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芳旭）2017年，城中区
食品药品和市场监督管理局扎实履行职
能，加强各类市场主体监管，全力规范行
政执法工作，努力实现了“五个率先一个
创新＋一个最大”，成为西宁样板。

率先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单位：立足
食药、市场、质监大监管职能，坚持“两手
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通过开展文明
志愿者服务活动、帮扶共建、关注民生送
温暖献爱心等一系列活动，把精神文明
建设工作作为基本职责和主要工作任务
抓紧抓好，于2017年11月，被中央精神文
明建设指导委员会授予第五届“全国文

明单位”称号。
率先打造食品安全示范街：围绕“九

有一公开”制度、《食品安全法》等食品相
关政策法规，举办从业人员食品安全培
训班10余次，受训人员达584人次。在全
市四区三县率先打造完成莫家街、王府
井Ｂ馆负一楼、南山路鸣翠柳山庄周边3
条食品安全示范街（区）、120家食品安全
示范门店，率先在3条食品安全示范街推
行“两档一承诺”监管模式。

率先启动“小餐桌”备案登记：在四
区三县率先起草《城中区规范“小餐桌”
备案登记管理工作实施方案（试行）》，明

确教育、食药、卫计等部门的监管职责，
形成规范性文件，为“小餐桌”监管工作
提供一定的依据，为下一步将其纳入远
程监管范围，奠定良好的基础。

率先推行“一站式”审批服务：在全
面实行企业“多证合一”的基础上，将个
体工商户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健
康证统一纳入到市场主体服务大厅办
理，并全面实施“一站式”审批服务，增设
服务窗口7个，成功将办理证照时间从30
个工作日缩短到7个工作日，提高服务效
能，得到了办事群众的一致好评。

率先全面推行监管模式：明确抽查
依据、抽查主体、抽查内容和抽查方式，
合理确定随机抽查的比例和频次，按照

“谁检查、谁录入”原则，及时将抽查结果
通过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
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创新工作机制，推行“日报告、周总
结、月汇总”制度。各科所每日上报工作
日志，每周上报本周工作小结和下周工
作计划，办公室汇总整理形成全局周小
结，每月末将4周周小结整理装订成册，
上报市食药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及主
管区长，办公室同时留存，形成档案资
料，再将月汇总按照季度装订成册，最终
形成全年工作情况原始资料数据库。

查获全省最大药品制假案件：查处
制售假药窝点两处，抓获犯罪嫌疑人 2
名，查封涉案场地2处，查获黑色蜜丸
（百草丸） 42839粒，总重244.2公斤, 货
值金额 2 万余元，制药设备 3 台、制药
物料及说明书若干，涉案金额累计10万
余元。

中区食药局五个率先创出西宁样板

本报讯（记者 徐顺凯）城东区通过强
化提升动员群众、教育引导群众、联系服
务群众和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能力，进
一步增强群团组织的政治性、先进性、群
众性，促进群团组织更好地发挥桥梁纽
带作用，深入推进工会共青团妇联改革。

紧跟“步伐”，强化基层打基础，牢牢
把握群团工作“是什么、为什么、做什么、
怎么做”的思路，紧紧围绕“去四化”要
求，按照重心下移、力量下沉、资源下沉
的原则，及时筹备起草《城东区工会共青
团妇联改革方案》，进一步明确改革的

“施工图”。延伸“触角”，整合资源促扩
面，组建区群团服务站，充分发挥对工青
妇组织工作的协调、联动、服务、督导作
用，开设群团服务窗口，以职工、青少年、
妇女儿童为服务对象，全面开展接待咨
询、政策宣传、受理救助和维权援助工
作，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以

“3+N”模式整合现有“职工之家”“青年之
家”“妇女之家”活动阵地和资源，联合其
他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在群众集中的
镇（社区）、企业等区域合力建设“群众之
家”，按“七有”要求建立社区、企业、寺院
等47家“群众之家”，不断强化了基层活
动载体和服务平台，有效拓宽群团工作
覆盖面。紧接“地气”，网上网下强服务，
打造网上平台，充分利用QQ群、微信等
新媒体平台，联系服务群众，做到经常有
沟通、有互动、有交流，及时了解思想动
态、提供帮助，积极推送群团服务项目和
活动信息，实现服务对象全覆盖、服务时
间全天候；构建网下新机制，建立健全干
部联系群众“1+100”工作制度和干部常
态化下基层机制，实现每名群团干部至
少联系服务100名群众，确保群众反映诉
求及时、便捷，寻求服务快速、有效。

