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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的共同财产包括

哪些？

（1） 工资、奖金、劳务报酬；（2） 生产、经

营、投资的收益；（3）知识产权的收益；（4）继承

或者受赠的财产，但是本法第一千零六十三条第三

项规定的除外；（5）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

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三条第三项规定：遗嘱或

者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

114.哪些属于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

（1）一方的婚前财产；（2）一方因受到人身损

害获得的赔偿或者补偿；（3）遗嘱或者赠与合同中

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4） 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

（5） 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

115.甲乙为夫妻，甲的母亲身患肝癌，乙拒绝

为其支付医疗费用，甲可以要求分割共同财产吗？

可以。一方负有法定扶养义务的人患重大疾病

需要医治，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的，可

以向人民法院请求分割共同财产。

116.哪些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

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

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117.初中生小明的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他能

要求给抚养费吗？

能。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的，未成年子女或者

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

的权利。

118.老人生活困难，可以要求子女赡养吗？

可以。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缺乏劳动

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

养费的权利。

119.父母去世，哥哥姐姐有义务扶养弟弟妹

妹吗？

有负担能力的兄、姐，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者

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弟、妹，有扶养的义务。

中区开展校外培训机构疫情防控督查

本报讯（记者 宁亚琴）为切实做好寒假
期间校外培训机构疫情防控工作，落实防控要
求，城中区教育局在组织全区校外培训机构进
行疫情防控培训的基础上，于1月12日—19
日，联合公安、消防、市场监督管理、疾控中心
等部门组成联合督查组，对全区52所校外培
训机构进行拉网式、全覆盖督导检查，下达整
改通知书50余份，停办整改通知书2份，保障
校外培训机构寒假期间疫情防控工作落实落
细，依法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行为。

在督导检查过程中，联合督查组通过实
地查看、查阅资料、询问了解等方式，对各校

外培训机构的疫情防控措施落实、防控物资
储备、宣传教育开展、重点人员排查、办学场
所综合安全、环境卫生等方面进行督查指
导。针对存在的问题，建立整改台账，明确整
改措施及整改时限，要求相关培训机构即整
即改、即改即清，销号管理。

据了解，为确保校外培训机构疫情防
控工作扎实有效开展，城中区教育局印发
了《关于做好全区寒假期间校外培训学校
疫情防控的通知》，要求全区校外培训机构
严格落实“两个必须 六个做到”的防疫要
求、严格执行“日报告、零报告”制度，严格
控制班额规模、严格做好防疫消杀工作、严
格备足防疫物资、定期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培训及演练。确保“组织领导到位、思想认
识到位、全面排查到位、物资保障到位、工
作措施和责任落实到位”，始终以最严格的
要求、最严密的防范、最严实的措施，构筑
全区校外培训机构疫情防控严密防线，确
保师生健康安全。

本报讯（记者 王琼 金华山）近日，记者
从青海省交警总队事故预防支队获悉按照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事故预防“减量控大”行
动统一部署，围绕阶段性主题，2020年全省
道路交通事故多发、造成人员死亡集中的路
段进行了排查，并梳理出全省十大事故多发
路段，据统计，这十大事故多发路段2020年
共发生交通事故127起，造成47人死亡，110
人受伤，约平均每1公里发生1起、每3公里
死亡1人。

据了解，全省十大事故多发路段包括：
1.国道 227 线（西宁—张掖），事故多发

原因：长直线路段，急弯。机动车驾驶员需
要注意事项：长直线路段，视野变化单调，驾
驶人容易疲劳且存在急弯。

2.国道 109 线（乐都—民和），事故多发
原因：村庄路段交通参与者复杂，驾驶人经
过该路段未减速，酒后驾驶。机动车驾驶员
需要注意事项：需减速慢行严格按照限速驾
驶，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

3.茶（卡）格（尔木）高速公路，事故多发
原因：视线良好，驾驶人容易出现视觉疲劳，
疲劳驾驶易发。机动车驾驶员需要注意事
项：需减速慢行严格按照限速驾驶，切勿疲
劳驾驶、分心驾驶。集中精神谨慎驾驶，切
勿分心驾驶。

4.国道 109 线（西宁—多巴），事故多发
原因：道路平直，驾驶人转弯未让直行、超速
驾驶、操作不当违法行为易发，交通情况复
杂。机动车驾驶员需要注意事项：需集中精
神稳驾慢行，切勿分心驾驶。

