察院在 10日内快速审

结案件并依法建议城西法院适用速
裁程序。城西检察院通过审查后，
认为侯某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
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
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
讼法》第 15条的规定，可以依法从
宽处理，适用缓刑条件，遂向城西人
民法院提出缓刑的量刑建议。

开庭 10 分钟后，城西法院采
纳了城西检察院的量刑建议并当
庭宣判：被告人侯某因醉酒驾驶机
动车，判处拘役 3 个月，缓刑 6 个
月，并处罚金 2000 元。侯某当庭
服判。

西宁市城西区

首例适用速裁程序案件当庭判决
庭审仅用10分钟

本报讯（记者 张小娟）今年以
来，西宁市把旅游业作为打造绿色
发展样板城市、建设新时代幸福西
宁的重要内容，在继承“生活之城、
幸福之城”丰富内涵、建设幸福西宁
的实践中，立足打造青海全域大旅
游格局“第一站”。

西宁市按照“省内大众游、省外
高端游”的发展定位，着力打造“一
核、两圈、三轴、三区、五大产品”的
全域旅游发展格局。“一核”，即主城
区打造以商贸、购物、休闲、美食为

主的全域旅游发展核心；“两圈”，即
推进提升环市区乡村旅游圈、环夏
都200公里旅游圈；“三轴”，即打造
湟水河沿线城市生态旅游发展轴、
海湖多巴现代休闲旅游发展轴、西
宁卫城及博物馆群多元文化交融发
展轴；“三区”，即创建大通国家级全
域旅游示范区、湟中省级全域旅游
示范区、湟源丹噶尔古城产业改革
创新区；“五大产品”，即培育西部自
驾游、美丽田园乡村游、绿水青山生
态游、幸福西宁城市游、丝绸之路高

端游五大全域旅游产品。
截至目前，西宁市实施重点

旅游项目 33 项，完成投资 73 亿
元，持续提升鲁沙尔大景区，加快
丹噶尔古城二期建设，依托藏医
药博物馆、昆仑玉博物馆，加快打
造博物馆群 5A 级景区。熊猫馆、
冰球馆、海洋馆等一批高层次旅
游项目正在有序推进。同时对唐
道 637、新千丝路风情街等城市特
色街区进行细致规划，高端旅游

“品牌”正逐步显现。

西宁市着力打造青海全域旅游“第一站”

本报讯（记者 郭佳）近日，西宁市
公安局城西分局召开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暨公共娱乐服务场所治安管理
工作推进会。

会议要求各单位要持续加强对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视程度，不等
不靠、主动作为，尤其是针对近期开
展的工作要回头看，对在侦的线索要
全面梳理，形成台账，保证后续案件
办理的证据完备、打击到位。查找工
作中存在的不足，查缺补漏，健全完
善各项工作机制，以扎实有力的行动
和切实可行的措施务必确保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取得成效。积极动员广
大人民群众检举揭发黑恶势力犯罪
线索，调动人民群众同黑恶势力作斗
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浓厚的舆论
氛围营造扫除黑恶专项斗争的高压
态势。

会后，城西公安分局与各单位负
责人签订了《城西公安分局治安部门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暨公共娱乐服务
场所治安管理责任书》。

西宁市城西公安

开展娱乐场所领域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本报讯（记者 王雪 通讯员 崔子
玥）今年以来，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积极开展对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和生
活困难当事人的司法救助工作。

近期，城北法院针对一批涉农民
工工资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根据现
行的司法救助制度，对20起案件21人
进行司法救助111216元。下一步，城
北法院将通过严格规范的救助资金发
放流程，确保让真正需要的当事人得
到救助，有效缓解当事人生活困难。

近年来，城北法院通过司法救助
为生活困难的申请执行人及其他符合
司法救助条件的当事人解决了燃眉之
急，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
果，最大限度地保障胜诉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

西宁市城北法院

司法救助一批涉农民工工资
无财产执行案件

本报讯（记者 刘茜 通讯员 王勇）
近日，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为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再添战绩，成功
打掉一涉恶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
人11名。

今年11月，循化县公安局刑侦大
队民警发现7月22日发生的一起棋牌
室内打架斗殴案件存在诸多疑点，遂
对此警情进行详细核查，并对相关涉
案人员进行深入调查。经侦查，该案
报案人韩某、马某、马某某等人纠集社
会闲散人员，长期在循化县城及周边
乡镇的宾馆、茶艺、棋牌娱乐室等场所
收取“保护费”、对休闲娱乐群众索要

“红钱”“抜头子”，并从事开设赌局牟
利、寻衅滋事、敲诈勒索等多项违法犯
罪行为。

12月 12日，循化警方将马某、马
某某、韩某等 11名涉嫌敲诈勒索、寻
衅滋事等恶势力犯罪团伙成员抓获归
案。经审讯，韩某、马某等人对实施的
4起寻衅滋事、敲诈勒索违法犯罪案
件实事供认不讳。

目前，该团伙的 7名主要犯罪嫌
疑人已被循化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
留，2名违法人员被行政拘留，2名犯
罪嫌疑人正在继续审查，案件还在进
一步侦办中。

循化警方

打掉一涉恶犯罪团伙

本报讯（记者 刘茜 通讯员 刘英
福）近日，海东市民和县回族土族自治
县公安局古鄯、甘沟、李二堡派出所依
法查处3起赌博案。

12月 4日 16时许，古鄯派出所在
辖区开展涉赌线索摸排时，在村民高
有某的小卖部内抓获 8名参赌人员。
经查，高有某购置了两台自动麻将机，
在自家小卖部内为参赌人员提供赌博
场所，高有某收取“板凳费”。赵长某、
陈富某等 8人对参与赌博的违法行为
供认不讳。查证属实后，高有某被行
政拘留 4日，赵长某等 8人被各处 300
元罚款。

12月 4日 20时许，甘沟派出所民
警在辖区巡逻时发现李家村一小卖部
内有人参与赌博。经查，李永某为赌
博提供条件，抽头牟利。李某等 12人
对参与赌博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查
证属实后，李永某被处以 500元罚款，
李某等12人被各处300元罚款。

12月 8日 14时许，李二堡派出所
根据前期摸排获悉辖区河西沟村陈某
英家中聚众赌博。经过突击检查，当
场抓获为赌博提供条件陈某英及冶某
成等参赌人员 4名。经询问，陈某英
对其为赌博提供条件的违法事实供认
不讳，王某林等 4人如实交代了参与
赌博的违法事实。查证属实后，对陈
某英、冶某成等 5人分别给予行政拘
留4日的处罚。

民和警方

查获3起涉赌案

抓获犯罪嫌疑人11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