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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郭佳）去年，西宁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立案查处各类食

品违法案件 347起，移送公安机关 7
起。西宁市消费者协会受理消费投

诉 918 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62.16万元。受理各类价格投诉举报

2221 件，全年未出现重大价格投诉

和恶性价格纠纷。

去年，西宁市市场监管局全系

统未发生较大以上安全生产事故，

超额完成各项目标任务。在全市 64
家大中型商超和农贸市场建立食品

安全快检室，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结

果公示率 100%，医疗器械经营企业

建档率 100%。积极探索建立生态

标签制度，创建完成 35 家“绿色餐

厅”。2018 年度全市企业年报公示

率为 94.52%，比上年度提升 0.37 个

百分点，保持在全省前列。

西宁市市场监管局先后开展各

类市场专项检查整治 52 次，开展打

击传销规范直销企业经营行为专项

整治活动，核查处置涉嫌传销线索 3
起。开展物业服务价格等价格专项

检查 14 次，受理各类价格投诉举报

2221 件，全年未出现重大价格投诉

和恶性价格纠纷。同时，抽检儿童

用品、家用电器、服装等重点产、商

品 1054批次，查处不合格产、商品案

件 116 起。全市专利申请量达 3213
件，占全省专利申请量的 71.69%，同

比增长 7.06%。同时，32家商超申请

成为“全国 12315 互联网平台”的

ODR 企业，81 户大中型商企落实首

问负责、赔偿先付制度。

本报讯（记者 雷洁）去年以来，全省各级

工会创新构建农民工服务体系，强化思想引

领，突出维护权益，开展法律援助，办实事做好

事，进一步增强了农民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

全省各级工会积极促进就业创业,搭建就

业服务平台，建立完善常态化就业服务机制，

为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等就业困难群体提供

就业信息、法律咨询、困难帮扶等服务。贯彻

落实《青海省工会扶持困难职工和下岗失业职

工创业就业工作方案》，帮助困难职工、农民工

就业创业。积极建言献策，提出意见建议，推

动农民工有关政策措施的制定、完善和落实。

积极配合政府开展农民工工资清欠专项督查，

联合实施“护薪”行动，合力做好拖欠农民工工

资争议处理工作。开展企业劳动用工“法律体

检”活动。坚持建立健全以职代会为基本形式

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青海省总工会集资 240
万元，免费为 8000 名农民工、劳务派遣工体

