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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西海全媒体记者 李延绯）
9 月 22 日，青海省人民检察院、青海省
应急管理厅联合召开落实“八号检察建
议”共促安全生产治理新闻发布会。省
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全省检察机关推动
落实“八号检察建议”检察履职情况和 4
起涉公共安全、生产安全典型案例，省
应急管理厅发布应急管理部门推动安
全生产履职情况。

今年 1 月至 8 月，全省检察机关批
准逮捕危害安全生产犯罪案件 1 件 5
人；审查起诉 8 件 25 人，同比分别下降
27.3%、7.4%；对办案中发现的公安机关
应当立案而不立案案件监督立案 1 件，
同比上升 100%；对涉危害安全生产犯
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6 人，法
院采纳量刑建议 6人，采纳率 100%。从
案件的特点来看，罪名相对单一，全部
为重大责任事故罪和重大劳动安全事

故罪；案发领域相对集中，其中，发生在
房屋建筑工程领域的案件 5 件，占案件
总数的 62.5%；发生在采矿领域的案件
2件，占案件总数的 25%；发生在其他领
域的案件 1 件，占案件总数的 12.5%。
犯罪后果相对严重，均有人员伤亡。

省人民检察院向省应急管理厅送
达“八号检察建议”，省应急厅就建立常
态联络机制、定期通报事故调查数据、
深化行刑衔接、选派安全生产专业人员
兼任特邀检察官助理达成共识。截至
目前，省应急管理厅向省人民检察院通
报事故调查数据 9 期，选派 2 名安全生
产专业人员担任特邀检察官助理。围
绕安全生产领域违法犯罪特点规律、深
层次原因和安全生产隐患，召开落实

“八号检察建议”检行、检企联席座谈会
25次，警示有关安全生产监管主体和责
任主体，强化遵章守法意识和安全生产

责任意识，形成预防重大安全生产事故
合力，促进企业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以

“我管”促“都管”。
全省应急管理部门聚焦重点时段、

重点领域，强化“清单化”管理，层层推
行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安全隐患整治清
单；通报情况统计表、约谈情况统计表、
举报情况统计表、处罚情况统计表，全
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持续深入开展安
全大检查。健全完善了“简报+清单+调
度+通报约谈”的工作机制；强化舆论监
督，设立省级 500 万元事故隐患举报专
项基金。在全省企业广泛推行班前会、
危险作业审批卡、应急救援明白卡、企
业安全体检卡，组织召开示范观摩推进
会，推动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强化企业
一线安全管理。

今年 1月至 8月，全省共发生各类生
产经营性事故 215起，受伤 206人。事故

起数减少 43起，同比下降 16.7%；受伤人
数减少 28人，同比下降 12%；事故起数、
死亡人数、受伤人数实现了“三下降”，全
省未发生重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

发布会上，省人民检察院还发布了
4起涉公共安全、生产安全典型案例，分
别是闫某春破坏交通设施案，刘某安等
人重大劳动安全事故案，李某刚等人非
法买卖危险物质、危险物品肇事案，谢
某鹏等 3人重大责任事故案。

全省危害安全生产犯罪案件同比下降

本报讯（通讯员 李刚 赵恒山）为进
一步丰富官兵精神文化生活，连日来，武
警青海总队某机动支队大力开展群众性
文化活动，凝聚军心士气，满足官兵日益
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支队不断丰富拓展文化活动内容和

形式，推出与时代同行、与任务同步、与
官兵同频的群众性文化活动，开展读书
育人、观影、电子竞技、文艺汇演、“一队
一品”等群众性文化活动，既满足了新时
代官兵求新、求美、求变的需求，也为官
兵搭建了展示才艺的舞台。

大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

本报讯（西海全媒体记者 李增平）随
着经济快速发展，了解金融知识，对每一个
人而言至关重要。我们该如何保护自身合
法权益，如何看好自己的钱袋子，如何防范
金融诈骗？今日 19时 30分，本报《请进，我
们的直播间》栏目邀请 5位金融行业专业人
士为您答疑释惑。

本次直播活动是 2022年金融知识普及
月活动之一，由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
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青海监
管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青海监管
局、青海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中共青海
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联合

主办，中国民生银行西宁分行承办。活动
以“温暖消保与您行 金融教育赋民生”为
主题，旨在为持续推动我省金融知识普及
工作，提升社会公众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和
责任意识，守护你我的钱袋子。

今日 19时 30分，敬请关注西海都市报
微信公众号、快手号、抖音号、今日头条
号、哔哩哔哩号、官方微博及西海都市报
手机客户端，观看直播，与我们留言互动。

怎样守护钱袋子 今晚专家答疑

本报讯（西海全媒体记者 吴梦婷）9月
22日，记者从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我省
制定印发《青海省旅游景区高质量发展实
施方案（2022-2025年）》（以下简称《实施方
案》），到 2025年，我省将打造一批高标准、
高品质精品旅游景区，争创国家 5A级旅游
景区3家，新增4A级旅游景区10家。