本报讯（记者 张国静）“在做科学
实验过程中，我们不仅学习到了课本
以外的知识，而且增加了学习的乐趣，
真是一堂有意义的科学课啊。”1月15
日，城西区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在城
西区文化艺术中心举办，活动以大赛
的形式，聚集了辖区200余件小学生的

“科学发明”，为广大青少年开了一堂
别样的科学课。

记者从城西区文体局获悉，科技
创新大赛受到了广大青少年的欢迎，
来自辖区各小学的学生们积极参与到
活动中。经过近两周的比赛，42 件优
秀科学作品从200余件参赛作品中脱
颖而出。这些作品中包括科技幻画、
科技成果、实践活动、科学报告等，涵
盖了小学生科技创新的方方面面。该
活动由城西区文体局、共青团城西区
委、城西区教育局主办，旨在通过活动
引导群众性发明创造活动的蓬勃开
展，培养青少年爱科学、学科学、用科
学的良好氛围，更好地促进青少年科
学教育工作。

来自胜利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刘
媛静告诉记者，她制作的“太阳能热水
器”获得了本届大赛的创新科技奖。
记者看到这个作品正是利用了黑色吸
热、锡箔纸反光、泡沫保温的原理，使
瓶中水在 24 小时内保持 5℃的温度。

“这些原理首先是通过课本学到的，但
是通过大赛的平台，我将这些课本的
知识应用到实践中。通过参赛让自己
在实践中获得了更广的视野和成就。”
刘媛静说。本次大赛紧紧围绕“节约
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障安全健
康、促进创新创造”的主题，着重突出

“安全、健康、低碳、节能、科学”的内
容。培育了青少年的创新精神和实践
能力，提高科技创新的科学素质和技
能，推进青少年科技教育事业科学发
展。

西区：

推动青少年科技创新蓬勃开展
东区扎实推进工青妇改革

本报讯（通讯员 赵海珍）走进大通县
桥头公园公共卫生间，你一定会被“第三
卫生间”吸引，该卫生间为行动不便者提
供人性化的服务。走进“第三卫生间”，全
感应式龙头洗手池、儿童洗手盆、成人洗
手盆、儿童小便池、成人坐便位、安全抓
杆、淋浴器、呼叫器等设施，让一间小小的
厕所都彰显出民生情怀。

为全面推进“厕所革命”，大通县林业
局、科技文化和旅游体育局将“厕所革命”
作为基础工程、文明工程、民生工程来抓，
结合实际在大通县桥头公园内修建AAA
级厕所一座，并在其中设立“第三卫生
间”即家庭卫生间，是在厕所中专门为行
为障碍者或协助行动不能自理的亲人使
用的卫生间。“厕所革命”告别了原来公厕
臭气熏天的现象，使公园环境卫生状况得
到了极大改善，补齐了影响群众生活品质

的短板。
据悉，该县林业局、科技文化和旅游

体育局为全面落实“厕所革命”、积极配合
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做好厕所设计、建
设、调试、检查、验收工作，高质量推进厕
所竣工使用工作。在设计方面更加留意
男女性别差异等因素，在修建时对男女厕
位数量进行了适当调整。完善厕所基础
设施，设立了无障碍卫生间，为行动不便
者提供坐便器、扶手、洗手池等；设置紧急
呼叫按钮，当身体不适或遇到危险时，可
向外界求助。设立的“第三卫生间”位置
靠近公共厕所入口，极大地方便了行动不
便者。“‘第三卫生间’体现了‘厕所革命’
的人文关怀。”桥头公园负责人说。为进
一步提升如厕环境，下一步还将在厕所内
播放音乐，在空闲位置布置绿植，提升游
客的舒适感。

大通让小厕所体现民生大情怀

本报讯（记者 金华山 ）1 月 10 日 17 时 10 分左
右，果洛州甘德县江千乡恰曲纳村的措热、桑旭格
加两位牧户驱赶180头牦牛在途经东柯曲河时，因
冰面不够结实和牛群密集原因，导致冰面塌陷，107
头牦牛掉入冰坑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后，为减少牧
民损失，果洛州立即组织了300多人次以及重型装
备在低温-25.3℃的天气条件下，作业50多个小时，
用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温暖受灾群
众。

