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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捷支付奖积分
2018 年 3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在微信

支付、京东支付、唯品会和支付宝绑定中
国银行信用卡，并在活动期间进行快捷支
付即可累计积分奖励。每名客户每月最多
获得 10 万积分奖励。活动需通过中国银
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或缤纷生活 App 报名
参加 。

★微信绑卡支付享5元立减
2018年6月15日至2018年9月15日，首

次使用中国银行信用卡绑定微信支付钱包，

即可获赠微信支付5元立减金，绑定后使用中
国银行信用卡进行微信支付即可立减 5 元。
活动期间，每名客户可参加一次,活动名额有限。

★畅享美食
1、即日起的每周六、日，在西宁九记火锅

店（五一路店）、旧院牛肉火锅（夏都大街）和金
钟大排档（王府井B馆负一楼）消费，持中行信
用卡单笔满120元可立减60元，数量有限。

2、即日起的每周五、六、日，在万达广场
外婆小厨和小鹿披萨，持中行银联信用卡单
笔消费满 100 元可享随机立减 60-100 元优

惠，数量有限。
★畅观大片
即日起的每周六、日，持中行信用卡在西

宁万达影城（海湖店）可享 10 元观 2D/3D 影
片，20元观IMAX影片的优惠，在奥斯卡影院
可享 10 元观 2D/3D 影片。持中行信用卡在
格尔木盐湖数码影城和领航国际影城可享19
元观影、在海南州百佳影城和大通县天麒上
影国际影城可享9元观影优惠。

★畅快购物
即日起的周二、四、六和日，使用中国

银行缤纷生活 APP 绑定 62 开头中行银联信
用卡在惠客家超市（小桥店、民和路店、南
山路店、兴海路店和互助店）进行二维码支
付，可享满 60 元立减 30 元优惠,数量有限，
先到先得。

（以上活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
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最HIGH中行卡，优惠

享不停，更多优惠可下载“缤
纷生活”APP，扫一扫即可下
载）

惠聚中行日，给您更多惠！中国银行信用卡钜惠来袭！

本报讯（记者 宁亚琴）还有不到一个
月，第一批00后马上就要迈入19岁的成年
人队伍，家庭暴力似乎离这批 00 后很遥
远，但在西宁市妇联近期进行的2018年上
半年维护家庭暴力受害妇女合法权益调查
显示，我市家暴向低龄倾斜且呈上升趋
势。数据显示，2017年我市18—25岁年龄
段的家暴占比 0.07%，而今年上半年我市
18—25岁年龄段的家暴占比25%。

1818——2525岁年龄段家暴上升趋势明显岁年龄段家暴上升趋势明显

我市县区级以上妇联统计数据显示，
2017年，我市18—25岁年龄段的家暴占比
0.07%。而在2018年1月1日—2018年6月
30日，仅半年，我市县区级以上妇联通过来
电、来访、来信的方式共计受理 18—25 岁
年龄段所反映的家暴案件 20 起，占比达
25%。两者相比较，我市家暴向低龄倾斜
且呈上升趋势。在西宁市妇联调解的一起
案例中，湟中县一名18岁男子与一名20岁
女性同居期间，共同生育了一个孩子，在孩
子2个月时，由于长期的家庭暴力，女方不
愿再与男方生活在一起，并且男方家庭提
出的达到法定年龄便结婚的提议也被女方
一口拒绝，拒绝理由是，二人在同居期间，
该男子经常动手打女方。“按一般情况来
说，家暴主要集中在‘上有老，下有小’这个
年龄段的人群，但没想到家暴行为开始向
低龄倾斜，并且有了上升趋势。”市妇联工
作人员说，就今年和去年的数据相比较，
26—45岁这个家暴高发年龄段而言，去年
上半年有50起，紧跟其后的18—25岁年龄
段家暴案件有6起。而今年26—45岁年龄
段家暴案件 38 起，下降了，紧跟其后的
18—25岁年龄段家暴案件有20起，上升的
趋势很明显。