近年来，我省完善交通旅游服务设施，
构建生态旅游风景道，培育红色游、乡村
游、冰雪游等，目前，全省有 A 级旅游景区
160 家、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2 个、省级
旅游度假区 10 个、休闲街区 17 个。互助
土族故土园、祁连阿咪东索景区成功创建
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金银滩-原子城、茶
卡盐湖景区 5A级创建扎实推进，一批具有
青海独特代表性的旅游景区不断涌现。

《实施方案》聚焦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
建设，围绕创建、提升、整治关键环节，综
合施策，着力提升旅游景区特色化、品质
化、智慧化和国际化水平，推动旅游景区
全面提质升级。到 2025年，全省旅游景区

产品将不断优化，服务品质不断改善，运
营水平不断提高，重点旅游景区品牌效应
日趋凸显，景区高质量发展与国家公园示
范省创建、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等有
机融合。

《实施方案》明确了推进旅游景区高质
量发展重点任务，创新产品体系方面包括
创建生态旅游示范、发展全季旅游、丰富
产品供给及提升文化内涵等，完善配套设
施方面包括推动服务设施提档升级、提升
通达性及提高智慧化水平等。

我省还将推动文化业态进景区，以发
展夜间旅游体验、打造节庆品牌及开展惠
民游等活动丰富消费业态。通过推进等
级创建、强化标准管理及提高市场化程度
等措施提升质量管理，并加强生态环境保
护、优化景区及周边环境、加大安全保障
及创新管理体制。

到2025年，争创3家5A级景区

本报讯（西海全媒体记者 祁
宗珠）9 月 22 日上午，海东市乐都
区人民法院依法通过网络开庭，
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了由乐都区
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王
某某诈骗罪一案，这是乐都区人
民法院审理的首例涉养老诈骗案
件。

法庭当庭以诈骗罪依法判处
被告人王某某有期徒刑七年六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50000 元，
同时依法判决撤销河北省保定
市 竞 秀 区 人 民 法 院（2017）冀
0602 刑初 464 号刑事判决书中对
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
二年，并处罚金 10000 元的缓刑
部分，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
徒刑八年，并处罚金 60000 元；涉
案违法所得 304800 元，责令退赔
被害人。

乐 都 区 人 民 法 院 经 审 理 查
明，2017 年 6 月起，被告人王某某
通过电话联系独居在家的退休
教师张某某（时年 80 岁），谎称自
己是医务工作者，并经常在电话
中对被害人“嘘寒问暖”。在取
得被害人信任后，以其推销的特
效保健品可以治疗被害人慢性
病为由实施诈骗，后又以申请老
年 慢 性 病 补 贴 、需 要 缴 纳 手 续
费、个人所得税、身体检查费等
名义，对被告人继续实施诈骗，
至 2021 年 5 月，5 年间多次骗取
被害人张某某钱款，所得钱款均

被王某某挥霍。
乐都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

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
事实手段，骗取老年人财物，数额
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被
告人在缓刑考验期间继续实施诈
骗犯罪，骗取老年人养老金后挥
霍，致使大部分赃款无法追回，严
重影响了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应
从重处罚；被告人到案后如实供
述自己的罪行、退回部分赃款，可
从轻处罚，认罪认罚，可从宽处
罚，遂依法作出判决。

法官提醒，本案是一起以销
售“养老产品”享受“养老服务”为
名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典型案
件，该类案件主要表现为：不法分
子通过老年人渴望健康与关怀、
缺乏保健常识的心理，通过陪聊
天解闷、“嘘寒问暖”等方式对老
年人虚假关心，使老年人放松警
惕，取得老年人信任后，开始夸大

“保健品”功效推销产品或养老服
务，或假借义诊、特效药等手段实
施诈骗。社会及家庭要多关爱老
年人，多与老年人沟通。老年人
要紧绷防范意识这根弦，不轻信
电话、网络、电视推销，认准正规
的渠道，防止陷入骗子的套路，守
护好自己的养老钱。

全省首例涉养老诈骗案宣判

9 月 21 日，西宁城中区解放路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处处可见配备整
齐的垃圾分类桶，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达100%，垃圾分类督导员统一着
装，每日早、中、晚在投放点对小区居民进行宣传引导，指导居民正确投
放生活垃圾。 西海全媒体记者 冶雅婷 摄

本报讯（通讯员 丁达凯 时东凯）连
日来，武警青海总队某机动支队通过个
人自学、集中业务培训、实际操作等方
式，扎实做好业务培训工作，提升专业技
能。

支队以实际操作为抓手，着力从通信
保障入手，重点开展卫星设备操作、超短
波设备的使用与维护、线路敷设等专业技
能训练，强化业务能力，提升整体技术水
平，为做好通信服务保障奠定了基础。

锤炼通信技术提升保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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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某支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