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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公证只能前往公证处的办证大厅
办理么？

答：不是的，为了方便当事人，公证处专
门在不动产办证大厅、城东法律援助中心等
地点设立办证点，因此当事人在申请公证
时，可根据需要选择方便办证点来办理公
证；另一方面，恒源、夏都公证处都已经启动
网络办证平台，主要针对涉外公证事项，恒
源、夏都公证在线申办平台仅受理出生、死
亡、国籍、住所地（居所地）、学历、学位、无犯
罪记录、婚姻状况、亲属关系、文本相符的涉
外类公证。

一般简单公证事项快速办理公证事项
具体有哪些？

答：（一）亲属关系、委托、声明、影印件
与原件相符等一般国内民事类公证事项；
（二）出生、死亡、生存、居住、学历、学位、经
历、职务、职称等具有法律意义的一般国内、
涉外民事类公证事项。

律师服务收费的标准具体是如何规定的？
答：青海省律师服务收费按照《青海省

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执行，具体律
师服务收费标准如下：

一、按计件方式收费的标准：
1.刑事案件：（1）侦查阶段：3000元/件；

（2）起诉阶段：5000 元/件；（3）审判阶段：
6000 元/件；（4）办理自诉案件：5000 元/件。
因案件时间、地域跨度大、集团犯罪或案情
复杂、影响重大的，可以与当事人协商收费，
但最高不得高于收费标准的3倍。

2.不涉及财产的民事、行政诉讼收费标
准：6000元/件。

3.涉及财产的民事、行政诉讼收费标准：
按其争议标的额分段按比例累进计算收取：

标的额 收费费率
10万元（含10万元）以下 5.5%

100001 元—200000 元的部分 5%
200001元—500000元的部分 4.5%
500001元—1000000元的部分 3.5%
1000001元—2000000元的部分 3%
2000001元—5000000元的部分 2%
5000001元以上 1%
4.国家赔偿案件收费标准：（1）计件收费

标准：3000—10000元/件；（2）涉及财产关系
的，比照民事诉讼案件标准按照标的额收
费。

二、提供非诉讼法律事务、担任法律顾
问、解答法律咨询、代写各类法律文书等，由
律师事务所和委托人协商确定收费。

三、风险代理：代理涉及财产关系的民
事诉讼或仲裁案件，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

实行风险代理，即律师事务所只收取基本办
案费用，代理胜诉后委托方按约定标的额的
百分比支付律师代理费。风险代理具体收
费比例由委托方与律师事务所在标的额的
30%的范围内协商收取。

四、代理仲裁案件：按照民事案件收费
标准收费。

五、收费说明：1.涉及财产的民事、行政
案件收费，西宁（含三县）及海东地区执行政
府指导价；2.各州涉及财产的民事、行政案件
按文中所列标准的80%执行；3.上述收费标
准和比例是代理诉讼案件一个审级的收费
标准。（1）未代理一审而代理二审的，按一审
标准收费；（2）曾代理一审再代理二审或曾
代理一审或代理二审，再代理发回重审、再
审案件的，按一审标准酌情减收；（3）曾代理
仲裁的，诉讼一审或二审阶段按仲裁标准酌
情减收；（4）未代理一审、二审的申诉案件，
按一审标准收费；（5）执行案件按一个审级
收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其民事部分按民
事一审标准收取。

助力西宁绿色发展
公共法律服务知识你问我答之十二

本报讯（记者 张艳艳）“原本是觉得可爱
买回了一只加菲猫，可是没想到回家养了没几
天猫就病了，为了治好这个小生命，花钱不说，
整个人都受煎熬，结果小猫还是死了，买回家
的猫生病，店家到底该不该负责呢？”近日，读
者余女士求助本报热线称，她花 4500 元从宠
物店购买的加菲猫回家养了 7 天就因为得病
而死了，而店家拒绝承担任何责任，余女士怀
疑自己买到了“星期猫”。

