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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新闻

果洛讯（王文华）7 月 26 日，果

洛藏族自治州委副书记、州长白加

扎西到果洛州消防救援支队看望慰

问广大消防指战员。果洛州委副书

记汪琦、州政协主席当周、州政府秘

书长李汉江等陪同慰问。

白加扎西代表州委州政府向全

州消防指战员致以亲切慰问，对全

州消防队伍建设、灭火救援和火灾

防控等各项工作中取得的成绩给予

了充分肯定。他指出，全州消防指

战员服从改革大局、始终不忘初心、

坚定理想信念、忠诚履职尽责、主动

担当作为，圆满完成了各项重大消

防安保和抢险救援任务，是一支拉

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英雄队伍。

希望广大消防指战员始终保持应急

状态，随时做好“灭大火、救大灾”的

各项准备，为全州经济社会发展和

人民群众幸福安康营造良好的消防

安全环境。

果洛州消防救援支队政委李魁

年表示，支队全体指战员将在州委州

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恪尽职守、苦练

本领，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海北讯（刘伟）为预防和减少“两客

一危一货一面”五类重点车辆交通事故

的发生，近日，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

公安局交警大队结合交通事故预防“减

量控大”和国道 315线交通安全文明示

范路创建活动，针对季节性特点，切实

筑牢夏季交通事故安全防线，全力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刚察县交警大队深入分析研判辖

