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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 者 郭 佳 通 讯 员

官阿措）自 5月 1日起，在西宁市城

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设立、变

更业务时，需先登记注册身份验证

APP，相关申请人经过刷脸扫描完

成实名验证。截至目前，企业登记

注 册 104 户 ，个 体 登 记 注 册 231
户。通过信息化手段对申请人信

息予以实名验证，弥补了申请人办

理登记注册时身份信息验证手段

不足的短板，有效防止冒用他人身

份信息骗取市场主体登记的违法

行为发生。

大通讯（邹远萍）日前，大通回

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对部门负

责人、法官、法官助理及书记员开

展信息化实际操作及应用考核。

此次考核内容包括数字法院业务

应用系统、OA办公系统、文书智能

编写、数字法庭开庭、网络庭审直

播、文书直报系统、电子卷宗深度

应用等操作情况，达到人人对各系

统熟悉操作和应用，考试成绩综合

纳入个人年底绩效考核。

同德讯（张世云）为进一步推

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入开展，杜

绝各类违法犯罪事件发生，切实加

强社会治安管控工作，日前，海南

藏族自治州同德县公安局河北派

出所对辖区内的旅馆开展了安全

检查。民警对是否按规定登记旅

客信息、监控设备是否运行正常以

及消防设施齐全等问题展开全面

检查，共检查旅馆 6家。

西宁讯（祁英）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检

察院向教育部发出的“一号检察建议”精神，日前，

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检察院联合城中区教育部门前

往辖区总寨逸夫小学、逯家寨中学和阳光小学，就

“一号检察建议”的落实情况开展实地调查并召开

座谈会。

座谈会上，检察干警介绍了最高检制发检察建

议的背景、目的及“一号检察建议”的主要内容，强

调学校是孩子生活、学习的重要场所，孩子的成长

离不开学校、家庭、社会的共同努力，应齐抓共管，

形成合力，为孩子的健康成长营造安全环境。检察

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将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加强

