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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国静）随着西宁市社
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高层建筑如雨后春笋
般拔地而起，鳞次栉比。据统计，全市现有
高层建筑 2768 栋，纳入物业公司服务的
2225栋。但因高层建筑内部情况复杂，人
员密集，房屋内部装修易燃材料多，管理使
用不当极易引发火灾或其他事故，加之部
分物业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应
急处突能力弱、市民安全防范意识淡薄等
问题，为高层建筑安全应急管理工作提出
了新的挑战。

为了让广大市民群众住得舒心、放心，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高层建筑生产安全，
要求市安监、消防、房产、规建等部门以问
题为导向，坚持“靶向疗法”，从健全城市安
全体系、完善安全责任制着手，联合启动了
高层建筑“一楼一预案”应急管理工作。“一
楼一预案”即针对高层建筑火灾、燃气泄
漏、触电、电梯故障等突发事故，超前设定

应急响应对策和处置程序。其中进一步规
范物业公司日常安全管理工作，明确其服
务区内一旦发生类似事故，实施先期处置
具体操作步骤、注意事项及相关要求。

该预案的规范出台，将有效强化统一
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平战
结合的应急管理机制。有效提升应急救援
联动处置效能，以高效应对城市高层建筑
各类安全事故，优化服务市民对高品质生
活的需求。自高层建筑“一楼一预案”应急
管理工作试点开展以来，物业公司建立了
先期处置预案、“一户一档”信息登记，明确
了物业公司管理人员、“楼长”日常安全管
理职责，制定了
物业公司从业人
员 岗 位 职 责 和

“应急处置卡”设
立等相关工作。
截至目前，全市

共有 1806 栋高层建筑完成了专项应急预
案编制和“应急处置卡”设置工作，物业公
司综合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高层建筑
楼宇现场处置方案制订率分别达到97.5%、
96.6%、95.6%，应急处置卡上墙率、应急演
练开展率分别达到88.4%、83.4%。

下一步，我市将大力推进“一楼一预
案”示范点建设，进一步加大宣传教育力
度，提高市民安全防范意识，不断强化应急
演练，积极探索构建高层建筑安全管理体
系，为加快建设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和新时
代幸福西宁提供持续稳定向好的安全发展
环境。

本报讯（记者 施翔）1月9日，记者从市公安
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18年我市110报
警服务台共受理无效警情33.9万余起，占总警情
数的 68%，警方全年共查处 9 起恶意拨打、骚扰
110电话、妨碍110正常工作秩序违法行为，其中
行政拘留4人、警告处罚5人。

警方表示，广大市民遇有政策法律咨询、非警
务类求助、社会公共服务等事项可直接拨打

“12345”市政府民生服务热线和“12348”法律咨询
热线，在源头上减少非警务警情挤占“110”报警资
源的现象，使“110”报警服务台充分发挥打击违法
犯罪、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职能作用。

此外，根据接警情况分析，2018 年我市共发
生诈骗警情1106起，与去年同比有所上升。尤其
是电信网络诈骗警情呈现增长趋势，诈骗手段花
样百出、防不胜防。警方提醒广大市民提高防范
意识、增强自我保护、不泄露个人信息、不点击不
明链接、未经核实不轻易转账、不轻信所谓的利益
好处，一旦发现上当受骗应保持冷静、保存证据，
并立即拨打110报警。

本报讯（记者 施翔）1月9日，记者从
市公安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18
年我市公安机关总接警量49.5万余起，与
去年同比下降2%。其中有效报警15.6万
余起，与去年同比持平；“两抢”警情与去
年同比下降 31％；通过开展区域警务协
作，协同破获刑事案件 158 起，打击处理
违法犯罪人员89人，抓获网上逃犯98人，
挽回经济损失约78.4万元。

据了解，2018年，我市公安机关成功
研发出“移动接处警”和“移动指挥调
度系统”手机终端APP，5月份在全市公
安机关范围内正式推广使用，并在城西
公安分局试点开展“110”接处警巡防改

革工作中，全面推进APP的使用，在试
点运行中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为全面推
进 110 接处警巡防改革奠定了坚实基
础。据2018年城西公安分局统计数据分
析，在接处警改革试运行前，由于警力
紧张，压警现象严重，民警按时到达现
场的比率为 72%左右；改革后，专业接
处警队伍按时到达现场的比率达到 95%
以上；警情按时反馈率由改革前的 91%
提高到了 99%；同时警情的现场调解率
也由改革前的70%左右提升到了93%；由
于接处警队伍处置警情更加专业化，使
接处警信息反馈质量也有了大幅提高。

此 外 ， 我 市 公 安 机 关 持 续 加 强

“110”非警务警情对接分流及社会应急
联动工作。自2017年“12345”非警务警
情 分 流 对 接 工 作 开 展 以 来 ， 共 向

“12345”民生服务热线分流非警务警情
14万余起。2018年共受理非警务警情7.9
万余起，向“12345”民生服务热线分流
1万余起，分流率为14%，并建立了符合
西宁公安 110 特点的社会应急联动机
制，将非警务警情以电话、传真的形式
转办相关的联动职能部门。2018年，共
转办3285起，占非警务警情总数的5%。
另外，探索市场化运行模式，拓展非警
务警情分流渠道，协调我市三家保安服
务公司，利用保安力量先期处置银行商
铺等网点警情，最大限度地减少派出所
的处警次数，减轻派出所接处警压力。
2018 年三家公司共接警 1119 起，自处
1112起，自处率为99.4%。

本报讯（记者 王紫）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红
十字会总会、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日前通
报表扬我国304个采血班组，其中包括青海省血
液中心体采科采血二组、海东市中心血站采血组
等10个采血班组。