区“两客一危一货一面”车辆的行驶规

律和违法特点，从严、从细、从实抓好

“两客一危一货一面”交通事故预防工

作，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并通过上

门约谈、联合交通部门采取安全检查等

方式，压实重点单位主体责任，分析查

找“两客一危”公司的隐患、漏洞和薄弱

环节，推动企业整改问题、落实责任，强

化对驾驶人及车辆的安全管理，严格落

实车辆动态管理制度，从源头上筑牢安

全防线。同时，全面梳理排查客运班

车、出租车、公交车、危化品运输公司所

有车辆，对存在逾期未报废、逾期未年

检、交通违法行为未处理的及时向公司

下发《道路交通隐患整改通知书》，通报

逾期未报废、逾期未年检、交通违法行

为未处理车，督促企业落实交通安全主

体责任，加强风险防控，实现重点车和

驾驶人“带病上路”问题明显减少。

刚察县交警大队依托当前开展的

整治危化品运输车、货车“百吨王”、农

村面包车等统一专项行动，深入开展货

车超载集中整治，交管、运管、路政三家

单位联合召开治超联席会议，深化治超

联合执法机制，落实“一超四罚”，组织

联合人员深入辖区各砂石料场，与各企

业负责人签订规范装载协议书。继续

发挥“两站两员”和村警作用，把好出村

关口，及时劝导纠正农村面包车超员、

货车违法载人交通违法行为。

湟源讯（靳星光）为帮助

个体工商户尽快复工复产、

渡过难关，近期，国家税务总

局湟源县税务局响应上级号

召，从宣传税收减免政策助

力 个 体 工 商 户 复 工 复 产 着

手，努力降低疫情对个体工

商户的冲击，通过税收政策

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为帮助定期定额个体工

商户复工复产，减轻税收负

担，湟源县税务局第一时间

通过管理员将“个体工商户

小 规 模 纳 税 人 的 增 值 税 由

3%降到 1%，连续减免到今年

12 月 31 日 ，青 海 省 双 定 户

2020年全年原核定经营额调

减 90%”的 优 惠 政 策 告 知 。

同时，向纳税人进行政策讲

解、答疑解惑、指导操作。

湟 源 县 税 务 局 将 辖 区

3426家商户的定期定额调减

90%，为辖区 33 户定期定额

达到起征点的个体工商户减

免了全年个体经营所得税。

这个政策为湟源城关魁盛小

李 酒 楼 共 减 免 税 额 3466.8
元。作为湟源里脊第四代传

承人和魁盛小李酒楼的法定

代表人李旭林高兴地说，“这

不仅帮我们渡过了难关，也

为湟源里脊的发展和餐厅人

员就业问题提供了很大的帮

助”。

本报海西讯（记者 雷竣杰

通讯员 杜文龙）日前，海西蒙古

族藏族自治州公安局联合有关

部门集中开展打击食药环领域

及长江流域非法捕捞违法犯罪

宣传活动。

宣传活动通过悬挂横幅、摆

放展板、发放宣传材料、设置咨

询台等形式，共发放食品药品环

境、涉野生动物及保护长江流域

水生生物等方面相关常识、法

条、案例等宣传资料 1500余份，

展出展板 28块，接待群众咨询、

解答群众相关疑问 50余人次。

同时，结合海西州近期开展

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行业清

源”、打击食药环领域违法犯罪

“昆仑 2020”、打击长江流域非

法捕捞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以近

年来发生在海西州的食品药品

环境、涉野生动物领域典型案

例，以案释法，鼓励群众对生产

“三无”、假冒伪劣食品、药品的

“黑窝点”“黑工厂”“黑作坊”，

以及损害生态环境的非法采矿、

非法占用农用地、非法排污和非

法捕捞、运输、经营长江水生野

生动物及其产品等违法犯罪行

为积极举报，切实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态环境安

全。

通过宣传活动，向群众进一

步普及了食品药品环境等方面

相关法律知识，充分激发了海西

州广大群众监督举报涉及食药

环、涉野生动物及长江流域非法

捕捞违法犯罪的积极性，营造了

全民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达到

了较好的宣传效果。

西宁讯（杜蓉）为规范烟

草制品流通秩序，充分发挥公

益诉讼职能，切实保护未成年

人合法权益，近期，西宁市城

中区人民检察院联合城中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城中区卫生

健康局对辖区中小学周边商

户开展了烟草禁售专项执法

检查行动。

联合执法检查组先后对

西宁市阳光小学、西宁市劳动

路小学、西宁市总寨中学等学

校周边食品店、超市是否存在

销售烟草的违法行为进行检

查。检查过程中，主要查处商

户是否存在无证经营烟草制

品零售业务、在显著位置是否

设置不向未成年人出售烟草

的标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申请是否严格执行合理布局

等违法情形。同时，向商户经

营者普及相关法律知识，提醒

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烟草制

品。

经检查发现，校园周边经

营烟草零售商户共十余家，辖

区某超市存在无证私自售烟

的情形，经警告教育，在工作

人员的监督下，该商户及时下

架在售烟草。

下一步，城中区检察院将

继续发挥职能优势，加强沟通

协作，形成齐抓共管常态化机

制，努力为未成年人打造“零

触烟”环境，共同推进未成年

人禁烟控烟工作，为未成年人

的健康成长护航，提升检察机

关维护公益工作影响力。

玉树讯（秦伟伟）近日，玉树藏族自

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召开理论中心组学

习（扩大）会议，邀请了玉树州委党校讲

师罗娜为全院干警作了题为《中国共产

党的光辉历程与启示》的专题辅导讲座。

罗娜从缅怀党的革命历程，讴歌党

的光辉业绩出发，对中国共产党党史作

了深入浅出地分析和阐述，深刻回顾了

中国共产党多年来取得的丰功伟绩和

经验教训，用深刻史实、鲜活案例、通俗

语言，从党的光辉历程、展望中国梦、走

向复兴路等方面作了深入浅出地阐

释。讲座既富于理论性，又通俗易懂，

使干警在思想上接受了一次深刻的革

命洗礼。

会议要求，要以此次集中学习为契

机，更加自觉地把学习党史、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作为学

习的重要内容，不断增强守初心、担使

命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在学史

知史中坚定理想信念，补足信仰之钙，

打好信念之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做革命

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

玉树州中院召开理论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

补足信仰之钙 打好信念之铁

西宁市城中区检察院联合多部门开展执法检查

为未成年人打造“零触烟”环境

国家税务总局湟源县税务局

夯实税收政策 激发市场活力

海北州刚察县交警大队

持续推进“两客一危一货一面”重点车辆管理

海西讯（杜文龙）7 月 29 日，海西蒙

古族藏族自治州公安局召开纪律作风专

题通报会。通报了近期督察中发现的两

起违反工作纪律和全警实战大练兵活动

中存在的出勤率不高、作风散漫等问题。

会议要求，各部门要以此为戒，把正

在开展的纪律作风教育整顿工作抓起

来，用警令和各项规章制度规范自身行

为。各级领导干部要落实“一岗双责”，

坚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要带头学习各

项规章制度，实实在在把抓纪律、管队伍

的责任担起来，切实对照制度规定加强

对本部门民警的日常管理，督促民警的

纪律养成。结合全国全省公安机关关于

“坚持政治建警 全面从严治警”教育整

顿动员部署会精神，把当前全州公安机

关开展的纪律作风教育整顿活动做扎

实。要经常性开展思想教育活动，强化

民警日常管理，把从严治党治警各项工

作做得更实更细。要加强日常监督管

理，各部门负责人作为“兵头将尾”，要多

关心民警日常工作生活，了解民警所思

所想，注意发现违纪违法的蛛丝马迹和

隐患苗头，及时“拍肩膀、扯袖子”，教育

提醒民警千万不踩红线、坚决不碰高压

线。

加强日常监管 不踩红线不碰高压线

海西州公安局

7 月 28 日，由

西宁市湟中区退役

军人事务局等部门

组织的“人民军队

人民爱·军民共叙

鱼水情”迎八一文

艺演出走进武警青

海总队训练基地，

给武警官兵献上一

场精彩的表演。

本报记者 邢鹏

摄影报道

坚定理想信念 忠诚履职尽责

普及食药环法律知识 激发群众监督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