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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张海霞 通讯员 葛恒
美）海东市两级法院多措并举攻坚执行
难，2018 年受理执行案件 5016 件，执结
4687 件，到位金额 5.13 亿元，执行难问
题源头治理初见成效，“基本解决执行
难”这一阶段性目标如期实现。2018
年，海东市中级法院在全省法院率先与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东市
分公司正式签约战略合作协议，辖区基
层法院会同人保财险海东公司首次对救
助申请人郑帮学等 10 人发放救助金共
21.28万元。

获得首次救助款的彭某某是白家村
的葡萄种植户，同时经营着一家化肥
厂。去年，同村人李某某在化肥厂旁烤
火时，不慎失火，将彭某某的化肥厂烧
毁。今年 4月 19日，彭某某将李某某告
上了法庭。庭审中双方达成协议，李某
某赔偿申请人彭某某经济损失4.5万元，
但由于李某某没有赔偿能力，调解书生
效后彭某某向平安区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经过法院核查，被执行人李某某名下
无银行存款、车辆、房产，且被执行人已
经 72 岁，不宜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据
此，平安区法院执行庭经过劝解和说明
后，被执行人李某某愿意给付申请人彭
某某 2 万元，申请人彭某某自愿放弃部
分赔偿款。后李某某申请司法救助，获
得了救助款 2 万元，圆满化解了这一
纠纷。

针对类似案件，全市法院采取“秋冬

风暴”“凌晨出击”“雷霆行动”等措施，加
班加点，不间断地开展“高原意志”执行
专项活动之系列行动，向“执行难”全面
开战。依托“总对总”网络查控系统，通
过银行、房产等部门适时、全方位查询被
执行人财产案件 76.5 万次。并联合铁
路、民航、银行、工商等部门对失信被执
行人进行联合信用惩戒，“限高”1160人
(次)。公开曝光失信被执行人信息 433
人（次）。会同检察院、公安局联合发布
公告，开展打击拒执行为专项行动，共对
151名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的被执行人实
施司法拘留，罚款3人，追究拒执罪1人。

2015年 7月至 2017年 12月期间，汉
中金木土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从重庆建工
第七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分包了海东
市第一中学 2 号教学实验楼项目工程。
该项目工程总负责人敬某某聘请欧某
某、刘某某等多名农民工到场地施工。
事后敬某某拖欠 125名农民工工资共计
111.6万元。2018年1月22日，乐都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被告人敬某某下
达了《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决定书》，
敬某某拒不支付所拖欠的农民工工资。
2018年 3月 12日，敬某某涉嫌拒不支付
劳动报酬罪被乐都区公安局刑事拘留。
到案后，敬某某认罪服法，同年 5月，支
付了 125 名农民工的工资 111.6 万元。
2019年 4月 20日，乐都区法院依法对被
告人敬某某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

币2万元。
同时，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案件挂

牌督办，严格审查终本案件，全力整治
消极执行、选择执行等问题。积极推广
使用“一案一账号”系统，实行财产处
置分配全公开，发还执行案款6109.6万
元。2018 年以来，全市法院全面运用
执行财产网络司法拍卖，对 85 件标的
进行网拍，成交 5 件，金额 130 余万
元，溢价率 21.2%，为当事人节省佣金
6 万元，网拍违纪违法“投诉率”为
零。2019年3月15日，平安区法院通过
网络司法拍卖成功拍卖商铺一套、奥迪
Q7汽车一辆。在此次拍卖过程中，车
辆有 5 人报名竞价，237 人设置提醒，
8813次围观，经过9次竞价，该车最终
以 46.63 万元拍卖成功，商铺最终以
152.5 万 元 拍 卖 成 功 ， 围 观 人 数 达
1361次。

通过上述一系列工作，“基本解决
执行难”工作取得实质性突破，经受了
中科院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四个
90%一个 80%”核心指标均达到最高法
院预设要求。并且在制度建设、行为规
范、执行公开、执行质效等方面取得了
长足进步。

时报讯（记者 祁于庭 通讯员 马秀
琴）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近年
来，海东市人民检察院不断深化、优化、
细化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以“教育、感化、
挽救”为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
在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的原则前提下，立
足法律监督职能，最大限度降低对涉罪
未成年人的批捕率、起诉率和监禁率。

2017年5月13日晚21时许，被告人
李某、贺某在平安区一公园经预谋并纠
集另外6人，经明确分工后，于当晚23时
30 分携带事先准备的两根钢管和半块
红砖，来到一家足浴店内，以找女技师洗
脚为由，按照分工，对该店主及员工以威
胁、殴打等方式实施抢劫。案发后，一审
判决对李某、贺某二人判处了实刑。市

