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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啸宇）近日，我省交通有关部门
组织召开 S306 线官亭至哈城公路大河家至哈城
段改建工程合同谈判会议。近300公里的道路改
扩建工程，位于我省民和县、化隆县、湟中县、贵德
县、湟源县境内，项目的实施将有效改善这一区域
道路状况。

此前，省道 306 线官亭至哈城公路大河家至
哈城段改建工程已由省发展改革委批准工程可研
报告。此次合同谈判对项目办及各中标施工单位
提出明确要求，保证施工管理的规范化、标准化，
确保把项目真正建成品质工程、平安工程、生态工
程、阳光工程。

省道306线官亭至哈城公路大河家至哈城段
改建工程项目路线总体呈东西走向，起点位于民
和县官亭镇大河家桥头，接省道 306 线峡口至大
河家段终点，向西沿黄河至赵木川村，然后转向北
沿黑营河至民和县杏儿乡、化隆县塔加乡，再沿老
路折向西过塔加垭口、丹麻垭口至丹麻沟，过金源
乡后向北至移民村，折向西设金源隧道至安关村，
然后翻越安关垭口至初麻乡，继续向西，与 S202
共线约1公里后向南经阿什努乡、沙连堡乡至群
科新区，与S203共线35.7公里至扎巴镇南滩村，然
后向西经化隆县查甫乡、雄先乡、湟中县群加乡、
贵德县千户村，折向北与S101共线15.7公里至拉
脊山垭口，然后再向西至终点湟源县哈城村，接
G109 辅道。路线全长 298.965 公里，其中改扩建
段246.45公里，共线段52.5公里。

全线按两车道二级、四级公路标准建设。项
目路基工程计划工期为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8
月；路面工程计划工期为2018年1月至2020年10
月（主体工程与绿化工程同步施工）。

民和至湟源近300公里路段将改建
本报讯（实习记者 闫鸿）年关将至，家

家户户都开始忙活着扫尘除垢，做着辞旧
迎新的准备。记者27日走访我市家政服
务市场发现，虽然距春节还有一段时间，
但我市家政服务市场已经
悄然升温，保洁服务人员预
订火爆。

27 日，记者来到我市
一家政服务公司看到，前台工作人员正
在忙着接电话，记录客户的家庭住址和
预约时间。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月初
开始，市民咨询、预订家政服务人员的
电话就开始多起来。越临近春节，家政

服务人员就越“拉不开栓”，现在家政市
场的需求很大，已经迎来用工高峰。在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我市家政服务市场
收费标准很透明，有的按平方米收费、

有的按小时收费，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
来选择。按小时为50元／小时，两小时
起步；按平方，整体保洁是 3 元／平方
米，擦玻璃是1.2元／平方米。采访中一
名保洁人员对记者说，她是做家庭保洁

的，平时她上午只为一个家庭做保洁，
现在家政的活儿多了，她干完第一家
后，还要到另外几家做服务。

家政公司工作人员给记者展示了公
司的预约记录本，“2月份的
保洁服务已经接了40多家，
都排到腊月二十九了！今
年，我们公司大部分保洁员

腊月三十才能回家。”这名工作人员说。
据了解，为鼓励员工推迟休假，坚守岗位，
我市一些家政服务公司相应出台了提高
待遇等措施，应对可能出现的“用工荒”现
象。

本报讯（记者 悠然）为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集中帮扶各类
就业困难人员、刑满释放人员及残疾
登记失业人员就业，1月26日上午，城
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南
川西路办事处举办了“城中区2018年
就业援助月专场招聘会”活动。

此次招聘会的主题是“就业帮
扶、真情相助、不让一个困难群众掉
队”，主要以就业困难人员、刑满释放
人员及残疾登记失业人员为帮扶对
象。此次招聘会共有29家企业参加，
提供了理货员、导购员、操作工、电
工、店员、销售、设计员等多种岗位。
此次招聘会在现场为求职人员提供
招聘岗位的同时，还在现场设置了就
业政策、创业奖补、创业贷款等咨询
台。记者在招聘会上看到，求职者们
认真浏览着招聘简章，向用工单位详
细咨询招聘岗位的任职资格、职责要
求以及薪资待遇，对有意向的用工单
位提交了个人简历。当日现场共有
34 名求职者与用人单位达成了意向
性用工协议，现场接待政策咨询和职
业指导100余人（次）。

据悉，2月底至3月初，城中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还将继续开展

“春风行动”大型招聘会，将失地农
民、高校毕业生、城镇失业人员作为
重点服务对象，把政府公共就业服务
工作做到实处。

本报讯（记者 悠然）为全面推进海东市市场
监管工作投诉举报业务系统建设，海东市市场监
管局投诉举报中心在充分利用省工商局、省食药
监局和省质监局建立完善投诉举报热线和网络
系统的基础上，建立健全了市、县（区）、所三级投
诉举报业务工作专用账户，并将于2月1日起统
一启用三大投诉举报业务系统。此举也标志着
海东市市场监管工作投诉举报系统实现省、市、
县（区）、所四级互联互通。

据了解，目前运行的三大投诉举报系统与省
级系统业务数据对接后，各级市场监管机构可进
行统一的投诉举报业务办理，这不仅加强了投诉
举报信息的统一受理、汇总、分析、上报、协调、跟
踪、督办、反馈等八项职能的作用，还能充分发挥
投诉举报系统知识库、信息共享等功能，进一步
推进解决公众诉求、打击违法犯罪、防范安全风
险、宣传教育群众等工作的有效、有序开展。为
人民群众消费维权提供了看得见、听得到、有温
度的强有力保障。