闪婚是家暴比重上升原因之一闪婚是家暴比重上升原因之一

今年 25 岁的马茹 （化名） 家住城东
区，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前夫马军（化
名），并迅速结婚。婚后才发现马军自
私、冷漠、情绪控制能力差，过于重视钱
财，并有家暴习惯。在马茹怀孕期间偷卖
其陪嫁首饰，并在马茹生下孩子后，还打
过马茹。最终，马茹因家暴问题与马军协
议离婚。这段婚姻从认识到离婚不到两
年。市妇联工作人员介绍，通过对近两年
的家暴信访情况梳理发现，18—25岁年龄
段的婚姻家暴比重上升，其中原因之一
是，在“90后”“00后”青年群体中，闪
婚现象普遍出现，一见钟情固然是好，但
婚姻的基础不仅只有感情，双方欠缺深入
的了解，在迅速结婚后，才发现对方身上
不能忍受的习惯，随着家庭摩擦的增加，
家暴出现是必然的。

注重个性不懂得经营婚姻注重个性不懂得经营婚姻

家住大通县的 24 岁的包敏（化名）和
赵凯（化名）本有个被人们羡慕的幸福家
庭。然而，由于经济宽裕，两人又都是独生
子女，个性张扬、不知忍让，互挥拳头的事
情不断，甚至因为谁来决定买哪个牌子的
冰箱而拳脚相加过。最终，两人因个性不
合，便早早结束了婚姻。“在受理的18—25
岁年龄段家暴信访案件中，普遍夫妻二人
对婚姻的重视度和严肃性不够，面对婚姻
中出现的问题，不是考虑如何修补和维系，
而是认为过不下去大不了就离婚。通常都
是展现个性，有气就撒，‘有仇必报’，对婚
姻和家庭的责任心明显下降。”市妇联工作
人员说，这些行为非常草率，出现家暴增多
也是有因可究的。

家暴向低龄倾斜且呈上升趋势

12月5日拍摄的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河卡镇幸福村的分红现场。
当日，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河卡镇幸福村迎来分红日，56户贫困群众共

175人领取了由青海可可西里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发放的青稞收购款75.3万元，除
去成本，每人可领到近1600元。2018年，幸福村通过到户产业扶持资金，在生态畜牧
业专业合作社内成立由56户贫困群众组成的青稞种植小组，种植青稞超过1000亩，
实现销售收入75.3万元。 新华社记者张宏祥摄

本报讯（记者 一丁 通讯员 宋来
昕）今年，城中区食品药品和市场监督
管理局（以下简称中区食药监局）秉承
着“唯真致公、厚德崇法、勤学笃行、归
朴致廉”的局训深入开展各项工作，在
净化市场环境、改革创新、保障消费安
全等方面多措并举，为辖区居民的消
费安全保驾护航。

为净化城中区辖区内的市场环
境，中区食药监局加大监管执法力度，
严厉打击商标侵权假冒和不正当竞争
行为，提高执法办案效率；加强对学
校、宾馆、商场、公共场所、医院等电梯
安全使用状况的检查和特种设备使用
登记管理工作，全年共办结各类案件
96起，规范了市场秩序，净化了市场环
境。在改革创新方面，中区食药监局
以商事制度改革为契机，全力做好职

能范围内的改革创新工作，进一步降
低创业门槛、优化营商环境、释放市场
活力。现已将压缩企业开办时间政策
真正落到实处，办理企业执照时间缩
短至 5 个工作日；食品经营许可证由
30个工作日缩短至20个工作日；个体
营业执照设立、变更、注销实现即时办
结，做到了四区第一。在保障消费者
消费安全方面，中区食药监局截至目
前共抽检食用农产品 660 批次，已公
示 546 批次，合格率 99.6%；抽检流通
及餐饮环节食品560批次，已公示490
批次，合格率99.4%；抽检餐饮环节餐
饮具150批次，合格率80%；抽检学校、
托幼机构餐饮具 150 批次，正在检验
中。这些做法督促了企业落实食品安
全主体责任，提高了辖区群众对餐饮
服务行业食品安全的满意度。

本报讯（记者 宁亚琴）在刚刚结束的青海湖北岸
渔政管理执法行动中，青海省海北州渔政执法支队派出
执法无人机参与空中检查，这是我省渔政执法首次启用
无人机，也意味着我省渔政执法实现水、陆、空立体模式，
将解决渔政执法死角多、取证难等问题。

