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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金华山）记者1月16日从
互助县公安局了解到，1 月 14 日，随着安某
荣、祁某奎为首的15名恶势力犯罪嫌疑人被
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互助县公安局在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成功摧毁的第4个恶势力
犯罪团伙案件圆满收官，打响了2019年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第一枪。

据了解，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
来，互助县公安局始终把案件攻坚和线索梳
理摸排作为专项斗争的关键环节，狠抓恶性
案件的攻坚侦破和违法犯罪嫌疑人的深挖
研判工作。刑警大队在成功侦破 2018 年 9
月3日互助县威远镇小庄村农家院的一起蒙
面抢劫案件后，经侦查员反复分析案情，深
挖细查，发现涉案人员还涉及殴打他人、敲
诈勒索、吸毒、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活动，具
有恶势力违法犯罪嫌疑。蒙面抢劫案发生
在互助县的旅游景区，社会影响十分恶劣，
局党委高度重视，主要领导亲自部署，责成
扫黑专业侦查队循线追踪，综合研判，从严
从快加强案件侦办，全力开展调查取证、嫌
疑人抓捕、审讯深挖等工作。

案件侦办过程中，县局主要领导亲临一
线指挥，听取案件侦办情况汇报，参与案件
研判、组织抓捕等工作。期间，市县两级检
察机关提前介入，对案件侦办思路、证据收
集等方面给予了充分指导。侦查员放弃节
假日、休息日，加班加点，锲而不舍，以攻坚
克难的精神，全力投入审讯、查证及嫌疑人
抓捕等工作。历经四个多月的细致艰苦工
作，走访调查200余人，行程8000余公里，最
终，在查清以安某荣、祁某奎为首的恶势力
犯罪团伙的全部违法犯罪事实的基础上，抓
获该团伙成员15人（逮捕14人，取保候审1
人），破获抢劫、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盗窃、
容留他人吸毒等刑事案件9起。

经侦查，自2013年以来，犯罪嫌疑人安
某荣、祁某奎纠集刑满释放、社会闲散等人
员，在威远镇地区及周边乡镇从事殴打他
人、寻衅滋事、敲诈勒索等多项违法犯罪活
动，其团伙成员为非作恶，欺压百姓，屡教不
改，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等行为，多次被公安
机关进行治安拘留、罚款等打击处理。安某
荣、祁某奎为首的恶势力犯罪团伙的覆灭，
彰显了公安机关扫黑除恶的决心和信心，依
法维护了法律的威严，进一步鼓舞了公安机
关扫黑除恶的士气，全面提升了人民群众的
安全感、幸福感。

一恶势力团伙15名成员被起诉
本报讯（记者 施翔）为深入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推动全社会参与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一步丰富活跃城
乡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广大群
众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
水平，1月17日，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全
面实现小康社会”为主题的城东区2019年
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正式启动。

近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城
东区在省、市、区委的正确带领下，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以“两个绝对”为标准、以推进“两
个绝对”具体化为载体，把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
知难而上，攻坚克难，乡村振兴工作取得
积极成效，有力推动了农村的经济发展，
让广大农民群众有了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据了解，城东区 2019 年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活动，将紧紧围绕农业农村现代
化的总目标，落实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目标，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用广大群众喜闻
乐见的方式把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和惠农富
民政策送到千家万户，增强群众的精神力
量。把开展“三下乡”活动作为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推动扶贫济困的具体举措，以满足
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为目标送服务下乡，紧
紧围绕“服务农业、支持农村、帮扶农民”这
一主题，把温暖送到农村，把欢乐送进基
层，把健康送给农民，大力培养有文化、懂
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切实帮助农民群
众增强致富本领，不断提升广大农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

活动现场，18 家国家、省、市级文明单
位为城东区15个行政村、道德模范、文明交
通志愿劝导员、农村贫困学生捐赠价值约
18万元的文化、体育和生活等物品，城东区
对2018年选树出的240户“五星级文明标兵
户”进行表彰。

东区不断提升农民群众的幸福感

本报讯（记者 悠然）1 月 17 日，由城中
区委宣传部、南川西路办事处、城中区科技
文体旅游局主办，城中区文化馆承办，以“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为主
题的2019年城中区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
活动正式启动。

据了解，“三下乡”活动已成为传播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快城中区经济社会
发展的有力举措；是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美
丽乡村、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载
体；是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有效途径。在启
动仪式上，25家文明单位为沈家寨等11个
村共带去了价值 99570 余元的打印机、音
响、电脑、篮球架、档案柜等文体用品。区总
工会、团区委、区妇联、区食品药品和市场监
督管理局、区司法局、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区科技文体旅游局、区农林牧水局现场开展
有关政策法律法规的宣传咨询活动。文化
志愿者们现场为乡亲们书写春联，城中区文

化馆还为村民们准备了一台精彩的文艺演
出。

此次“三下乡”活动要求，要进一步突出
工作重点，按照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绿色发
展的目标要求，始终把服务农民、提高农民
素质、使农民致富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立
足农业农村发展的新变化，顺应农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更好地做好“三农”工
作。同时，要进一步拓宽渠道和方式，把农
民群众需要的文化科技卫生法律等信息与
服务源源不断地送下乡、送进村、送入户。
有关单位要与农村、农户结成共建对子，对
口帮、长期扶，解决农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
的问题。另外，要进一步探索建立长效工作
机制，把集中性活动与经常性工作结合起
来，创新运行机制，推动“三下乡”活动深入
持久开展，做好“常下乡”工作，为农民做好
事、办实事、解难事，使广大农民享受到更多
的发展成果。

