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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国静）春节将至，民生大礼包“直
补限价蔬菜”也纷纷落在了百姓手中。为保障这份称
心又实惠的节日礼物送到百姓家，城西区认真落实市
委、市政府节前保供稳价工作要求，精心部署，狠抓落
实，采取更多更有力的便民利民惠民措施，让老百姓
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安全健康的新年，不断提高人民
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

让直补限价工作顺利开展，城西区早筹划，早落
实，组织区经济和商务局、区发展和改革局、各镇办及
辖区蔬菜平价店相关负责人召开了全区保供稳价专
题工作会议，对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强调平价蔬
菜店是保供稳价的重要抓手，要求经营户既要确保价
廉、量足，更要确保优质、便民，让党的惠民政策惠及
更多群众。

随后，该区立即向社会公布了22家平价蔬菜店，
统一制作并下发了宣传横幅和直补限价蔬菜价格公
示牌，并在醒目位置，标明蔬菜品种、价格，公布市商
务、发改委、市监局价格监督电话，防止出现缺斤短
两、以次充好、卖大户、囤积居奇等经营行为，有效维
护节日市场秩序。

为加强督促检查，城西区经济、发改、市监等部门
组成联合检查组，对辖区重点商场超市、各平价蔬菜
店，详细查看蔬菜品种和质量，了解蔬菜进货渠道、价
格、配送销售、平价蔬菜补贴发放、直补限价蔬菜价格
公示牌、宣传横幅悬挂等，对未做到位的现场进行了
督促整改，为保供稳价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为了保障节日供应，目前，辖区各超市全面保障
了消费市场供应，粮油、蔬菜、猪（牛、羊）肉等生活必
需品货源充足，消费市场繁荣活跃，供求平稳。截至2
月13日，全区各平价蔬菜店价格平稳，销售火爆，共销
售6种限价菜7.5吨。直补限价工作的开展让实惠真
正补到群众的餐桌上，得到了市民的广泛称赞。

西区全面保障春节直补限价
本报讯（记者 肖芳）春节期间，遇到

食品药品安全问题该怎么办？2 月 13
日，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向全市人民
公布春节食品专项抽检结果，并发布食
药安全温馨提示，确保群众度过一个健
康、祥和、平安的节日。

春节食品专项抽检结果公布春节食品专项抽检结果公布

为加强 2018 年新春
佳节期间食品安全，给群
众创造一个安全放心的
消费环境，市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组织开展了节日期间节令食品
专项监督抽检工作，重点对百姓消费集
中的禽畜肉、蔬菜、水果、水产品、禽蛋等
5类食品进行了监督抽检，共计抽检105
批次样品。经北京谱尼测试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检测，合格104批次，不合格样品
1批次，合格率达99%。

不合格情况：青藏高原农副产品集散
中心2期水果砂石地区1区1号销售的砂
糖橘，经谱尼测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检

测：氯唑磷 0.028mg/kg（国标≤0.01㎎/
kg），丙溴磷 0.72㎎/kg（国标≤0.2mg/
kg），检验结论为不合格。对上述监督抽
检中发现的不合格产品，食品药品监管部
门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等规定开展
核查处置，责令违法生产经营者下架、召回
不合格产品，彻查问题原因并全面整改。

温馨提示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保健食品不是药品

●保健食品是食品的特殊种类，不
能代替药品，不能宣传疾病治疗、预防作
用。消费者若需购买保健食品，应到信
誉好、证照齐全的正规销售场所购买。
不要盲目参加任何以产品销售为目的健
康知识讲座、专家报告等；不要盲目通过
会议销售、电话销售、免费试用等活动购
买保健食品；不要购买无保健食品标志

的非法保健食品。
●消费者若遇到非法宣传以及售卖

假冒保健食品的违法违规行为可拨打投
诉举报热线12331、12345、12315。

严防严管严控食品药品安全风险严防严管严控食品药品安全风险

强化对食品药品生产、流通、餐饮服
务等关键环节的专项检查和不间断巡

查，加强对节日期间各类
食品展销促销活动，团圆
饭、家宴、农村宴席等重点
活动，乳制品、肉类及肉制

品、蛋制品、米面及其制品、糖果、炒货及
坚果制品、酒类、食用植物油、调味料、元
宵（汤圆）等重点品种的监督检查。截至
目前，全市共检查食品药品生产经营企
业 6528 家，共出动执法人员 2450 余人
次，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258份，监督意
见书 320 份，查封无证无照小作坊 1 家，
立案 56 起，罚没款 30 余万元，开展了以
蔬菜、水果、禽肉、蛋为主的食用农产品
专项抽检105批次，合格率为99%。

春节期间食药安全温馨提示

本报讯（记者 小言）春节将至,气
温回暖,降水偏少，大风天气增多，导
致森林草原火险等级持续偏高。当前
我市已进入冬季森林防火关键时期。
记者从市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获
悉，近年来在我市发生的森林火情中，
有98%以上均是因上坟烧纸、在林区
内焚烧田埂、儿童玩火等野外违章违
规用火造成的。在此提醒广大市民，
春节、清明时节无论是对祖先表达哀
思悼念之情，还是外出游玩，都要注意
节日期间的火灾防范。