检察院检察官们经审查发现，根据相关
法律规定，对其二人可适用缓刑。对此，
在二审开庭时，出席二审法庭的检察员
明确提出对两位上诉人依法应当适用缓
刑。我国刑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对
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
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
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
妇女和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
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
大不良影响。如果同时具有下列情形之
一，对其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在危害社会
的，应当宣告缓刑：初次犯罪、积极退赃
或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具备监护、帮教
条件。本案中，被告人李某、贺某系在校

学生，犯罪时未满 18 周岁，犯罪情节较
轻，积极赔偿被害人的损失，并取得被害
人谅解，且系初次犯罪，具备有效的监
护、帮教条件。因此，根据上述规定，对
被告人李某、贺某依法应当适用缓刑。

时报讯（记者 祁于庭 通讯员 张先
姬）近日，平安区卫生计生综合监督行政
执法大队根据《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医
疗机构医疗废物和生活垃圾管理的通
知》要求，对该区医疗机构医疗废物和生
活垃圾的处置与管理开展专项监督检查。

此次专项检查主要针对该区公立医
院、民营医院、部分乡镇卫生院和个体诊
所的医疗废物和生活垃圾管理工作进行
全面排查。截至目前，共检查各类医疗
机构21家，重点检查了医疗废物和未被
污染输液瓶（袋）分类管理、处置情况。

通过检查，各医疗机构均建立了各
项工作制度，指定专（兼）职人员负责医
疗废物和机构内生活垃圾的管理工作，
及时规范分类收集医疗废物和生活垃
圾，使用专用包装物及容器，建立医疗废
物暂时贮存设施、设备，并定期清洁消
毒。多数单位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及时
上传医疗废物转移联单，医疗废物交由
海东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中心处置，并
对医疗废物进行规范完整登记记录。少
数医疗机构未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上报
医疗废物转移联单，医疗废物未在 2 天

内进行转运处置。部分单位医疗废物登
记记录不规范。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
题，卫生监督员当场给予指导，下达卫生
监督意见书责令立即整改。此项工作正
在进行中。

今后，该区将以此次排查行动为契
机，持续加大督查检查力度，强化源头分
类管理，规范收集处置医疗废物。

时报讯（记者 祁于庭 通讯员 李成
斌）近日，平安区爱卫办组织该区各部
门、各单位及医疗卫生单位共24家，在平
安区中心广场开展了“以共建宜居环境
共推‘厕所革命’共促卫生健康”为主题
的第31个爱国卫生月集中宣传活动，以
此彻底清除卫生死角。

活动期间，掀起了新一轮爱国卫生
运动热潮，各单位通过设置咨询台、展出
宣传展板、悬挂横幅、发放宣传品、以及
开展义诊和现场咨询等形式，向现场群
众宣传、讲解城乡环境卫生整治、推进

“厕所革命”、春夏季病媒防控、卫生保健、
高血压、糖尿病和艾滋病等爱国卫生知
识。当天，各医疗单位免费义诊累计130
人次，接受健康咨询群众60人，各单位共
发放各类宣传资料 4500余份、悬挂横幅
25条、摆放展板15块。

并在全区范围内集中开展了“城乡
环境卫生大扫除”活动。全区8个乡镇、
区委各部门、区直各单位共54家单位组
织干部群众，在辖区和责任路段集中开
展了1次卫生大扫除，有力清除了辖区及
责任路段内垃圾、堆积物、杂草、乱拉乱
挂及户外广告等。平安镇和小峡镇政府
重点对背街小巷、农贸市场、汽车站周
边、河道、城乡结合部、城中村和拆迁闲
置地块等环境卫生问题突出区域开展了
卫生大扫除，彻底清除了卫生死角。

海东实现“基本解决执行难”目标

市检察院严控未成年人“三率”
平安向卫生死角宣战

平安开展医疗废物和生活垃圾专项检查

时报讯（记者丁建敏）互助县积极落
实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各项政策，减
轻企业负担，营商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截至目前，全县共登记注册市场主体
18399家，2019年新发展市场主体623家，
共办理个体“两证整合”执照 2823份，共
发放“多证合一”营业执照1892份。

互助对县域内所有企业进行调查摸
底，精准厘清预计可享受普惠性优惠政
策户数。今年以来，全县享受各类减税
降费政策的纳税人达 4200户，共计减免
税费652.6万元，预计全年新增减免各类
税费6107万元。

同时，从贷款利率、评估费、担保费
及其它收费方面降低和免收相关费用，
累计让利企业1971万元。支持企业参加
各类大型展销活动，落实支持企业展销
补助资金20万元。引导企业加大技术改
造力度，推动数字化智能化工厂建设，年
降低人工成本约 300万元。在全县范围
内开展了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加价的专
项整治工作，将原来的1.2元/度降为0.68
元/度，让企业享受到国家降电价改革红
利。继续执行降低失业、生育、工伤保险
费费率政策，从2016年调整以来，生育保
险费率降低 0.5%，降低成本 204.6万元；
工伤保险平均实际费率降低0.15%，降低
成本259.6万元。

互助减税降费

优化营商环境

感谢检察官感谢检察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