为更好地开展青海湖水域渔政管理执法行动，青
海省海北州渔政执法支队，在全省范围内率先启用无
人机进行巡逻执法。“传统驾车、出船巡航执法取证不
容易，驾车执法受限于拍摄距离，驾快艇执法容易打
草惊蛇，偷捕船一听到快艇的响声就跑掉或者藏起来
了。”青海省海北州渔政执法支队负责人说，利用执法
无人机可以进行高空俯视，对执法人员不方便查看、
视野范围无法触及的水域，无人机都可以拍摄到，进
而进行全面近距离的观察，有效弥补人力在渔政执法
工作中的不足，大大提高了执法效率。据了解，无人
机具有定位追踪、续航时间长等优点，还具有夜视功
能，白天、夜晚都能拍下清晰图片，在执法过程中，可
先进行拍摄取证，再对违法者进行处罚，如有逃逸、不
配合者，可根据拍摄取证的照片，将违法者绳之以法。

本报讯（记者 张国静）为表彰2018年文汇路街道
党工委文明家庭创建工作中涌现出的尊老爱幼、廉洁
奉献、邻里团结的示范家庭，进一步动员辖区广大群
众以饱满的热情参与到文明创建中，日前，文汇街道
党工委、办事处组织辖区居民、党员代表、五级联动单
位代表等100余人开展了2018年五星级文明示范户、
廉洁文明优秀家庭表彰活动。

表彰活动以精彩的开场舞《礼赞城西区》拉开序幕，
文汇路街道党工委呼吁更多的家庭参与到认“星”、创

“星”、争“星”的文明家庭建设中来。在为辖区2018年评
选出的55户五星级文明示范户和21户廉洁文明家庭授
牌的同时，活动现场，街道及社区工作人员紧扣民族团
结、大气环保、扫黑除恶等内容进行了集中宣传，向参与
的居民、过往的行人发放五星级文明户倡议书、民族团结
宣传册、大气环保倡议书等，为现场有需求的居民详细讲
解民政、计生、就业帮扶等惠民政策，让居民在欣赏文艺
汇演的同时获取更多与自己息息相关的政策信息。

下一步，文汇路街道党工委将以“成员轮值+”为
载体，以“3+4+5”工作方法推进文汇路地区家庭文明
建设。同时，结合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活
动，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让“文明之风”吹
到辖区的角角落落。

我省渔政执法首次启用无人机

文汇表彰文明户传承好家风
中区食药监局

多措并举确保全区消费安全

本报讯（记者 张弘靓）新修订的《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颁布以
来，城东区严格按照中央及省市区委要求，切
实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把学
习贯彻《条例》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以多
种形式抓紧抓实抓好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
不断将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

集中组织重点学。区委及时将《条例》
纳入到中心组学习内容中，对重点章节进
行了领读学习，并就学习贯彻落实《条例》
的重要意义进行了辅导讲解。在全区范围
内印发《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的通知》，要求全区各级
党组织广泛组织学习，精心组织实施，纪检
监察机关强化督促检查。

全面延伸系统学。区纪委监委为全区
党员干部配发新修订的《条例》1300 余册，

督促党员干部及时学习掌握。全区各级党
组织将《条例》的学习纳入“两个绝对”三季
度学习清单，党组织书记积极发挥“头雁效
应”，把学习《条例》列为党支部理论学习内
容，通过例会等形式选择重点进行专题学
习，组织开展大研讨大交流活动，引导全区
党员干部结合各自岗位工作、生活、学习实
际等，谈认识、谈感受，切实做到学以致用，
融会贯通。

多种形式随时学。借助网络媒体平台
方便、快捷、高效的特性，通过微信工作群
平台，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及时转发关于《条
例》的权威解读和动态内容，通过浏览《条
例》PPT提升学习的吸引力和趣味性。

新旧对比精细学。将《条例》修订内
容、修订前后对照表列入学习内容，采取新
老《条例》对照研学的方式，在逐字逐句原

文学习《条例》的基础上，重点对新增的11
条、修改的65条、整合的2条进行学习，以深
刻理解修订的背景和重大意义。

融入工作实践学。印发《关于在全区
纪检监察系统认真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的通知》，按照《条例》对纪
检监察工作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着力抓
好当前各项重点工作的落实。同时，进一
步加强对学习宣传、贯彻执行《条例》的监
督检查，将《条例》的学习宣传情况纳入区
委巡察工作内容、整改工作和派驻监督、日
常考评督查重点工作中，推动《条例》各项
规定落到实处。

东区“五步法”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学习宣传贯彻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全面从严治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