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
府的高度关注重视下，在全市人民的
大力参与和支持下，西宁市林业生态
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特别是
南北山绿化覆盖率从1989年的7.2%,
提高到现在的79%，给西宁生态环境
带来了显著的变化，南北山成为备受
广大市民欢迎的天然氧吧。但由于西
宁市地处内陆高原，特殊的地理环境
使得冬春季节漫长干旱，每年的森林
防火期长达八个月之久，森林防火任
务艰巨。

为了严防森林火灾和人员伤亡事
故的发生，确保国家和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为新春佳节创造一个欢乐、
祥和、安定的社会环境，市森林防火指
挥部办公室下发了《关于做好春节期
间森林防火工作的通知》，按照通知，
各县区、有林单位将高度重视春节期
间的森林防火工作，各级领导亲自安
排，带头带班、带头深入基层检查，严
防死守，及时发现并解决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和困难，一旦发生森林火灾，及
时赶赴现场，科学指挥，集中优势兵力
打歼灭战，在确保人员安全的前提下，
努力把火灾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市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提醒广
大市民，在林区随意使用明火属于违
法行为，如果烧纸烧香引发森林火灾，
森林公安机关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同时要承担相应的经济赔偿责任。为
使西宁林区树常绿山常青，希望广大
群众上坟祭祖时能自觉文明祭扫，一
杯清酒、一束鲜花都能表达我们对逝
去亲人的哀思，同时，要服从森防人员
的管理，严格遵守有关规定。

本报讯（记者 张弘靓） 2 月 13
日，记者从全市卫生计生工作会议
上获悉，在加快推进医联体建设
上，我市将分别组建纵向贯通、横
向融通的以市第一医疗集团眼科和
产科、市第二人民医院高原消化病
诊疗中心、市口腔医院口腔为主的
专科联盟。将贫困慢性病患者免费
用药从8种扩大到13种。

继续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加快推进医联体建设，以市第一医
疗集团为引领，县域内医共体为延
伸，分别组建纵向贯通、横向融通
的以市第一医疗集团眼科和产科、
市第二人民医院高原消化病诊疗中
心、市口腔医院口腔为主的专科联
盟，形成专科优势效应，提升区域
专科诊疗能力。探索医联体打包预
付费下的DRG单病种复合型支付方
式改革。充分发挥公共卫生机构在
疾病预防、慢病防治、传染病防控
等方面的优势，采取“一融入三下
沉”（公卫服务融入医疗服务，人
员、技术、管理下沉基层） 的一体
化管理措施，构建界定清晰、职责
明确、相互促进为一体的医联体

“大健康管理”体系。

着眼于方便群众就医，积极探
索在医联体内放开医务人员执业限
制，落实医疗机构与全民健康信息
平台互联互通，发挥远程会诊网络
平台优势，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和基
层首诊。创新医疗服务模式，在符
合条件的县级以上医疗机构重点推
进胸痛中心、卒中中心、创伤中心
建设，推动危急重症医疗救治质量
提档升级。

扎实推进健康扶贫“三个一
批”行动计划，分类分批完成14种
大病集中救治工作。加大贫困村卫
生室标准化建设，剩余150个脱贫村
实现全覆盖。完善贫困人口大病救
助政策，实施建档立卡贫困户大病
医疗托底救助行动，开展大病社会
救助工作，进一步减轻贫困大病患
者医疗费用负担。继续实施“幸福
西宁·健康药箱”项目，将贫困慢性
病患者免费用药从 8 种扩大到 13
种。加强贫困人口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工作，签约率达到100%。

同时，为巩固和扩大卫生城市
创建成果，加快实施“厕所革命”，
完成 3600 所农村卫生户厕建设任
务，着力改善人居环境。

本报讯（记者 王琼）2月12日，湟中县委召开十六
届五次全委会，认真学习贯彻省委十三届三次全会、市
委十四届六次全会精神，安排部署2018年重点任务。
今年，湟中县将全面落实新发展理念，更加注重高质量
发展要求，把握好“稳”和“进”、“质”和“量”的辩证关
系，既注重稳中有进，又注重提质扩量，努力在“稳”的
基础上，取得“进”的显著成效，在“质”的不断提升中，
实现“量”的有效增长，以深化改革、乡村振兴发展为主
线，持续聚优势、促转型、强基础、补短板、保民生，为谱
写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幸福西宁湟中篇章夯实基础。

2018年，湟中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
绿色金融、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等现代服务业和实体经
济，重点支持发展以农畜产品精深加工、民族工艺品为
主的新型工业经济，在鲁沙尔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园建
成佛光、永和星级酒店，实施香巴林卡庄廓、民族文化
大观园等重点项目，全力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强化
项目保障，启动“十三五”中后期重大项目规划，突出抓
好李家山灌区改造、共和镇至湟源公路、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建设等重点项目。此外，湟中还将抓好区域统
筹，促进城乡联动，不断完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社会
治理、风险防控体系，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为如期摘掉贫困县帽子，2018年湟中将完成74个贫
困村、7373名贫困人口的脱贫任务。全县将统筹资金全力
补齐贫困村基础设施短板，加快推进土门关335户贫困户
异地搬迁工程，实施好拦隆口一村等4个旅游扶贫、异地
搬迁村光伏扶贫等项目，让产业持续带动贫困群众稳定
增收。同时，坚持“输血”与“造血”紧密结合、“扶志”与“扶
智”两端发力，完善社保体系，通过以工代赈、公益性岗位
等渠道吸纳贫困群众就业，确保完成脱贫任务。