余女士致电本报说，自己之前从来没有
养过宠物，在和朋友去逛街时偶然看见正在
出售的加菲猫非常可爱，就花了 4500 元买了
下来，将猫带回家之后的 3 天里，小猫都平
安无事，仅仅只是不太爱吃东西，然而之后
的几天小猫便开始出现尿床、双眼肿胀、拉
稀、发抖、肚子胀大等症状，爱猫心切的余女
士赶紧将猫带到了宠物医院，确诊报告出来
之后，宠物医院的医生告诉余女士，由于猫
太小，感染了猫瘟，这只猫几乎是无药可
救。余女士说：“当时购买时，商家并未向我
出示任何关于疫苗接种的证明，也未签订任
何合同，只有一个收据，现在猫出现了问题，
商家到底有没有责任呢？”

随后，记者咨询了城西区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文汇路市场监管所工作人员，工作人
员回答，宠物市场的监管非常有难度，因为
活物出现问题需要权威部门检测，到底是在
哪个环节出现问题，无法准确界定责任。消
费者在购买宠物时要选择手续齐全的商家，
让商家提供进货凭证和检疫部门出具的相
关证明，并签订协议，这样才能有所保证。
由于余女士购买猫天数较短，经过工作人员
协调，商家同意退款。

7天就死了，4500元买的宠物猫

本报讯（记者 一丁）记者12月6日
从省路网中心获悉，受到近日我省降雪
降温天气影响，全省个别道路出现了积
冰、积雪未消融情况，这也造成了由西
宁发往海东市互助县、甘肃、宁夏方向
的部分班车停运。

据省路网中心统计，连日来的降
雪降温天气已造成我省 S103 西甘线
十二盘路段、G227 宁张线景阳岭垭
口路段、茶德高速上行路段、G214 西
景线黑河岭路段、G6 马平高速王家

口高架桥路段、共玉高速下行线路
段、川大高速川口互通路段、香花高
速下行线避险车道等路段积冰积雪
情况严重。

受到路段积冰积雪情况的影响，记
者从西宁汽车站生产经营科获悉，当日
由西宁发往互助北山林场的班车停运；
由西宁发往甘肃白银、平凉方向的班车
停运；由西宁发往银川方向的班车停
运。班车恢复时间仍不确定，将根据道
路情况随时调整。

本报讯（记者 刘瑜 通讯员 刘璐）11月，
我省降水偏多，气温偏高，多地出现连续降
温、降雪天气过程，积雪较厚，持续时间长，
多地出现不同程度的雪灾，对牧业和交通产
生较为不利的影响，但对冬小麦的生长、黄
河上游水资源以及旅游较为有利。

据青海省气候中心统计，11月，我省平
均降水量为14.6毫米，较常年偏多4.3倍，列

1961年以来第一多。各地降水较常年相比，
沱沱河偏少 8 成，冷湖、治多与历史同期持
平，其余地区偏多1倍到23倍，其中农业区
大部、环青海湖部分地区、果洛西部、玉树东
部以及柴达木盆地部分地区共有 25 站为
1961 年以来第一多，共有 68%的站点排位
1961年以来前三位。

月内由于我省大部地区连续出现降

温、降雪天气过程，加之平均气温偏低且大
部地区在 0℃以下，积雪融化缓慢，部分测
站持续时间较长，截至 11 月 30 日，我省共
有 13 站次达到轻-重度雪灾标准，其中都
兰 6 厘米至 18 厘米积雪持续 25 天，达到重
度雪灾标准，湟中、玛多等地达到中度雪灾
标准。南部牧业区多地积雪深度大，持续
时间长，影响牲畜的放牧采食，对牲畜过
冬、冬羔生产造成了不利影响，由于积雪持
续时间较长，对农作物造成一定的伤害，湟
中县持续积雪造成部分地区塑料大棚和温
室墙体垮塌，果蔬受冻。11 月全省降水偏
多幅度大，多地出现积雪、道路结冰现象，
高速公路封闭频繁，高速班车多次全线停
运，影响乘客出行及物资运输。

11 月，东部农业区降水偏多幅度大，
普遍在 3 倍到 9 倍之间。本月冬小麦处于
越冬阶段，偏多的降水量有利于土壤储
水，同时由于农业区大部气温偏低，使土
壤提前封冻，有利于土壤保墒，总体气象
条件有利于冬小麦的生长与越冬；黄河上
游地区气温接近常年，降水偏多 4.6 倍，加
之前期降水持续偏多，对黄河上游地区产
流形成极为有利，对沿河流域农业灌溉、
下游供水、水库调水及水力发电非常有
利；我省已经呈现出冰封千里的冬季景象
吸引游客大量来青，目前白雪皑皑的冰雪
世界、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照样吸引游客
前来领略青藏高原的独特魅力，加之 11 月
我省各地降雪偏多，使我省冬季旅游景点
更加引人入胜，岗什卡雪山白雪皑皑、互
助北山银装素裹，游客仍然络绎不绝。

