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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新闻

本报讯（记者 郭佳 通讯员 朱鑫垚）近

日，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全市法院审理

涉疫情民商事案件座谈会，全市法院做好涉

疫情民商事案件审判工作，统一裁判尺度，充

分发挥人民法院民商事审判职能，加大矛盾

纠纷化解力度。

会议指出，全市法院要提高思想认识，加

强涉疫情民商事案件审判工作，充分发挥司

法调节社会经济关系的作用，为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司法保障

和服务。统一司法裁判尺度，依法妥善审理

好涉疫情民商事案件，在实践中要认真学习，

准确理解和适用。

会议强调，涉疫情案件的办理要体现法律

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立案

环节把好关，特事特办；在不违反程序的情况

下，注重调解；要统一司法裁判尺度。在社会

效果上，要在诉讼服务中加强信息化运用力

度，通过多种方式为当事人做好司法服务；注

重办案方式方法，通过调解方式、借助社会力

量多元化解决矛盾纠纷，推进复工复产。依

法妥善审理好涉疫情案件，做好司法保障，维

护群众权益，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本报讯（记者 张璐）5
月 13日，记者从青海省卫生

健康委员会了解到，根据青

海省重大疾病和地方病防治

工作领导小组监测结果显

示，2020 年底能如期实现消

除碘缺乏病目标。

我省是全国历史上碘缺

乏病流行较为严重的地区。

据上世纪 80年代调查，全省

地方性甲状腺肿、地方性克

汀病重流行县有 21个，主要

分布在西宁、海东、海南、海

西、黄南、玉树等地的农牧

区，病区人口 201.46万人，确

诊甲状腺肿病人 221771例、

患 病 率 12.05% ，克 汀 病 人

1590 例、患病率 0.9‰，亚临

床型克汀病人约 12万。

2018 年，我省制定实施

地方病防治专项三年攻坚行

动，计划到 2020年底与全国

同步实现消除碘缺乏病、助

力脱贫攻坚实现小康。通过

强化防治措施、救治救助现

症患者、监测评价全覆盖、群

众健康意识提高行动等六大

行动，重点保障儿童和孕产

妇的碘营养需求。监测结果

显示，全省人群碘营养整体

适宜，到今年底能如期实现

消除碘缺乏病目标。

本报讯（记者 张小娟）5月 13日，西

宁市人民检察院召开民事行政、公益诉

讼检察工作推进会，落实全省检察长会

议精神及青海省人民检察院调研督导西

宁市检察机关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

工作。

会议对各区县检察院 4月以来案件

线索和办理数量有所上升给予了肯定。

并对当前全市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

工作中存在的办案数量不均衡、案件拓

展面窄、检察建议说理不够、特色亮点

工作和典型案例缺乏等问题展开交流和

讨论。各基层检察院分管检察长就上述

存在的突出问题作了交流，并围绕狠抓

落实这一主线作表态发言。

会议强调，西宁市检察机关在今后

的工作中要强化工作责任心，增强工作

主动性，摒弃“等、靠”思想。主动出击

寻找案源，西宁市检察院要带头多办

案，整合办案资源，充分运用办案一体

化机制。办案数量较少的区县检察院要

找出工作差距、加大办案力度、增强办

案质效。各区县检察院要根据自身特点

打造特色亮点工作，发挥检察机关监督

职能，积极、稳妥地推进全市民事行政、

公益诉讼检察工作。

会上，西宁市四区三县基层检察院

就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开展情

况、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下一步工作

打算和措施作了简要汇报。

果洛讯（王文华）5月 11
日，果洛藏族自治州消防救

援支队派员为州委党校第

十七期青年干部培训班开

展消防安全培训。

此次培训采取课上与

课下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

统一的方式，设置课堂理论

讲授、消防设施讲解、器材

装备展示、初期火灾扑救和

疏散逃生体验等环节。授

课人员结合火灾事故警示

案例，着重解读了新修订的

消防法、国务院《消防安全

责任制实施办法》等法律法

规。结合现场的消防设施

器材，对其功能和使用方法

作了详细讲解，并指导学员

开展初期火灾扑救实践，组

织学员们开展疏散逃生体

验。

通过此次授课，参训干

部进一步认识到落实消防

安全主体责任的重要性，提

高了火灾防范意识和消防

安全管理能力。

西宁市中院

统一司法裁判尺度 加强涉疫案件审判

西宁市检察院

发挥监督职能 加大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力度

