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王紫）记者从省卫生
健康委了解到，至目前，我省重大疾病防
控成效显著。其中，玉树、果洛两州纳入
国家三省（区）藏区包虫病综合防治体
系，累计完成包虫病人群筛查480万人，
实现39个县全覆盖，1.4万名患者获得医
疗救治，人群平均患病率下降至0.30%，
有效遏制了包虫病流行蔓延的态势。

改革开放40年来，我省坚持“重点疾
病重点防控，重点区域重点预防，重点人
群重点干预”策略，疾病监测系统不断完
善，疫情报告制度逐步健全，包虫病、乙
肝、结核病等重大地方病传染病综合防治
措施全面落实。自2012年至今取得了人
间鼠疫连续 7 年未发生的历史最好成

绩。近年来未发现新的碘缺乏病例，实现
基本消除碘缺乏病目标。大骨节病得到
有效控制。儿童免疫规划疫苗种类扩大
到10苗防11病，曾经严重危害儿童健康
的百日咳、流脑等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
乙肝报告发病率大幅度下降，艾滋病保持
低流行水平，连续19年无脊髓灰质炎野
病毒报告，新型结核病防治模式覆盖所有
县（区），应对重大突发事件反应迅捷，科
学有效，有力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健
康环境不断优化，累计创建4个国家卫生
城市、8个国家卫生县城（乡镇），饮用水卫
生监测覆盖46个县（区、市、行委），食品
安全风险监测实现县级全覆盖。健康教
育万里行活动覆盖全省95%以上地区。

包虫病防治工作覆盖39个县

为了给残疾
人提供贴心满意
的服务，让更多
残疾朋友走出家
庭，融入社会，为
建设新时代幸福
西宁、幸福北区
尽一份自己的责
任，日前，城北区
残联分别为辖区
8 个残疾人之家
配备了电动三轮
车，为辖区残疾
人提供了更好的
服务。

范生栋 摄

本报讯（通讯员 黄丽媛）为进一步加
强城市管理，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建立
常态长效城市管理机制，小桥街道办事处
全面推行“街长制”，在新的起点上为加快
打造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奋力建设新时代
幸福西宁提供坚强保障和有力支撑。

为加强城市环境管理，小桥街道办事处
以党员为首的全体街长及城管指挥中心,对
各自辖区沿线范围内的市容市貌相关工作
开展联合执法。各党员街长认真履行街长
职责，对照“街长制”的“十看”内容，多次对
责任路段进行徒步巡查，及时发现和处置问
题，针对影响辖区环境秩序的占道经营、建
筑垃圾乱堆放、广告牌匾破损、路面坑洼等
问题，联合城管、社区等单位进行现场调度
并跟踪督导相关部门整改落实。

为方便群众联系监督，小桥街道办事
处街长办公室组织制定统一制式的“街长
公示牌”，“街长制”公示牌包含街长姓名、
职务、联系电话、责任路段，安装在每名街
长负责的道路两侧永久性牢固墙体(杆体)
上，共31块。“街长制”公示牌上墙后，群众
可以第一时间向街长反映情况，以便及时
解决各种影响市容市貌的问题。

各党员及街长不仅负责“看”更加负
责“干”，在日常巡查中，以问题为导向，努
力查找问题，着力解决问题。遇到乱贴横
幅、跨门经营等现象，街长不再是拍照上
传，而是主动去和商户沟通，争取问题即
发现即解决，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减少了
城管队员的工作量。

小桥办“街长制”
撑起城区安全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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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樊娅楠）近日，农业农村
部公布全国第三批率先基本实现主要农
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名单，大通县
榜上有名，成为率先基本实现主要农作物
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

近年来，随着购机补贴政
策的落实和深松整地、保护性
耕作、新型整地、联合收获、高效植保等机
械化技术的推广、新型机具的不断更新，
大通县农牧部门高度重视，加强农机装备
水平，积极组织推进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
机械化，扩大农机作业面积和作业能力。

同时，加强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使
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不断
得到提升，2018 年机械化作业面积已达
73%。其中种植面积最大的小麦、油菜、马

铃薯3种农作物的耕种收机械化率分别达
到98.5%、81.82%和71.02%，高效植保能力
达到了60.8%，秸秆处理机械化水平达到
87.21%。截至去年年底，全县农业机械总
量达到了90570台部，农机总动力达到了

48.07万千瓦。拖拉机的数量为44030台，
配套机具46540台，联合收割机453台，植
保机械 1532 台（高效植保机械 131 台）。
农机年作业能力为机耕整地 54.75 万亩，