检。

西宁市市场监管局

去年立案查处各类食品违法案347起

解难题 促服务

我省各级工会不断提升农民工获得感

微 新闻

西宁讯（赵英）近日，西宁市城中区仓

门街街道办事处石坡街社区党委联合辖

区幸福党建联盟单位为环卫工人、文明交

通劝导员和孤寡老人开展送温暖活动。

活动以“幸福党建”联盟为载体，以社区

“大党委”为平台，与辖区“幸福党建”联

盟单位搭建好社区与居民之间的平台，把

区域化党建落实到服务群众上。

本报讯（记者 陈文雯）去年 12 月 27
日21时许，西宁市公安局城中分局南川东

路派出所联合治安大队在辖区开展清查

时，发现某家属院内有人赌博。经过几个

小时的蹲守，端掉了这个赌博窝点，抓获于

某等8名违法行为人，缴获赌资4000余元。

本报讯（记者 郭佳 通讯员 张凯峰）

近日，西宁市城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

辖区药品零售（连锁）经营企业负责人300
人、医疗机构负责人 160人开展城西区药

品法律法规知识培训会，详细讲解相关法

律法规，并与辖区药品零售（连锁）经营企

业签订了《安全生产承诺书》，明确了药品

经营质量安全第一责任人。

本报讯（记者 祁瑛）近日，西宁市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公安局命案积案

侦破工作再添新战果，抓获 1名潜逃 25
年的犯罪嫌疑人。

1995 年 12 月，被害人海某与犯罪

嫌疑人宁某因琐事发生冲突，宁某伙同

他人将海某捅伤后潜逃，海某被送往医

院抢救无效死亡。数年来，大通县公安

局将此案列为重点追逃案件侦办，公安

局领导多次听取命案积案侦破工作汇

报，指示刑侦大队充分利用科技手段与

传统手段相结合的模式，全面开展命案

积案侦破攻坚工作。功夫不负有心

人。经办案民警辗转调查、户籍比对、

严密布控，于去年 12月 31日，将犯罪嫌

疑人宁某在陕西省咸阳市抓获。今年

1月 3日，宁某被押解回西宁市。经审

讯，犯罪嫌疑人宁某对其实施的犯罪行

为供认不讳。

本报讯（记者 陈文雯）去年年底，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茫崖市花土沟

镇一男子为挽留女友谎报警情被拘留。

去年 12月 30日，花土沟派出所接

到花土沟机场公安分局移交警情，王

某因女友要回西宁市，他不想让女友

离开，在挽留无果的情况下，向机场警

方报警 ，称女友罗某将其一块价值

1980 元的玉佩盗走，并乘坐飞机前往

西宁市。花土沟机场警方迅速联系西

宁机场警方将罗某拦截，警方经调查

发现，罗某并未盗窃王某的玉佩，王某

承认，他是为了挽留女友报了假警。

接到警情移交后，花土沟派出所迅

速收集证据，并讯问王某，王某对自己

谎报警情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目前，

茫崖警方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

定，对王某作出行政拘留6日、并处罚款

300元的处罚。

搭建平台 服务群众

聚众赌博 8人被抓

法治培训 明确责任

男子涉嫌命案潜逃
25年后咸阳落网

挽留女友想歪招
谎报警情被拘留

1月6日，西宁市城中区禁毒委员会办公室组织辖区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派出所民警

利用春节前外出务工人员返乡节点，在西宁市南川西路客运站开展禁毒宣传活动。

本报记者 祁瑛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刘茜 通讯员 李庆

业）新年伊始，家住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

自治县马营镇的王某愁眉不展，因朋友

祁某欠她的 5 万元钱迟迟不还，且祁某

远在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王某想通

过诉讼讨债，又觉得远程起诉较为困难，

她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于 1月 7日，将起诉

状递交至民和县人民法院。

立案庭的法官了解情况后，指导王

某 在 手 机 上 下 载“ 青 海 移 动 微 法 院 ”

APP，帮 助 王 某 用 手 机 上 传 了 诉 讼 材

料。提起诉讼后，民和县法院立即向祁

某所在地管辖法院海晏县人民法院发起

了跨域立案申请。在海晏县法院的协助

下，民和县法院于当日完成了新年首例

跨域立案。

“青海移动微法院”构建了“家门口

起诉”的跨域诉讼新模式，让当事人充分

感受到“指尖诉讼、掌上办案”的便利。

民和县法院

跨域立案
解决当事人奔波之苦

本报讯（记者 祝嘉忆）西宁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发布公告，自 1月 10日至 2月 10日，试运行

西宁凤凰山快速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2 月 11
日起正式启用并转入执法管理。

西宁凤凰山快速路作为连接西宁市东西方

向的城市快速路，西起通海路，东至湟中路，全

长 11.6公里，道路建成通车后，极大地缓解了西

宁市城区的交通压力。为提高道路通行效率、

严格控制行车速度、规范安全驾驶行为，发挥智

能交通系统的管控作用。近期，西宁凤凰山快

速路主线及其连接的匝道互通口建设完成卡口

监控 12 处、诱导信息显示屏 4 处、视频监控 15
处、交通事件检测 4处、高点监控 4处、电子警察

7 个路口、单点雷达测速 6 处、区间雷达测速 2
处、违停抓拍 5处、语音播报提示 9处。

目前，以上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试运行稳

定。1月 10日至 2月 10日为宣传、告知、公示阶

段，西宁市交警支队根据有关规定，将西宁凤凰

山快速路沿线主要交通执法管控系统的具体设

置点位向社会进行公示。自 2月 11日起将正式

启用西宁凤凰山快速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并转

入执法管理。

西宁凤凰山快速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
今日试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