5.（北）京（西）藏高速公路，事故多发原
因：道路平直，视野变化单调，驾驶人容易
出现视觉疲劳且存在急弯。机动车驾驶员需
要注意事项：需集中精神稳驾慢行，切勿分
心驾驶。

6.国道 109 线（茶卡—格尔木），事故多
发原因：平直路线，交通流量较大，加之部分
驾驶人争道抢行，超速行驶。机动车驾驶员
需要注意事项：需减速慢行严格按照限速驾
驶，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

7.国道 315 线（天峻—茫崖），事故多发
原因：交通流量较大，加之部分驾驶人争
道抢行，占道行驶。机动车驾驶员需要注
意事项：需集中精神谨慎驾驶，减速慢行
严格按照限速驾驶，切勿疲劳驾驶、分心
驾驶。

8.格（尔木）茫（崖）公路，事故多发原因：
连续弯道路面，加之部分驾驶人争道抢行，
借道超车、占道行驶。机动车驾驶员需要注
意事项：连续弯道路面，加之部分驾驶人争
道抢行，借道超车、占道行驶。

9.梨都大道（贵德县），事故多发原因：平
直路线，交通流量较大，加之部分驾驶人争
道抢行，超速行驶。机动车驾驶员需要注意
事项：需减速慢行严格按照限速驾驶，切勿
争道抢行、超速行驶。

10.湟（源）贵（德），事故多发原因：平直
路线，交通流量较大，加之部分驾驶人争道
抢行，超速行驶。机动车驾驶员需要注意事
项：需减速慢行严格按照限速驾驶，切勿争
道抢行、超速行驶。

本报讯（记者 王瑞欣）“在办理ETC业
务时，由于工作人员失误，办错了车型。
本以为办理了ETC能省不少事，没想到却
给自己带来更多麻烦，被困在外地耽误送
货时间不说，还进了黑名单，我以后的生
意还怎么做？”1月19日，市民周先生向西
宁晚报热线反映。

据周先生说，他从事的是货物运输生
意，平时大部分时间都是驾驶着货车奔波在
全国各地送货。去年10月9日，周先生驾车
途经我省饮马峡高速收费站时，在工作人员
的指导下办理了ETC业务。在办理时，由于
工作人员的失误，将周先生所驾驶的6型重
型牵引车办理成了3型车，但他当时并不知
情。直到今年1月，在运输货物途经收费站
时，他才发现，由于办理的车型和实际不符，
他少缴纳的费用一直在累计。为了尽快解

决问题，周先生在1月15日通过ETC客服热
线更改车型后继续进行货物运输，但在抵达
重庆北碚高速收费站时，却被工作人员告知
他驾驶的车辆已被列入全国黑名单，需要补
缴全部的欠款才能从高速收费站离开。

记者第一时间联系了我省交通一卡通
ETC办理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在出现问题后
周先生已多次与办理中心取得了联系，由于
是工作人员的操作失误，给周先生造成了不
必要的麻烦。为此，相关工作人员已向周先生
致歉，并积极与周先生所在的高速收费站协
商，让周先生缴纳此次通行费后离开高速收
费站。但车辆通行高速缴纳通行费是每个车
主的义务，周先生还需要补缴所欠通行费，对
此省ETC办理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后期将
通过全国平台帮助周先生查清所欠通行款，
完成补缴后及时将周先生从黑名单中移除。

本报讯（记者 樊娅楠）近日，城东区
生态环境局对辖区医疗机构全面开展专
项 检 查 ， 进 一 步 规 范 医 疗 废 物 收 集 管
理、射线装置管理及医疗废水处置。经
查 7 家医院存在持证人员较少、放射性装
置相关负责人员无证操作等问题，被要
求限期整改。

经查，城东区各医院均已建立危废暂
存间，并做到医疗废物暂存规范分类、48
小时内转运及转运时电子联单和台账的规
范管理。针对收集废弃口罩、医疗废水达
标排放等重点工作，执法人员对医疗机构
负责人进行再培训、再要求，并就医废处
置进行不定期回头看。同时，对各医院的

射线装置进行排查，目前，各医院设备均
能正常使用。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发现部分医院
存在持证人员较少、放射性装置相关负责
人员无证操作等问题，现场对7家医院下达
监察记录，要求 7 家医院相关人员持证上
岗，转岗专职进行限期整改。