果洛州消防救援支队

为青年干部开展消防安全培训

本报讯（记者 雷洁）5
月 9 日起，西宁市统计局开

展“一条主线五项行动”防惩

统计数据造假。行动旨在落

实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

作假主体责任，不断提高统

计数据质量。

据了解，“一条主线”是

指以全面落实《关于深化统

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

据真实性的意见》《统计违纪

违法责任人处分处理建议办

法》《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

弄虚作假督察工作规定》为

主线。“五项行动”为：一是下

好“先手棋”，发挥领导干部

“头雁效应”，聚焦“关键少

数”，抓实抓细抓好统计造假

专项治理工作。二是对全市

县级以上干部开展统计法治

专题培训，加强统计造假源

头防控，强化统计数据质量

内控机制和外部监督，解决

统计数据失真失实干扰决策

判断、虚增群众获得感、透支

政府公信力问题。三是开展

基层统计法治工作调研，聚

焦统计造假问题，找准病灶、

精准施策。四是自查自纠、

督促检查，深入查找在提高

统计数据质量、日常监督管

理、体制机制建设等方面存

在的不足，强化监管、健全制

度，从源头上杜绝统计造假

可能。五是加强与青海省统

计局工作对接力度，及时领

会上级统计机构开展统计法

治工作精神。

本 报 讯（记 者 郭 佳

通讯员 祁小芹 金雯）5 月

13 日，西宁市中级人民法

院行政庭公开审理了一起

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行

政复议决定案件。负责审

理西宁市行政案件的部分

法官参加了庭审观摩，西

宁市城北区司法局负责行

政复议的工作人员旁听案

件审理。

原告李某某诉被告湟

中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

定一案，湟中县人民政府

副县长张明作为被告行政

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庭

审中，合议庭对作出本案

所涉行政复议决定的合法

性展开审理，针对行政复

议决定书存在的“未充分

说 明 裁 量 过 程 和 决 定 理

由，既不能说服行政相对

人，也难以有效控制行政

裁量权”的问题予以指出，

取得了通过行政审判促进

行政执法的良好效果。

西宁市中院行政庭坚

持加强司法与行政联动的

工作原则，积极转变工作

思路，拓宽行政争议解决

途径，在监督、支持和促进

行 政 机 关 依 法 行 政 的 同

时，主动与行政机关联动，

进 一 步 发 挥 行 政 复 议 便

捷、高效解决行政争议的

制度优势和化解行政争议

的主渠道作用，不断加大

调解、和解工作力度，进一

步服务于法治政府建设。

本报海西讯（通讯员 杜文龙 记者

雷竣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一旦动了

贪念，就会犯下不该犯的错。5 月 6 日 19
时，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公安

局接到赵某报案称：银行卡内 6000 元被

盗，微信账户 5000元被盗。

接到报案后，德令哈市公安局刑侦大

队民警迅速展开调查，经对被害人资金流

侦查，确定俞某有重大作案嫌疑，并于当

日 22时许将犯罪嫌疑人俞某抓获。

经调查，俞某与赵某同在某工厂车间

工作。俞某在工作期间，得知赵某银行卡

账户有 20000元存款。5月 5日凌晨，债务

缠身的俞某利用赵某给其小额微信支付

的机会，获悉赵某手机解锁密码及微信支

付密码。俞某以借用赵某手机查看单位

工作群工作内容为由，将其微信账户上的

5000元转入自己名下卡内,并删除了取款

提示信息。

当日 15时许，俞某谎称家中有事急需

用钱向赵某借款，赵某持卡与俞某一同去

银行取款。随后,俞某提出去赵某住处喝

酒。在赵某住处喝酒时，俞某趁其不备拿

上车钥匙，以“下楼买东西”为由潜入车

内，将扶手箱内钱包里的银行卡盗走，到

ATM机盗取 6000元。到案后,俞某对盗窃

赵某银行卡及微信账号内现金的犯罪事

实供认不讳。

目前, 犯罪嫌疑人俞某已被德令哈市

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此案件正在侦办中。

男子债务缠身
盗取工友钱财

5月12日，西宁市城西区兴海路街道办事处兴海路社区戒毒（康复）工作站开展夏

季禁种铲毒工作，同时向辖区居民宣讲毒品对人体、家庭和社会的危害，鼓励群众积极

举报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等线索。 本报记者 郭佳 摄影报道

西宁市统计局

一条主线五项行动 防范统计数据造假

年内我省有望消除碘缺乏病

观摩旁听典型案件
规范行政复议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