事发：
百头牦牛坠入冰河几乎全部溺亡

1 月 10 日，甘德县当地天气预报显示：最低气
温-25.3℃，最高温度仅为 1.6℃，寒风刺骨。17 时
10分左右，甘德县江千乡政府的电话急促地响了起
来：“恰曲纳村的措热、桑旭格加两位牧户驱赶180
头牦牛在途经东柯曲河时，因冰面不够结实和牛群
密集原因，导致冰面塌陷，已经有很多牦牛溺亡了，
请政府帮忙救援打捞。”

接到信息后，乡政府立即向甘德县委县政府汇
报，并第一时间派出人员到达现场了解实情。工作
人员到达现场后根据牧民的描述初步将事故情况
汇报到了乡政府：107头牦牛掉入冰坑溺水死亡，直
接经济损失达642000元。

与此同时，县级工作组到达现场，通过现场勘
查，发现冰面不够结实，水流较急，加之天色已晚、
人力无法打捞等原因，为确保安全，打捞工作暂时
延缓。另外，果洛州委州政府也接到了甘德县的应
急情况汇报。

救援：
州县乡立即行动把群众损失降到最低

当日深夜，甘德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安排协调
落水牦牛打捞工作，并安排县交通局积极协调设备
和人员，因果洛州各县无适合作业的机械设备，通
过协商决定从西宁调遣。

1月11日，副州长拉昂才旦与州县农牧局、县兽
医站、保险公司等部门的同志赶赴事发现场，在维
持现场秩序的同时，进行拍照取证和损失数据的统
计。并为受灾牧户发放了慰问金和生活物资，鼓励
他们勇敢面对生活，党和政府将竭尽所能给予帮
助，减少群众损失。拉昂才旦在现场强调：一是此
次突发事件给牧户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一定要做好
受灾牧户安抚帮扶工作，为其树立生活信心；二是
一定要维护好现场秩序，在相关机械未到达现场
时，切勿盲目打捞，防止出现人员落水的情况发生；
三是积极与民政局、保险公司等部门协调沟通，争
取将牧户损失降到最低。

1月12日上午，从西宁调遣的打捞机械设备和
人员到达事发现场，经过简短的安排部署，在县级
工作组的组织协调下，打捞人员和设备冒着严寒和
危险进行打捞工作。

感动：
干部群众捐助受灾牧民暖人心

12日15时左右，在县委县政府的协调安排下，
组织开展了向牦牛落水受损牧户捐款的活动。在
现场工作组的带头下，大家纷纷伸出援助之手，捐
款人群中还有邻乡、邻县的群众，在此时没有民族
之分、地域之分，有的是对受灾群众的关心与关
怀。现场捐款共计7480元，当场送到了两户受灾牧
户手中。

18时左右，共有35头落水牦牛被打捞出来（大
牛29头，小牛6头，其中1头在事发现场500米处被
发现），其余还在人工搜寻中，县级工作组按照甘德
县委书记西热、县长索南多的安排，力求将牧户损
失降到最低程度，鼓励现场群众出于人道救助立
场，积极认购冰死牦牛，现场群众以小牛500元/头、
大牛3500元/头的价格全部自愿认购，降低了牧户
的损失。

力量：
牦牛坠河300名干部群众救援打捞

记者从甘德县了解到，截至目前，此次落水牦
牛打捞工作出动人力300余人次，挖掘机、半挂车各
一辆（费用1.5万元，全部由县交通局出资）。经过
50余小时的打捞，破冰面积达1500平方米，打捞牦
牛 35 头。共为受灾户发放慰问金 16000 元（州级
2000 元、县级 4000 元、乡政府 10000 元），发放面粉
500 斤、大米 500 斤、青油 8 桶、挂面 2 箱，捐款 7480
元。通过此次打捞，充分体现了州委州政府、县委
县政府对受灾牧户的关心与关怀，以及县级工作组
快速应对能力、组织能力和尽职尽责的精神，也反
映出广大群众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良好品质。在
寒冬腊月，书写了甘德草原上的干部群众共同抗击
灾难的动人篇章。

果洛300干部群众勇救坠河牦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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