下一步，城东区将继续加大“两节”
期间对辖区内医疗机构射线装置的监管力
度，完善内部管理机制，杜绝环境安全隐
患发生。要求辖区各医疗机构充分认识疫
情防控形势的严峻性，切实履行疫情防控
职责，优化医疗管理制度，做好环境清洁
消毒等疫情防控工作。

我省交警发布十大事故多发路段

办理ETC却遇上烦心事

综合新闻
2021年1月22日 星期五

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30542

08A
版面 / 雨桐 校对 / 梅梅

77家医院被要求限期整改家医院被要求限期整改

本报讯（记者 肖芳 ）1 月 19 日上午，中
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市人民检
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宋某某故意伤害一
案，并当庭宣判，逃亡17年的被告人宋某某
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被告
人宋某某流下了悔恨的泪水，表示认罪认
罚，服从判决，不上诉。

2003年11月12日12时许，任某某（另案
处理）妻子与被害人发生争执后，被告人宋
某某和任某某等人到西宁市某批发市场一
百货商店内，再次与被害人发生争执并厮
打。期间，任某某持火钳击打被害人头部，

宋某某持刀捅刺被害人左腿部，之后宋某某
等人逃离现场。被害人经送往医院抢救无
效死亡。逃亡17年后，被告人宋某某于2020
年8月2日前往公安机关投案。

西宁中院认为，被告人宋某某等人持刀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并致一人死亡，其行为
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
宋某某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
控的罪名成立。所提出的认罪认罚量刑建
议予以采纳。被告人宋某某在案发后主动
前往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属自首，依法可从轻处罚，遂作出上述判决。

本报讯（记者 金华山）1月20日记者从
海东市互助县公安局了解到，1月18日9时
40分，互助县公安局松多林区派出所民警
接到报警称：五十镇上滩村一村民捡到一
只鹰，需要救助。民警到达现场后确认，
原来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大鵟。

据了解，五十镇上滩村村民郭某早晨
外出时，在路边发现一只疑似鹰的动物，
被绳子缠绕着无法飞行，为防止出现意
外，便将此动物带回家中，并打电话报警
求助。民警接警后，迅速前往郭某家中，
经相关部门技术人员确认，该动物为大
鵟，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经现场检

查，大鵟无明显外伤。随后，经与有关野
生动物保护部门协商后，将大鵟成功放飞
野外。

处警民警对郭某积极保护野生动物的
行为进行了表扬。近年来，随着野生动物
保护宣传力度的不断加大，群众保护野生
动物的意识明显提高，这次救助就是积极
宣传的结果，是警民联合救助的典范。野
生动物是人类的朋友，是自然生态系统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宝贵
资源，大家要积极行动起来，共同保护野
生动物、爱护生态环境，坚决与各种破坏
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作斗争。

伤害他人致死伤害他人致死 逃亡逃亡1717年终获刑年终获刑

警民联合救下二级保护动物大警民联合救下二级保护动物大鵟鵟

本报讯（记者 悠然）为严厉打击冒领养
老金违规行为，防范国有财产流失，秉承
检察机关和行政机关既监督又配合，既支
持又协作的理念。近日，城中区检察院立
足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与城中区社会保险服
务局开展追缴被冒领养老金专项活动。

据了解，2020年，城中区社会保险服
务局会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冒领
养老金情况开展全面排查，发现存在部分
冒领的养老金仍未追回的现象，故将此线
索移送至城中区检察院，协商共同开展追
缴 冒 领 养 老 金 ， 保 障 民 生 基金安 全 活
动。城中区检察院积极履行公益诉讼检
察职责，先后多次会同区社会保险服务
局对追缴冒领养老金专项活动进行深入

分析研判，积极调查核实。针对居民未按
规定期限报备、死亡人员未及时销户、信
息共享渠道不畅通等原因，深入社区、派
出所、居民家中核实相关信息，反复查询
银行流水及取款明细，前往省外调查取
证，及时固定相关证据。对拒退养老金的
18 名违法人员进行约谈，因势利导开展释
法说理工作，充分释明拒缴冒领养老金所
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通过充分有效的调查核实工作，城中
区检察院依法向区社会保险服务局发出诉
前检察建议，合力追回被冒领养老金58.22万
元，及时挽回了国有财产损失，维护了国家
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助推城中区养老金管
理工作步入法治化、规范化、制度化轨道。

中区规范养老金发放为民提供法治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