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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张海霞通讯员李雪琴）
海东市各级法院按照最高法院及省高级
法院要求，把握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主线,
围绕“基本解决执行难”总目标，加大执行
工作力度，对标对表第三方评估指标体
系，执行攻坚有了实质性突破，2016 至
2018年 7月,全市法院新收执行案件 8343
件，结案 7978 件，结案率 92.16%，执行到
位金额5.73亿元。

今年以来，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全力
冲刺“执行攻坚”以执行体制改革为契机,
落实审执分离试点按照“依法突出执行工
作强制性，全力推进执行工作信息化,市
中院在执行局内部进行改革实行内分，分
别成立两个执行实施综合团队和执行裁
判团队。2017年,全市法院共实施查封、
冻结、扣划 5866次，执行和解案件 97件，
自动履行1283件，强制执行1290件，拘留
73 人次,罚款 3 人次，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534人，限制高消费 534人次。规范财产
查控行为,保证查人找物及时到位；规范
执行管理,保证案件流程监管到位；规范
处置信访督办案件,提高涉执信访案件办
结率。目前全市已全部建成执行指挥中
心，并完成指挥中心、车载平台和单兵装
备的系统链接,实现了现场指挥、证据采
集、视频录像和调度处置等可视化功能。
今年上半年,通过信息化、网络化运自动
化手段查控被执行人及其财产 4300 余
次。2016年至今,共曝光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九批。其中，曝光失信自然人2051名、
失信企业法人及其他组织648个、限制高
消费 445 人(次),使其“一处失信,处处受

限”。对 63件案件以网络司法拍卖方式
处置标的物 105 件,成交 7 件,成交金额
343.21 万元，溢价率达 11.81%。仅今年,
市中院便通过网络司法拍卖成功拍卖执
行标的物 33件。“挂图作战”明责任,摸底
排查“补短板”。今年 2月全市法院制定

“基本解决执行难”决胜年作战图,按计
划、按目标、按进度、按要求实施,使一批
长期未结案件得到执结。

同时，该院开展“高原意志”重拳攻坚
专项打击活动，2017年4月17日和11月6
日,该院分别组织开展了为期 20天的“高
原意志”之集中专项活动和15天的“高原
意志”之重拳攻坚活动。2017 年利用媒
体曝光失信被执行人534名（其中法人81
名），曝光后有 106 起案件的被执行人主
动履行义务，履行金额 1001.6 万元。期
间，对 1992 件案件采取了拘留、罚款、查
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对 90人进行
了拘留,对3人进行罚款，有力惩处了一大
批藐视司法权威性的当事人。2017 年 3
月和12月先后两次组织召开执行案款兑
现大会,共兑现 50余件，5000余万元执行
案款。2018年,全面实施执行案款“一案
一账号”。截止今年7月31日全市法院有
财产可供执行案件法定期限内实际执结
率为96.76%,可供执行案件终本合格率达
到96.61%，信访案件办结率为100%，执行
结案率92.16%。

发挥区位优势

5年东关村收获千万资产

时报讯（记者张海霞通讯员张晓明）
海东市全面贯彻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
精神，以五大骨干工程为抓手，全力打好
以“蓝天保卫战”为重点的大气污染防治
攻坚战。

全市重点实施扬尘综合治理、煤烟
型污染治理、机动车污染治理、能力建
设、工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等五类骨干
工程，16个项目，投资 1.52亿元。扬尘综
合治理工程，投入资金 425万元，实施建
筑工地自动监控系统建设项目，在平安
区选择10个建筑工地建设扬尘自动监控
及喷淋装置，共20套，对平安区现有的视
频监控平台进行升级改造。煤烟型污染
治理工程，投入资金7260万元，实施燃煤

小锅炉淘汰项目，在全市共淘汰燃煤锅
炉120蒸吨。机动车污染治理工程，投入
资金 3450 万元，机动车遥感监测服务购
买项目，通过购买检测服务的方式，掌握
平安、乐都两区重型柴油车污染物排放
情况，遏制机动车超标排放行为。能力
建设工程，投入资金 250万元，实施海东
市限期达标规划等编制项目，对海东市
大气污染成因及污染物来源进行解析，
编制空气质量限期达标规划。投入资金
50万元，实施扬尘污染无人机监控项目，
通过购买无人机，利用视频资料等信息，
掌握区域废气污染物排放情况。投入资
金249万元，实施网格化监管能力拓展项
目，建设空气微型监测站掌握平安区已

划定网格的空气质量状况。工业大气污
染深度治理工程，投入资金3530万元，实
施工业大气污染治理项目，为乐都烁华
铁合金有限公司等 10家公司，分别建设
安装浇铸车间烟气收集系统，避免或减
少产生工业大气污染。2018 年，全市重
点城市（镇）空气质量稳步提高，平均优
良天数比例达到 78%，细颗粒物（PM2.5）
年平均浓度较考核基准年下降13%，可吸
入颗粒物（PM10）年均浓度持续下降。

近日，乐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生产流通环节的生猪及猪肉产品进行集中排查，
活动共排查2个农贸市场21户批发零售经营户，大中型超市8家，城乡经营户32家，
餐饮单位186家。截至目前，未发现问题猪肉流入乐都区。