自1998年10月《献血法》实施以来，我省广大
血站干部职工不断提高服务质量、规范服务行为，
强化血液质量安全体系建设，有力保障了无偿献
血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特别是一线采血人员恪守

“一切以献血者为中心”的服务宗旨，以保证临床
用血为目标，积极主动投身无偿献血事业，在各
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的组织领导和有力推动
下，在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下，无偿献血工作取得
显著成绩，血液安全供应工作取得显著进展，血液
管理工作扎实推进，形成了“以街头献血为主、团
体招募为辅、应急献血为补充”的无偿献血工作模
式，市民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的局面初步形成，我省
自愿无偿献血比例从2000年的6.3%上升到2004
年的100%，2004年至2018年连续15年实现临床用
血100％来自无偿献血，截至2018年底全省累计献
血公民64万余人次，累计向临床供血194.5余吨，
基本保证了临床用血需要，确保了血液安全。

本报讯（记者 王瑞欣）日前，记者从我市国土
资源局了解到，自去年6月我市开展第三次全国
国土调查工作以来，各项工作稳步推进，目前已取
得阶段性成果。

据了解，目前城东区、城西区、城北区已全部完
成内业调查底图制作和外业调绘工作，并已进入内
业图斑信息整改阶段。城中区共完成了50平方公里
内业不一致图斑勾绘和内业预判工作；大通县选取
长宁镇作为试点乡镇，现已全面完成试点乡镇89平
方公里内外业工作；湟中县共完成了鲁沙尔镇、海
子沟乡等12个乡镇共计2146平方公里的内业工作
以及533平方公里的外业图斑调绘工作；湟源县共
完成了波航乡、巴燕乡和申中乡296平方公里的内
业工作以及41平方公里的外业图斑调绘工作。

下一步，我市将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全面掌握
耕地、种植园、林地、草地、湿地、商业服务业、工
矿、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交通运输、水域及
水利设施用地等地类分布及利用状况；细化耕地
调查，全面掌握耕地数量、质量、分布和构成；开展
低效闲置土地调查，全面摸清城镇及开发区范围
内的土地利用状况；建立互联共享的覆盖市、县
（区）两级的集影像、地类、范围、面积、权属和相关
自然资源信息为一体的国土调查数据库，实现与
国家、省级数据网络化管理系统的互联共享。

本报讯（记者 王紫）1月6日下午，省
妇幼保健院支医团队在果洛州久治县人
民医院，以精湛的技术成功救治当地一名
急危重症孕产妇，一名女婴顺利降生，母
女平安。孩子出生后，该院支医团队向久
治县人民医院的产科医护人员现场推广
了新生儿安全项目适宜技术。这是我省
省级公立医院对口支援青南地区医疗工
作的镜头之一。从1月3日开始，我省多

家省级公立医院陆续抵达青南地区的多
家县级医疗卫生机构，并开展了对口支援
青南地区医疗工作。

根据我省有关要求，为进一步提升青
南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满足青南
地区各族群众的健康需求，这些省级公立
医院选拔了政治素质高、医德修养好、业
务能力强的骨干医护人员，来到青南地区
的多家县级医疗卫生机构，帮助这些单位

提高医疗服务及学科建设水平，为当地患
者健康服务。其中省人民医院医疗队分
别在果洛州玛多县人民医院、玉树州杂多
县人民医院开展支医工作。青海大学附
属医院医疗队在果洛州班玛县人民医院、
玉树州玉树市八一医院开展支医工作。
省妇女儿童医院医疗队在玉树州治多县
人民医院开展支医工作。省心脑血管病
专科医院医疗队在果洛州达日县人民医
院开展支医工作。省第五人民医院医疗
队在果洛州久治县人民医院开展支医工
作。省藏医院医疗队在果洛州甘德县藏
医院、甘德县人民医院开展支医工作。

本报讯（记者 宁亚琴）1月8日，西宁市
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青海省希望明德
关爱青少年基金会携手武警西宁支队为南
山路小学540余名学生送去了价值10万余
元的“交通防护学习包”，提高中小学生自
护自救应变能力，切实保障青少年健康成

长。市关工委主任包福元参加捐赠仪式。
据了解，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全面落实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从
家庭到学校、从政府到社会，都要为孩子
们的安全健康、成长成才担起责任，共同托
起明天的希望”总要求，进一步宣传普及未

成年人公共安全预防知识和应急自救逃生
常识，提高中小学生自护自救应变能力，切
实保障青少年健康成长。西宁市关心下一
代工作委员会将陆续在全市范围内，针对中
小学生开展“慈善呵护、关爱童行”捐赠“交
通防护学习包”公益志愿活动。

此次系列活动捐赠的“交通防护学习
包”中包括：交通安全书包一个、安全出行
反光警示贴一套、彩色铅笔一盒、涵盖三个
方面选题的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手册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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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受理无效警情33.9万余起

1月8日，无人机航
拍清晨阳光下的“贵德
之肾”——千姿湖湿地
公园。作为黄河清国家
湿地公园的重要组成部
分，湿地公园核心是保
护与发展，这里以“水、
湿地、生态”为内涵，孕
育了湖幽水静、芦草丰
茂、风景旖旎的自然风
光。倒映着青海蓝的河
道和湖泊，远处蜿蜒绵
长终年积雪的山峰，以
及特有的湿地生态环
境，是其独有的景观特
色。随着河道变清、生
态更好，每年 11 月至来
年 3 月，这里都会吸引

“鸟中仙子”大天鹅、赤
麻鸭等多种鸟类在此越
冬。 黎晓刚 摄

我市我市““两抢两抢””警情下降警情下降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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