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郭佳）4 月 27 日

至 5 月 6 日，西宁市城北区再生资

源回收站点专项整治工作圆满完

成。13 家无证经营的再生资源回

收站点被取缔。

为进一步规范再生资源回收

站点经营秩序，全面改善再生资源

回收站点及周边环境卫生，由城北

区生态环境局牵头多部门成立专

项整治组，对辖区内再生资源行业

全方位、全覆盖专项整治。检查中

对经营环境脏乱差、存在较大安全

隐患、不符合经营规范的回收站点

停业整顿；对有销赃嫌疑的回收站

点负责人已由公安机关依法传讯；

对环境造成重大污染的回收站点

已由生态环境部门对其罚款；对存

在重大安全隐患问题的回收站点

已由应急管理部门对其罚款。目

前，辖区内共有再生资源回收站点

85家，其中无证经营 13家，已全部

取缔。停业整顿 9家，公安机关传

讯 4家，约谈 1家，处罚共 4家，处罚

总金额 3.5 万元，清理垃圾约 40 余

吨。

通过整治，确保了城北区再生

资源回收行业经营秩序平稳，整治

了再生资源回收行业乱象，逐步形

成了规范整洁、文明卫生、安全有

序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

本报海东讯（记者 刘茜 通讯

员 韩璐）5月 9日，海东市委召开全

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

组第一次会议。

会议要求，把准方向，坚持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统领守法普法工作，不断增强做好

守法普法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

觉和行动自觉，进一步提升服务海

东市工作大局的能力水平，持续开

展好“防控疫情、法治同行”专项法

治宣传行动。勇担使命，切实推动

守法普法工作落细落小落实，突出

重点，推进宪法学习宣传和贯彻实

施，进一步丰富形式手段，推动宣

传教育“活下来”“落下去”，压实普

法责任制，建立以案释法制度和媒

体公益普法制度。探索符合海东市

情的宣传途径，紧紧抓住民族团结

进步创建这个关键，进一步深化

“法律七进”，创新依法治理方式方

法，使法治育民在社会治理中发挥

更为重要的作用。狠抓落实，增强

守法普法工作实效，推动法治成为

全社会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行为

习惯。

会议强调，要明确职责，以实际

行动开创守法普法工作新局面，履

职尽责，进一步加强地区之间、部

门之间的协作配合，抓好督察。借

“七五”普法终期验收这个重要契

机，对海东市“七五普法规划”实施

情况全面评估，全面压实各地各单

位责任，强化调研，围绕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问题开展调

研，多到困难矛盾多、情况复杂的

地方，把真实情况摸清楚、问题症

结找准确、措施办法搞对路，为法

治海东、平安海东建设营造良好氛

围。

本报讯（记者 雷洁）5 月 8 日，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

局获悉，《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

用税法》自 2019年 9月 1日实施以

来，我省按照各地区实际情况明确

耕地占用税适用税额，确保了耕地

占用税法在全省平稳运行。

半年多来，全省各级税务部门

联合各地自然资源、财政等部门，

全面宣传解读耕地占用税法，对辖

区纳税人占地及欠缴情况全面摸

底排查，规范耕地占用税征管。深

入大宗占地企业，宣传解读耕地占

用税法及新税额标准，协助纳税人

清缴欠缴税款。新税额标准统一

确定各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耕

地占用税税额标准；将现行水浇

地、山旱地的分类税额标准统一为

耕地税额标准；对全省 45 个县区

分档，并对部分发展较快及经济水

平较低地区税额作了适当调整。

根据耕地占用税法授权地方

事项，对果洛藏族自治州、玉树藏

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和海西

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部分地区税额

标准统一确定为每平方米 10 元，

同时按照当地适用税额的 40%加

征耕地占用税。西宁市下辖四区，

耕地保护与城市发展矛盾相对突

出，适用税额调整为每平方米 25
元，同时按照当地适用税额的 40%
加征。对占用基本农田的，在全省

确定的适用税额标准基础上加按

150%征收。最大限度引导利用城

市现有土地，消化存量，尽量少占

或不占农用地，合理优化利用土

地，强化了耕地资源保护力度。

海东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第一次会议召开

大通讯（王海燕）日前，大通回

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以安微省高

级人民法院原党组书记、院长张坚

严重违纪违法一案为典型，开展“以

案释德、以案释纪、以案释法”警示

教育暨落实“三个规定”专项整治动

员大会。

会议传达学习青海省高级人民

法院和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会议精神，通报了张

坚违纪违法案例，全省法院及大通

县违纪违法案例，对全院开展“以案

释德、以案释纪、以案释法”警示教

育、落实“三个规定”专项整治作了

安排部署。

动员大会通过警示教育、专项

整治，推动人民法院政治生态、司法

生态、院风院貌持续向好发展，对全

院纪律作风建设提出了新的目标：

使干警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

命，筑牢对党忠诚、公正司法、廉洁

自律的思想根基；有效解决中纪委

通报中指出的“党的领导弱化、滥用

自由裁量权、肆意插手司法活动、法

官甘于被‘围猎’、制度机制不健全”