数九寒天，湟中县甘河滩镇黄二村里却是一派热闹的景象，青海省书法家协会“送万福
进万家”志愿服务公益活动来到这里，现场为村民们书写春联，赠送春联，受到了广大村民们
的热烈欢迎。 严进芳 摄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 月 28 日，凡持中国
银行 Visa、万事达标识个人信用卡，在境外
线下实体商户刷卡消费，单笔满等值 5,000
元人民币，即可获交易金额 10%的返现奖
励，每笔最高返现不超过等值 800 元人民
币，每月每客户限参加1次，每月限前10,000
个名额。凡持中国银行Visa、万事达标识个
人信用卡，在境外网上商户消费，单笔满等
值 600 元人民币的交易达到 5 笔，即可获交
易金额10%的返现奖励，每客户每月最高返
现不超过等值600元人民币，每月限前8,000
名客户参加。

除上述10%的返现，还有全币种国际芯
片卡 5%、新客户境外首刷礼 6%，总共高达
21%的境外返现，详情及报名可通过“中国银
行信用卡”官方微信公众号。如果没有中行
信用卡，可通过中国银行营业网点或扫描下
方二维码办理，即日起至3月31日通过中行
网络渠道办理信用卡的新客户，发卡后两个
自然月内绑定微信、支付宝、
唯品会、苏宁易购中任一快捷
支付渠道，并完成一笔满等值
人民币 99 元的快捷支付，可
获得50元天猫超市券。

中国银行信用卡境外返现再度强势来袭

本报讯（记者 李铎业） 近日，市
政府下发了 《关于确定大通县为市级

“信用县”的决定》的通知，标志着大
通县农村信用体系创建工作通过市级
验收，正式成为我市首个农村信用体
系建设信用县。

近年来，大通县委、县政府高度
重视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制定出台了

《大通县农村文明信用体系建设实施方
案》，成立了大通县农村文明信用体系
建设领导小组，将信用体系建设纳入
年度目标考核体系，层层签订责任
书，各项工作推进扎实有力，信贷环
境优良，不良率连续三年控制在1%以
内。截至2018年12月，大通县累计评
定文明信用户68384户，占全部信用户
的 79.5%；创建信用村 255 个，占比
88%；创建信用乡镇18个，占比90%，
农村信用体系创建工作走在了全市前
列。

下一步，西宁市农村信用体系建
设领导小组将从完善制度机制、加强
宣传教育、强化组织保障等方面扎实
推进全市农信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全
力助推大通县顺利创建省级“信用
县”。

本报讯（通讯员 郝占群） 近日，城北
区二十里铺镇党委冬闲时节全面推进农村
党建工作之“河东四村观摩切磋找差距，
党员集中听党课”活动在郭家塔村举行。
通过相互观摩学习和党员集中培训，强化
农村党员思想教育，促进基层党建常抓不
懈，有效助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
化制度化。

走邻里观摩，亮家底、晒本领。在郭
家塔村举办河东四村党建工作观摩切磋活
动，从党员教育、阵地建设、工作机制、
特色亮点、资料整理等多方面、多角度进
行相互观摩学习。在观摩互评中，各党组
织将本单位推进“两个绝对”具体化工作
中的优秀经验做法、特色亮点工作进行分
享，“亮出了家底，晒出了看家本领”。各
党组织负责人踊跃发言，交流经验心得，
表达实干想法。大家将好的经验做法写在
本上、记在心里、带回家里，运用到新一
年的工作当中。

听党课补钙，补短板、攻弱项。为充
分发挥二十里铺镇河东四村中心党校作
用，助推农村党员学习教育，开展“领导
干部带头讲，普通党员轮流讲”的讲党课
活动。二十里铺镇书记为河东四村50余名
党员讲授了一堂生动的党课，从改革开放
40年来社会发生的变化、基层党组织发挥
作用及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等方面进行
了详细讲解。党员们纷纷结合自身实际，
立足于新一年发展，畅所欲言、建言献
策，提出了一些接地气、增实效的意见建
议。

本报讯 （记者 宁亚琴） 1 月 14
日，记者从城西区民政局获悉，城西
区民政局将2019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由 503 元/月提高至 583 元/月，并于 1
月20日前，为符合发放范围的734户
1025名困难群众，发放低保金52.89万
元。

为进一步加强城乡困难群众基
本生活保障工作，促进城乡困难群
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城西区民政
局根据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在“两节”期间为城乡困难群众
发放一次性生活补贴和提高 2019 年
城 乡 居 民 最 低 生 活 保 障 标 准 的 通
知》 文件精神，将最低生活保障标
准 由 503 元/月 提 高 至 583 元/月 。
并于 1 月 20 日前，为符合发放范围
的 734 户 1025 名困难群众，发放低
保 金 52.89 万 元 。 此 次 发 放 工 作 ，
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城西
区民政局采取了多种措施，加大政
策宣传力度，严格审核发放资格，
规范发放程序，向城乡困难群众及
时、足额、精准地发放了低保提标
金。

这一惠民生、解民忧的政策举
措，有效营造了关心、帮助困难群众
的舆论氛围，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
困难群众的关心和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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