实习记者焦惠芳通讯员俞毅李清芳摄

五大骨干工程守护海东蓝天

时报讯（记者臧珂）近日，互助县公
安局为进一步提升辅警综合素质，规范
辅警队伍管理，特举办警务辅助人员培
训班，全局162名辅警参加培训。

据了解，在培训中要求全体辅警人
员认清此次培训的目的和重要意义，努
力学习业务知识和技能，充分发挥辅警
队伍在维护全县社会稳定中的重要作
用。培训中，政工、指挥中心、治安、巡
警、法制等部门业务骨干围绕《公安机关
人民警察纪律处分条令》、《人民警察着
装规定》、基层基础工作、接处警工作及
相关执法工作规范等内容，援引大量现
实鲜活案例，给全体辅警们深入浅出的
讲解如何遵纪守法、规范接处警、文明执
法、严守警务秘密，如何开展巡查盘问、
正当防卫、进攻和控制技术等一线辅警
常用的实战技能，要求参训辅警人员转
换角色、摆正心态，遵纪守法，在民警的
带领下，认真履行好岗位职责，切实做好
公安辅助工作。

通过此次培训，有效提升了辅警的
整体素质和履职能力，辅警们纷纷表示，
此次培训受益匪浅，今后要以人民警察
的标准规范自己的言行，全身心地投入
到工作当中，为互助公安工作添砖加瓦，
多做贡献。

时报讯（记者张海霞通讯员王正芬）
为加强辖区娱乐场所的治安管理，不断
强化安全防范意识，预防、遏制违法犯罪
活动。8 月 31 日晚，平安派出所组织全
体民警、辅警对辖区娱乐场所进行了全
面检查。

期间，民警对娱乐场所的消防设施、
视频监控运行、安全制度落实以及悬挂
禁毒、禁赌、禁黄、禁止未成年人进入标
志等情况进行检查，对场所内的违法犯
罪活动情况进行了全面排查。经过检
查，对场所存在安全隐患，责令当场整
改。对各娱乐场所工作人员进行核对登
记，要求场所负责人开展法律法规宣传，
守法经营，不得超范围经营。

通过此次检查，有效增强了辖区公
共娱乐场所从业人员守法经营的意识，
净化了娱乐场所治安环境，确保了娱乐
场所健康、有序发展。

海东中院三年执结资金5亿余元

平安派出所

开展洗浴场所治安检查

互助公安

为警务辅助人员“充电”

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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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记者焦惠芳通讯员王艳艳
乐都区碾伯镇东关村原本是省级蔬

菜种植基地，村里的老百姓都靠种菜为
生。近年来随着城市的扩建，至2013年，
东关村319亩耕地全部被征用，依靠蔬菜
种植的菜农成为失地农民，村里的发展
成为一个大难题，村两委积极作为谋出
路，如今东关村集体经济资金达 4000余
万元，全村农民人均收入达 13975元，成
了乐都区的“富村”。短短的 5 年之内，
东关村如何发展集体经济收获千万资产
记者带着这疑问，来到了东关村村委
会。“村里的耕地逐年减少，村民都搬
到了楼房，平时都在外打工，村里发展产
业成为大问题。”东关村村支书李宝存说
道。2006年铁路二线征用东关村集体土
地，东关村得到征地补偿款 27 万元，如
何使用这一笔钱成为大家关心的话题。

“当时村里一部分人要求按人分配这笔
资金，村‘两委’班子顶住压力，对要求分
配资金的村民逐一做思想工作，最后通
过村民代表大会表决，购买了商铺。”村
主任阴仑文表示村两委要有自己的发展
思路，不能只看眼前利益，村委会利用这
27万元在鲁大复线购置一处 821平米的
商铺，当年就获得收益，有了发展村集体
经济的“第一桶金”。

2008 年，东关村利用租房受益及贷
款修建 2600多平米的商铺。2011年，村
里以土地为资金与房地产商合资修建楼
盘，楼盘修成后一楼的商铺归东关村所
有。李宝存认为用土地卖钱只能得到短
暂的受益，只有将土地作为资本才能产
生长久效益。“现在乐都区发展这么好，
我们村上的土地会逐年增值，土地是村
里的最大的财产。”如今，东关村拥有 4
处商铺，总面积 5188平米，年收入达 110
万元。在村支书和村主任眼里，东关村
发展产业的优势在于土地，今后村两委
将逐步从单一发展转变为多元发展，做
大做强商贸、服务等各具特色的村集体
经济发展模式。

随着村集体经济规模的不断壮大，
如何有效地保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
产、资金的安全，成为村“两委”班子的
又一道现实考题。东关村及时成立村
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以集体资产的
股权份额化为核心，明晰集体资产产
权，明确集体经济产权主体，开展了农
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工作。

“以1982年责任田承包之前取得本村集
体经济组织资格及其相关人员为前提，
对本村的所有人员分类清查，经核实确
定享受股权的集体股东和个人股东。”
李宝存介绍到。

村里富了也要为村民谋福利，东关
村从 2013年开始，对本村 50周岁以上
的村民每年发放养老金，养老金以1200
元为基础，年龄每增加10岁养老金上涨
1200元，现在村里基本实现了村集体福
利支出每年翻番。“我们的这些土地都
是老人们辛辛苦苦置办来的，村里有了
钱不能忘了这些做了一辈子贡献的老
人，所以我们的资金首先要给老人谋福
利，这样也能为年轻人减负担。”村主任
阴仑文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