作为全省农业大县，湟中将在农业转型、农村补
短、农民增收上持续发力，注重农业增效，重点实施好
设施农业基地水电路配套、高标准基本农田整理和饲
草基地建设等项目，完成3000栋神东温室提升改造，
打造共和镇苏尔吉等3个绿色高产高效创建示范点，
集中培育一批优质农业品牌，提升农产品核心竞争力；
统筹乡村发展，重点实施41个高原美丽乡村建设、3个
传统村落保护等项目，启动拦隆口、田家寨生活垃圾填
埋场建设，统筹抓好11个村污水治理配套、天然气管
网铺设工程，为44个村配备环卫设施，让乡村成为宜
居宜乐美丽家园；紧盯农民增收，建立进城落户农民农
村“三权”维护和自愿有偿退出机制，探索发展多种要
素入股合作社的农村股份制经营，拓宽“外输型”劳务
渠道，大力发展“内增型”劳务经济，深化与南京栖霞区
劳务协作，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15.5万人次以上。为真
正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湟中将全面涵育生态
文明，加大国土绿化力度，推动粗放式造林向园林式绿
化转变，加强道路扬尘管控，加大全域煤烟尘、油烟和
秸秆焚烧等污染治理，积极推广使用清洁能源，高标准
实施大小南川河、西纳川河生态治理工程，全面完成环
保督察问题整改。

本报讯（记者 王紫）每年春节期间，因
为暴饮暴食、情绪激动、天气变化等因素，
去各医院看急诊、看消化、看心脑血管疾病
的患者骤然增多。为此，记者采访了省城
部分医院的专家为公众支招，让人们在今
年春节期间预防一些节日病。

一要预防消化道疾病（省人民医院消
化科主任医师马丽莉）：每年春节期间，进
食不当，高脂油腻的食物加重了人们的胃
肠负担，使胃肠功能失调紊乱，导致急性胃
肠炎发生。男性爱吃肉、爱喝酒，暴饮暴食，
加上劳累、休息不好，有胆道疾病的人就引
起胰腺炎。食量过多不消化，引起消化道出
血。常见的是消化性溃疡、出血性胃炎、肝
硬化合并出血等。有慢性胆囊炎、胆囊结石
的人不节制饮食，食用高脂饮食、熬夜及打
麻将导致劳累，诱发胆道疾病。因此，节日
期间人们要定时进餐，少食油腻饮食，少量
饮酒，注意休息，多食蔬菜和水果，多饮水。
患有肝硬化、胆道疾病的人尤其要注意合
理饮食，避免严重的消化道出血。消化系统
疾病病人服药期间不能喝酒，特别是服用
抗生素的病人更不能喝酒，以免引起严重
的药物不良反应。老年人吃饭一定要注意
鱼刺、鸡骨、枣核，以免引起食道异物嵌顿。

二要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省心脑血管
病专科医院心律失常一科主任高琴）：春节
期间，因为劳累、不合理饮食、饮酒、打麻将、
熬夜、气候寒冷等因素，诱发主动脉夹层、急
性心肌梗塞、肺栓塞等疾病。患有高血压、高
血糖、高血脂的患者，更能导致诱发急性心
肌梗塞等疾病的发生。春节期间，一定要好
好休息，保持充足的睡眠，注意防寒保暖，适
当运动。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要注意合
理用药，运动量要适度，不要进行剧烈运动。

三要预防感冒等疾病（省疾控中心副
主任马永成）：儿童、老年人、孕妇及有基础
疾病的患者是感冒的高危人群。可以有效预
防感冒的方法有：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勤
洗手，尤其从公共场所回家后使用肥皂或洗
手液并用流动水洗手；均衡饮食、适量运动、
充足休息，避免过度疲劳；每天开窗通风数
次（避免穿堂风），保持室内空气新鲜。一旦
感冒要及时就医，外出尽量佩戴口罩，避免
传染他人，尽量避免去人多拥挤的场所，打
喷嚏或咳嗽时应用手帕或纸巾掩住口鼻。

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要注意
健康饮食。糖尿病患者忌食大量高糖饮食，
避免血糖迅速升高，尽量少食高脂肪及高
胆固醇食物。高血压患者要戒烟戒酒、合理
饮食、适量活动、保持心理平衡。

科学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春节期间

别忘了预防这些节日病天干物燥，春节市民须绷紧防火安全弦

我市医联体将组建专科联盟我市医联体将组建专科联盟

本报春节期间2月15日至2月21
日（除夕至正月初六）休刊，2 月 22 日
（正月初七）起恢复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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