与学校沟通，建立长效联系机制，以解决问题为出

发点和立足点建立检校共建机制，为学校教育提供

法律服务。各学校参加座谈的老师就“一号检察建

议”的具体落实情况及存在的问题作了介绍，希望

通过检校共建机制为学校、老师和学生提供法律帮

助。

本报讯（记者 陈文雯）日前，

果洛藏族自治州公安局破获一

起利用赌博机开设赌场案。

果洛州公安局民警在摸排走

访工作中梳理出多条赌博违法

犯罪可疑线索和一个初具规模

利用赌博机开设赌场犯罪团伙

后，联合玛沁县公安局组成专案

组全面彻查该犯罪团伙组织架

构、经营网络等。经查，以赵某、

赵某某、杨某为首的犯罪团伙，

于 2月底在玛沁县拉加镇一出租

房屋内依托 8机位捕鱼机开设赌

场，在近 40 天时间，非法牟利 6
万余元。该团伙内部组织严密、

分工明确，多手段掩饰赌场地

点、活动规律。

4 月 7 日晚，果洛州公安局、

玛沁县公安局出动民警 70余人，

开展多地缉捕收网工作，在西宁

市、海东市平安区、化隆回族自

治县及玛沁县拉加镇等地抓获

涉案人员 6人，当场查扣赌博机 3
台。5 月 10 日，检察机关以涉嫌

开设赌场罪，依法对犯罪嫌疑人

赵某、赵某某、杨某批准逮捕。

对受雇佣为赌场从事望风看场、

兑换筹码活动的 3人和已查明的

21名参赌人员，警方均依法给予

治安处罚。

本报讯（记者 刘茜 通讯员

胡秀琴）近日，青海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联合共青团青海省委

面向全省 16 岁至 35 岁失业青年，

印发了《关于实施青海省青年就业

启航计划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

《通知》指出，我省今后将从 6
个方面开展就业帮扶工作。做好

失业调查，对失业青年定向摸排，

登记了解掌握家庭情况、失业原

因、求职意向、技能水平和服务需

求等基本信息，依托“金保工程”信

息系统建立实名信息数据库；开展

职业指导，组织失业青年参观人力

资源市场、技工院校和企业园区，

对有求职意愿的青年开展一次职

业素质测评，量身定制一份就业启

航计划书，帮助合理确定职业定

位；加强技能培训，有针对性地提

供技能培训服务，帮助有就读技工

院校意愿的失业青年优先接受技

工教育，按规定落实免学费和助学

金，优先安排实习，优先推荐就业；

扶持自主创业，组织有创业意愿的

失业青年参观创业园区、孵化基

地、众创空间，感受创业氛围，落实

创业扶持政策，帮助符合条件的失

业青年申请创业担保贷款，按规定

提供首次创业补贴、创业一次性奖

励和岗位开发补贴等支持，降低创

业成本；实施就业帮扶，将建档立

卡贫困家庭、城乡低保家庭、零就

业家庭和残疾失业青年作为重点

援助对象，“一对一”开展结对帮

扶，提供有针对性的就业服务；加

强就业管理，做好失业青年就业失

业登记工作，通过与工商、社保登

记库数据的比对，准确记录就业失

业状态。

青年就业启航计划的实施，将

有效增强长期失业青年就业意愿

和职业素养，有力提高其劳动参与

率和就业能力，推动实现更高质量

和更充分就业。

我省启动实施青年就业启航计划

西宁讯（马笑瑛）近日，西宁市

城北区金融办检查辖区内 9 家典

当公司的机构设置、合规经营以及

接受监管情况，对查出的问题现场

政策分析，并提出意见建议，力求

即查即改。此次检查是城北区金

融办自今年 3月 15日成立以来首

次开展的监督检查工作，为有效打

击金融犯罪，建立良好的社会诚信

体系奠定了基础。

本报讯（记者 郭佳）5 月 21 日，西

宁市公安局城西分局查处一起阻碍执

行职务案。

4月 1日，城西区西关大街某KTV
发生一起结伙殴打他人案，城西公安

分局五四大街派出所民警接到 110 指

令后立即赶到现场，在处置过程中，发

现一辆涉案的白色奔驰轿车内有管制

刀具，违法行为人徐某为逃避打击，突

然强行开车，阻碍了处警民警正常执

法。5 月 21 日，民警将违法行为人徐

某及其他涉案人员抓获归案。

城西公安分局治安大队、法制大

队及督察部门启动维权机制介入调查

后，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以

徐某阻碍执行职务予以行政拘留 10
日，以徐某殴打他人予以行政拘留 15
日并处罚金 500元，两项行政处罚合并

执行，最终予以行政拘留 20日，并处罚

款 500元的处罚。

本报讯（记者 张璐 实习生 杜

秉琛）近期，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在食品生产加工环节谋定“四个

提升”行动，确保风险隐患在可控

范围内实现质量提升目标。

谋定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综合

治理三年提升行动，计划通过三年

的指导、帮扶，实现全省食品小作

坊许可率 90%以上。到 2021年底，

全省建设 450家食品小作坊示范单

位，以点带面引领和推动小作坊行

业规范发展。获证食品生产加工

小作坊业主食品安全法律知晓率

达到 100%。

谋定食品生产企业、加工小作

坊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提升行动，获

证食品生产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

体责任达到 6个 100%，获证食品生

产加工小作坊落实食品安全主体

责任信息公开达到 60%以上。

谋定乳制品质量安全提升行

动，使获证乳制品生产企业中具备

自主研发能力的企业达到 30％以

上，企业原辅料管控率达到 100％，

企业生产乳制品自检自控率达到

100％，建立实施HACP体系的企业

达到 100％。

谋定肉制品生产过程管理规范

提升行动，使获证肉制品生产企业

中具备自主研发能力的企业达到

40％以上，企业主体责任落实率达

到 6 个 100%。实行原料供应商审

核制度的企业达到 100%，原料肉动

物检疫合格证明、肉品品质检验合

格证明等管控持证率达到 100%，企

业 生 产 肉 制 品 自 检 自 控 率 达 到

100%，企业实施危害分析与关键点

控 制 HACCP 体 系 落 实 率 达 到

100%。

加强监管 促进发展

登记注册 实名验证

业务考核 提升能力

安全检查 加强管控

省市场监管局提升食品生产加工质量

西宁城西警方
查处一起阻碍执行职务案

果洛警方破获一起利用赌博机开设赌场案

西宁城中检察院贯彻落实“一号检察建议”

5月20日，西宁市城西区残疾人联合会联合辖区爱心助残单位

在西宁市麒麟湾公园举办“文旅助残·放飞梦想”全国助残日系列

公益善行活动。图为社会工作者通过展示牌向市民宣传残疾人权

益保障知识。 本报记者 邢鹏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拉毛措）近日，西宁

市城北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盗

窃案。

3月一天，被告人李某强、孔某国、

李某业经预谋，租用一辆拉客的“黑

车”，从西宁市城北区北山宁辰建材市

场某装饰开关店铺盗窃成捆电线 7捆，

并将盗窃的电线低价变卖给了废品收

购站，所得赃款被挥霍一空。经鉴定，

被盗电线价值为 2142元。

近日，城北区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孔某国、李某业、李某强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盗窃他人财物，数额较

大，行为均已触犯刑律，构成盗窃罪。

李某强系主动自首，予以量刑。遂以

犯盗窃罪依法判处李某强拘役 4个月，

并处罚金 2000元；孔某国、李某业有期

徒刑 7个月，并处罚金 2000元。

盗窃电线 三人获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