等问题；进一步加强对法官自由裁

量权的有效监督，严格执行防止干

预司法的“三个规定”，促使广大干

警严格公正廉洁司法。

西宁讯（范丽霞）为确保侦查监

督平台上线运行顺畅，有效提升工

作质效，近日，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检

察院组织业务部门干警开展侦查监

督平台操作培训。

培训分两个班次，组织城中区

检察院第一、二、三部检察官、检察

官助理开展侦查监督平台业务培

训，详细介绍平台主要功能、监督方

式、重点关注等情形，通过统一业务

应用系统测试版现场操作演示，进

一步熟悉操作流程，详细了解侦查

监督平台按照轻微、一般、重大和涉

嫌犯罪等四类违法违规情形，从轻

到重原则对应口头监督纠正、制定

下发侦查活动监督通知书、书面纠

正违法通知、移送涉嫌犯罪线索等

监督方式。

通过培训，参训干警充分认识

到侦查监督平台的重要功能，将尽

快适应平台的应用，落实“在办案中

监督，在监督中办案”工作要求，促

进侦查监督工作的规范化、精细化

运作，全面推动侦查监督水平、监督

质效迈上新台阶。

海北讯（高得岳）日前，海北藏

族自治州刚察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紧扣实际，立足岗位，开展为期一

周的岗位大练兵集训活动，全面提

升民、辅警执法管理和服务能力水

平。

在集训中，大队领导以身作

则、率先垂范、带头参训，进一步提

高了全警思想认识。紧密结合公

安交管岗位职责，坚持问题导向、

一线需求和实战引领，突出应知应

会和实用实效，坚持学习基本业务

知识和基本警务技能，扎实业务基

本功，增加业务熟悉度，提升队伍

整体素养。同时，刚察县交警大队

还邀请县公安局督察和法制民警

讲解执法办案程序和公正文明执

法等法律法规和警规警纪，规范执

勤执法。为全面提升民、辅警在日

常执勤工作的执法能力和执法形

象，邀请部队官兵和安排素质过硬

民警担任教官，利用早晨和下午开

展长跑、指挥手势、警容警姿、队列

训练等，全面增强队伍的整体素

质，推动公安交管工作和队伍建设

迈上新台阶。

集训结束后，大队领导分别从

遵守纪律、学习态度、组织安排等

方面点评，要求全体民、辅警将大

练兵学到的执法理念和警务技能

落实到日常的执勤执法过程中，确

保岗位大练兵活动真正取得实效。

耕地占用税法在我省落地实施成效明显

本报讯（记者 祁瑛）5 月 11 日，

西宁市城中区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召

开全区物流寄递禁毒工作推进会，

率先在全市印发实施意见，加强物

流寄递行业禁毒工作。

今年国家禁毒委在全国范围内

开展为期一年的“净边 2020”专项行

动，结合专项行动城中区禁毒委员

会办公室印发了《城中区关于进一

步加强物流寄递行业禁毒工作实施

意见》。明确物流寄递行业的范围

和行业管理原则，按照属地管理原

则，明确公安机关、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邮政管理部门的职责分工。强

化物流寄递行业实名管理、收寄验

视制度。建立通报机制，公安部门

要以破获的利用物流寄递渠道贩毒

案件为依据，定期对辖区物流寄递

企业涉毒情况分析研判，将情况通

报有关物流寄递企业，要求企业加

强防范。

会议要求，公安机关要将物流

寄递业纳入治安管理，将实名登记

工作的检查指导列为基层派出所的

日常警务，通过常态化的检查指导，

规范各物流寄递公司的登记管理，

将寄递物流纳入到日常检查范围，

对不符合实名登记要求的货物一律

不准通行，促进企业落实实名登记

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寄递领域治安

管理工作机制，严厉查处和打击物

流寄递业的违法犯罪。邮政管理部

门要充分发挥主管部门的管理优

势，积极建立和完善寄递业安全监

管工作机制。

西宁市城中区

率先在全市加强物流寄递行业禁毒

西宁市城中区检察院

开展侦查监督平台操作培训

大通县法院

警示教育筑牢思想防线

无证经营影响环境 13家回收站被取缔

刚察交警开展岗位大练兵

5 月 9 日 ，西 宁

市城北区医疗保障

局在全区范围内开

展打击欺诈骗取医

疗保障基金联合检

查专项行动。图为

工作人员检查药品

进销存台账和医保

卡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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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法治成为全社会的一种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