机播 41.42 万亩，机收 47.73 万
亩。

今后，大通县将抓住示范
县政策支持机遇，及时总结宣传创建经
验，加强典型带动，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
转型升级，再接再厉，持续有效发挥引领
作用，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业农
村现代化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报讯（记者 张国静）5元早餐让环卫工人享
受点滴关怀、5000余名老人乐享“夕阳红”、家庭医
生重点人群覆盖率达80%以上、投资1000万元建过
街天桥电梯让百姓体验民生情怀……2018年，城西
区紧紧围绕民生福祉这一根本，奋力推进“一优两
高”战略部署，依托绿色发展样板城区和现代化幸
福城西篇章建设，确定了教育提质、社会保障、医疗
卫生、敬老服务等8类23项重点民生实事项目，项
目总投资达9.24亿元。

记者从城西区获悉，去年以来，城西区持续加
大民生投入资金，重点民生实事项目投资同比增加
0.93亿元，增幅达20%。全区教育基础设施不断改
善，社会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医疗卫生条件全面加
强，敬老服务水平继续强化，人居环境持续优化，交
通出行更加便利，文化惠民繁荣发展，社会服务能
力不断深化，城区环境品质进一步提升，为创造高
品质生活夯实了基础。纵观这些民生实事，城西区
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政府的重要职能，千方
百计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民生权益，
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作为提升民生福祉的试金石、
反映社情民意的“晴雨表”，切实把中央及省、市的
各项惠民政策落到实处，把好事办实、实事办好。

其中，教育提质方面，投入610万元，对区属小
学基础设施进行维修改造、更换暖气主管道等，并
投入1468万元，对校园信息化设备、教学设备进行
更新购置；社会保障方面，投入228万元，为环卫工
人提供日均标准5元的早餐，让环卫工人更好地为
城市服务；医疗卫生方面，投资2677万元建设社区
卫生服务站，建成并投入使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信息化平台，实现了与省内三级甲等医院和所属
社区卫生服务站医疗信息互联互通，医患实时互
动，家庭责任医生签约覆盖率达到50%，重点人群
覆盖率达到86%；敬老服务方面，投资457万元，实
施了“夕阳红”工程，为全区900余名困难老年人、
4100 余名80岁以上老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人居
环境方面，投资3200万元，提档升级街道沿线景观
品质，优化城区环境，实施了西关大街街景综合整
治项目。率先在全市建成新型光伏节能环保公厕
1 座，成为我市“厕所革命”的新标杆，走在了西北
地区的前列。

同时，在交通便民方面，投资1000万元，实施了
过街天桥电梯安装工程；文化惠民方面，投资2000万
元，在辖区人员密集、商业相对繁华区域建设书吧3
处，努力满足百姓日益增长的文化交流的需求；社会
服务方面，投资300万元，新建古城台市民服务中心，
并推进“放心厨房”工程，实施辖区餐饮店卫生状况
分类定级店外挂牌公示，保障市民舌尖上的安全。

本报讯（记者 施翔）为切实落实国
家、省、市加强烟花爆竹管理工作的要求，
进一步改善辖区空气环境质量，保障烟花
爆竹领域安全生产形势稳定，日前，城东
区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管理
工作的通知》，明确了公安、交警、市场监
管、城管、安监等相关部门管控烟花爆竹
的具体工作职责，
明确对假冒伪劣烟
花爆竹经营、销售
行为的联合惩处职责。

科学划分禁燃区域，保证烟花爆竹燃
放安全。根据要求，明确在城东区以下区
域内禁止销售、燃放烟花爆竹：1.文物保
护单位、军事管理区；2.供油、供气、供电
等易燃易爆物品生产、储存单位；3.车站、
机场等交通枢纽以及铁路线路安全保护
区内；4.城市大型综合商业体、地下商业
街区、影剧院、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聚集
场所；5.输变电设施安全保护区内；6.医疗

机构、幼儿园、中小学校、敬老院及周边；
7.墓地、陵园、山林、风景名胜区、水库、水
源涵养池、草原、公园、绿地等重点防护
区；8.市、区因应对污染天气或其他特殊
情况启动大气污染应急预案规定适用的
区域一律禁止燃放烟花爆竹；9.市、区人
民政府规定的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其他

地点。
严格治理销售渠道，合力严处非法生

产、经营、销售行为。明确了各相关部门
打击非法违法销售烟花爆竹的工作职责，
对以下 5 种行为持续采取高压态势进行
联合整治。1.无证、证照不全、证照过期
或关闭取缔后擅自从事烟花爆竹生产、经
营、储存的；2.批发企业、零售经营户采
购、销售非法生产的烟花爆竹产品和超许
可范围经营的；3.违规经营烟花爆竹及其

半成品、原辅材料的；4.不具备储存条件
擅自储存烟花爆竹的；5.各类非法运输行
为。

明确违规处罚额度，重拳惩治各类违
规燃放、销售行为。明确了在禁止燃放烟
花爆竹区域燃放烟花爆竹的法律责任，根
据相关规定进行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