下一步，海东市市场监管局将按照强化科学
管理、完善制度建设，强化信息分析、做好监管参
谋，强化举报奖励、鼓励群众举报，强化宣传推
广、扩大品牌效应这“四个强化”的工作思路，切
实加强投诉举报办理工作。

本报讯（记者 王瑞欣）“嗡嗡
嗡 ……”伴随着螺旋桨发出的蜂鸣
声 ， 一 架 警 用 无 人 机 缓 缓 升 起 ，
360°旋转的高清摄像头像锐利的鹰
眼，将方圆几公里的视线尽收眼
底。这是我市城北公安分局启用警
用无人机进行试飞的一幕，意味着
有“空中骑兵”之称的无人机正式
入“警”。

据悉，警用无人机的启用，将
更快捷地处置突发警情，进一步提
升警务信息化水平，强化市区治安
防控能力，更贴心地为市民服务。
无人机不仅具有自动起飞、自动降
落、自动返航、航线飞行等多种智
能飞行模式，而且各种飞行模式可
以实时进行切换或修改，续航作业
时间高达60分钟，配有热成像等多
种功能，可对现场进行昼夜拍照录
像，并将采集的视音频资料实时回
传，既便于指挥决策，又能搜集固
定证据，真正发挥了“空中奇兵”
的作用。

据了解，今后警用无人机将在
案件侦破、大型活动安保、突发事
件处置、抢险救援等工作中，担任
移动跟踪和监控工作，为各项工作
的有序推进提供有力支撑。

本报讯（记者 张艳艳）为推动党的
十九大精神在基层落地生根，近期，城
东区青藏花园社区以“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为主题开展了演讲比赛、知识测
试、文艺演出和理论宣讲“四项活动”，
进一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据了解，为当好学习宣讲党的十九
大精神的排头兵，青藏花园社区组织应
知应会知识测试。为鼓励社区年轻干部
树立正确导向，用十九大精神武装头
脑，社区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
题演讲比赛。为丰富社区群众性文化
活动，营造浓厚的新春氛围，社区组
织文艺团体在辖区开展“唱响新时
代 共圆中国梦”系列演出。为了让
党的好政策真正入脑入心，让党员干
部、老百姓听得懂、能领会、可落

实，社区针对不同对象、不同群体，采
用包括口袋书、图说展板、百姓宣讲等
多种多样的方式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在
基层落地生根。通过这一系列活动，切
实将党的十九大精神融入社区党员干部
的工作中、百姓的生活中。同时，青藏
花园社区也将进一步结合自身优势，坚
持贴近基层、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进
一步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宣讲、
文艺演出活动，持续推动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工作深入开展。

本报讯（记者 王紫）目前，正值隆冬季节，呼
吸道疾病多发，感冒、流感患者日渐增多。1月17
日，以岭药业向青海省红十字会捐赠价值12万元
的连花清瘟胶囊，用于西宁地区60岁以上老人和
环卫工人防治流感。青海省红十字会本着公开
透明的原则，通过青海众友医药连锁公司6个分
店将全部药品免费发放到西宁地区部分60岁以
上老人和环卫工人的手中。

据了解，以岭药业在将企业做大做强的同
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不断回馈社会，奉献爱
心，一直致力于扶贫救困的慈善活动。时值流感
高发时期，以岭药业开展药品捐赠公益活动，为
需要帮助的群众捐赠优质药品，向我省老年人及
环卫工人捐赠药品用于流感防控，为这些百姓送
去一份企业的关爱。

老人环卫工人

免费领到防流感药

海东市场监管举报

实现四级互联互通

1月27日，海东市乐都区举办2018“中国体育彩票”杯青海省第四届乒乓球锦标赛，
共吸引了139个团体、500余名乒乓球运动员和爱好者参与。本届锦标赛将为发现我省
优秀乒乓球后备人才提供良好的平台，促进群众乒乓球运动水平提升，引导群众建立起
体育生活化、生活体育化的健康习惯。 闫鸿 摄

就业帮扶

不让一个困难群众掉队

“空中奇兵”

正式入“警”

社区四项活动宣传十九大精神

年关将至家政市场悄然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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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琼） 为了呼吁网
友在网络环境中共同营造文明、良好
的氛围，坚决抵制低俗化网络，1月20
日，以“净化网络环境公益直播”为
主题的首届西宁网红公益直播活动在
我市火热开展。

据了解，净化网络环境活动，又
称为净化互联网风气活动，是2009年1
月国务院新闻办、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文化部、工商总局、广电总
局、新闻出版总署等七部委，基于当
时我国互联网使用情况，专门开展了
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的专项行动后，
为巩固活动成果而全面推广的一项常
态化工作。为净化我市网络环境，该
活动联合我省直播平台内具有较高人

气的主播开展以“净化网络环境公益
直播”为主题的现场直播，通过网络
主播现场直播、网警现场宣讲法律知
识、网红代表签名、评选网络直播文
明使者等一系列的活动，呼吁网友在
网络环境中共同营造文明、良好的氛
围，坚决抵制低俗化网络。据统计，
当天活动吸引了近四十万网友在线观
看。西宁网警于洋在接受采访时说，
网络直播平台应更加自律，杜绝“打
擦边球”的侥幸心理，自觉遵守法律
法规和行业自律公约。审核人员已对
平台直播内容实施了 24 小时监管，对
于播出涉毒、涉暴、涉黄等内容的主
播，情节严重的将列入黑名单。

我市开展净化网络环境公益直播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