本报讯（记者 刘瑜）“今晚和明天起，50
年以来最强的一股冷空气将影响大部地区，
今明两天伴有大风，周六周日气温最低，此次
降温强度较大，不管平常是否常联系，关心一
直没变，赶紧多加衣服了，一定注意保暖别受
寒了。”伴随着连日来一波接一波的冷空气过
境，全省各地气温大幅下降，这则“50 年以来
最强冷空气来袭”的消息被网友纷纷转发。
记者联系省气象部门了解到，最近气温的确
持续走低，但比这还大的降温幅度历史上也
出现过，“50年以来最强冷空气来袭”为谣言。

记者搜索发现，这条谣言在全国多地上
演，上海、北京、湖南、浙江……内容如出一辙，
只字不差。为此，中国气象局官方微博及全国
多地气象部门都已辟过谣。11月以来，随着季
节更迭，秋冬季冷空气日渐活跃，关于“今年是
冷冬”“50年以来最强冷空气”等说法多次在社
交平台中流传。国家气候中心还特意发文就

“冷冬”说法辟谣，初步预测今年冬季我国大部
分地区气温偏高，出现冷冬的可能性不大。

“11月以来，我省降水偏多，冷空气过境频
繁，致使各地日最高气温普遍偏低，这也是市
民感觉特别冷的主要原因，才让谣言有机可
乘，但日最低气温与历史同期相差并不大。”省
气候中心主任马占良分析。

本报讯（记者 施翔）12月6日，记者从西宁
市公安局刑警支队获悉，经过三个月的不懈努
力，警方成功抓获一冒充领导诈骗 46.2 万元的
犯罪嫌疑人，并正在对此案的其他涉案人员展
开追捕工作。

今年 8 月 30 日，西宁市刑警支队反电信诈
骗中心接到李女士报警称：其在QQ上收到了单
位老总发来的消息，对方称公司因业务需要转
账，并要求李女士将 46.2 万元转入指定账户。
转账成功后，李女士打电话联系同事，对方告诉
她根本没有这回事，李女士这才发现自己被骗，
立即报警。

接到报案后，西宁反诈中心立即展开工作，民
警多次前往福建、广西等地展开侦查工作，并与当
地警方联手追查犯罪窝点，查找犯罪嫌疑人。

经过办案民警3个多月的辛苦侦查，案件取
得重大进展，11月29日，民警在福建省宁德市蕉
城区抓获犯罪嫌疑人章某。根据章某供述，8月
30日，章某在其上家刘某的指示下，将一张钱江
农业银行卡内的462000元资金（被害人被骗资
金）全部取出，在福建省莆田市购买了价值
440274 元的金饰品，剩余部分交于犯罪嫌疑人
肖某，章某从中获利10000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章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民警正在对刘某等人展开追捕。

50年来最强冷空气？谣言！

我省11月降水偏多4.3倍多地发生雪灾

冒充领导

诈骗46万元被抓获

（上接A03版）刘润武给出了四点
意见：

第一，不要带着孩子去人口密集
的地方。记者注意到，很多家长在年
前聚会、购买东西时会带着孩子，而
这样的方式，就是婴幼儿被传染的最
直接途径。

第二，目前是寒冷季节，家里除了
要保暖，还要保持空气的流通。很多家
长一味地保暖，缺乏空气流通，使得家

里空气质量很低。
第三，注意预防交叉感染。现在很

多家庭都有二胎，一旦有一个孩子感冒
了，就尽量与另外一个隔离，这可以最
大幅度防止被传染。

第四，在孩子的饮食上，一定要注
意不能让孩子吃得太多，太油腻。刘润
武介绍说，孩子吃多了抵抗力就下降，
抵抗力低下是孩子发病的另外一个重
要原因。

省内路段积冰雪多趟班车停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