处罚；对未经许可经营烟花爆竹
制品的，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
下的处罚；对未经许可举办焰火

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等行为，
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处罚等。

下一步，城东区将进一步加大非法销
售、燃放烟花爆竹相关知识的宣传教育力
度，引导辖区群众前往正规、合法的烟花
爆竹经营店购买烟花爆竹。同时，持续按
照“部门联动、联合执法”的要求，对辖区
假冒伪劣烟花爆竹销售行为进行重拳惩
治，加大举报奖励力度，为辖区的碧水蓝
天、安全稳定保驾护航。

本报讯（记者 张弘靓）记者从湟源县
委宣传部了解到，1 月 13 日，湟源县丹噶
尔古城拱海门、明清老街将举办“感受小
北京古韵 品味丹噶尔腊八”第八届丹噶尔

“腊八节”民俗文化旅游活动，邀您走进茶
马商都，体验历史繁华，品尝美味腊八。

为深入宣传和推介丹噶尔民俗文化，
树立和打造文化旅游品牌，提升文化旅游
品位，推动湟源县冬季旅游发展，按照“安
全文明、小型分散、健康有益、节俭实效”
的原则，1月13日（农历腊月初八）10时30

分，湟源县将举办丹噶尔“腊八节”民俗文
化旅游活动，欢迎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届
时光临。

届时，市民和游客可在活动现场观赏
大型古城实景表演，在丹噶尔古城明清老
街品尝富有地方地域风味的腊八粥和清
真麦仁。活动现场还将举办“腊八赐福”
送春联活动，现场书画家协会书写春联，
凸显河湟腊八民俗文化。在市井文化表
演中，表演秦腔演唱、卖布匹、卖皮货以及
互换表演、卖冰糖葫芦、卖花、卖货郎、磨

切刀剪子、拔牙等市井活动，并将在现场
展演展示皮影戏、秦腔戏、眉户戏等优秀
传统戏。

活动现场还将组织群众开展灵活多
样、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娱乐活动。举办

“弘扬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湟源历史
文物、民俗文化展，组织开展全县书画爱
好者开展“墨行初心·笔绘湟源”书画展
览，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搭建
书法绘画交流平台，通过“扫微信、送祝
福”活动，营造“人人参与，人人宣传”的浓
厚氛围。还有系列网络快闪、丹噶尔曲
艺、花儿等特色民俗表演，营造浓厚的丹
噶尔民俗氛围。

湟源邀您感受古韵品味腊八

本报讯（通讯员 永志）“我非常喜欢这个书包和
文具大礼包，谢谢叔叔阿姨送给我们的礼物，我会
好好学习，长大以后回报祖国和社会。”几位收到爱
心大礼包的学生笑容灿烂地说道。这是1月8日共
青团城中区委、区妇联在总寨逸夫小学为留守儿
童、贫困学生送上书包、文具大礼包时的情景，冬日
的阳光照耀在学生们喜气洋洋的脸上，让这个冬天
变得更加温暖。

据了解，为扎实推进“两个绝对”具体化，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助力“一优两高”战略部
署，为在新的起点上加快打造绿色发展样板城市，
奋力开创建设新时代幸福西宁中区篇章新局面贡
献群团力量，切实有效地帮助农村留守儿童和进城
务工人员子女等困难青少年群体解决实际问题，让
农村留守儿童、贫困学生能够在寒冷的冬天感受到
温暖，共青团城中区委、区妇联联合开展“情暖寒
冬·圆梦童心”暖冬关爱行动，为逸夫小学、阳光小
学220名农村留守儿童、贫困学生发放价值2万余
元的书包、文具大礼包和安全自护手册等，使农村
留守儿童、贫困学生感到“心有人爱、身有人护、难
有人帮”的浓厚社会氛围。

同时，为宣传关爱理念，弘扬扶贫帮困的传统
美德，搭建爱心帮扶平台，共青团城中区委、区妇联
积极与爱心企业天道跆拳道培训中心协调联系，争
取到价值24万元的兴趣爱好免费培训名额300个，
为辖区300名农村留守儿童、贫困青少年免费提供
为期一个月的跆拳道、围棋、书法、拉丁舞、素描等
五个项目的公益教学培训，既培养了青少年良好的
兴趣爱好，促进青少年更好地成长成才，又丰富了
青少年寒假生活，使他们度过一个“安全、健康、快
乐、有益”的假期。

大通再次荣膺全国示范县

西区小财政大民生顺民意暖民心

中区

为520名贫困留守儿童送温暖

东区发布烟花爆竹禁燃区域

加快打造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加快打造绿色发展样板城市
奋力建设新时代幸福西宁奋力建设新时代幸福西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