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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小蕊）为进一步加大直销监管
力度，规范直销企业的经营行为，确保我省直销市
场健康有序发展，1月11日上午，省市场监管局在
西宁召开规范直销企业经营行为座谈会。对直销
企业加强自律、依法规范经营提出了具体要求。

据悉，会议安排部署了我省规范直销企业经
营行为专项整治行动，并就如何进一步规范经营
行为进行了座谈。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有关负责人
表示，企业要严格自律，遵守法律法规，加强营销
人员管理，规范经营行为，强化对消费者权益的保
护，恪守职业道德，全面落实市场主体责任，走稳
健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从事直销的企业，应当严
格遵守法律和《直销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依法
诚信经营，自觉维护消费者权益，维护直销市场秩
序，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坚决不能触碰

《禁止传销条例》的高压线。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要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

进一步深化认识，认清形势，统一思想，积极适应
新形势、新变化，正确把握直销行业发展规律和市
场监管规律，更新监管理念，创新监管机制，改进
监管手段，落实监管责任，强化案件查办，提高监
管效能，引导直销企业敬畏法律、尊重法律，自觉
守法经营，切实维护直销市场秩序，保障直销市场
规范健康有序发展。

当天参会的12家直销企业负责人纷纷表示，
不触碰法律底线；积极配合做好专项整治自查自
纠工作，对存在的问题不回避、不护短，彻底整改。

本报讯（记者 刘瑜 通讯员 容锦盟）
据青海省气象台天气预报，1月13日夜间
至15日白天，我省大部将有一次降雪、降
温天气过程，其中西宁、海东南部、海西
东部、黄南北部和果洛东北部部分地区
有中雪，降雪主要集中在14日。降雪过
程期间，省内各地最高气温将下降4℃~
6℃，局地可达 8℃。西宁市区降雪量在
0.5-2毫米之间，主要集中在14日下午至
夜间。

具体天气预报为：13 日，海西中西
部、玉树大部、果洛北部阴有小雪；黄南
北部、海东南部有分散性阵雪。14日，海
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雪，其中
西宁、海东南部、海西东部、黄南北部和
果洛东北部部分地区有中雪。15 日，果
洛东部阵雪转多云，省内其余地区多云
或晴。

青海省气象部门将密切监视此次天
气过程的演变，及时发布预警预报服务

信息，做好气象服务工作。气象专家提
醒，此次降雪、降温天气过程中，部分地
区雪量较大，会出现道路积雪和结冰，将
对交通产生不利影响，相关部门和广大
司乘人员需随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
提前预防，合理安排出行。由于前期海
西中西部、果洛的玛多、甘德等地积雪维
持时间长，此次降雪叠加前期积雪，对畜
牧业将造成较为明显的不利影响，相关
部门需做好雪灾防御工作。

本报讯（记者 刘瑜）1 月 11 日，青海
省气象局公布了 2018 年青海省气候概
况、十大主要气候事件及其影响。

全省年降水量偏多创历史极值
2018 年，全省平均降水量为 484 毫

米，较常年偏多3成，为历史最多。其中
青南牧区偏多2成，东部农业区及环青海
湖地区偏多 4 成，柴达木盆地偏多近 6
成；德令哈、同仁、贵南等12个气象台站
降水量列历史首位。

初春东北部无降水日数列历史首位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4 月，青海

东北部大部分地区最长连续无降水日数
超 60 天 ， 其 中 祁 连 114 天 、 大 通 70
天、互助 65 天，最长连续无降水日数
列当地历史首位，天峻 131 天、刚察
100 天，分别列当地历史第二位和第三
位，持续无降水导致初春东北部局地旱
象露头。

我省出现历史最暖春季 入春时间明
显提前

2018 年 3 月至 5 月，全省平均气温

4.8℃，较常年偏高1.6℃，为1961年以来
最暖春季，全省大部气温偏高 1.1℃至
2.9℃，东部农业区、祁连山区大部以及泽
库、玛多、格尔木、诺木洪等18个气象台
站气温偏高幅度列历史首位，东部农业
区正式入春时间明显提前10天至20天。
全省春季沙尘日数为2011年以来最多

2018年3月至5月，全省平均沙尘日数
3.5天，较2011年至2017年沙尘日数的平
均值多7成，为2011年以来最多，集中出现
在4月上旬，东部地区及柴达木盆地出现不
同程度沙尘天气，最强沙尘暴出现在祁连
县托勒地区，最小水平能见度仅为240米。
东部农业区较早出现30℃以上高温天气

2018 年 5 月 13 日至 15 日，青海东部
农业区出现大范围高温晴热天气，西宁、
贵德、乐都、平安、民和、尖扎、循化 7 县
（市）日最高气温超过 30℃，较常年偏早
25天至57天，其中省会西宁偏早最明显，
为历史第三早，乐都、平安日最高气温分
别为32.5℃、32.1℃，均突破当地5月历史
极值。

全省夏季降水异常偏多 强降
水频次为历史最多

2018年6月至8月，全省夏季平
均降水量较常年偏多3成，列历史第
一位，其中柴达木盆地偏多最明显；
夏季全省大雨以上天气为历史同期
最多，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
洪涝灾害频发，其中7月18日和8月
2日至4日，东部地区两次强降水灾
情最重；乐都中坝乡8月3日和4日
连续出现大暴雨，两日降水量合计
250.3毫米，属历史罕见。
黄河上游出现2012年以来最强汛情

汛期，黄河上游地区降水较常年
偏多3成，位列历史第三位，大雨出
现次数为历史第一位。由于强降水
过程频繁、降水强度大，黄河上游地
区径流明显增加，出现了自2012年
以来最强汛情，龙羊峡水库自 1986
年运行以来第三次开闸泄洪。

全省初冬降雪量大且积雪持续
时间长

2018年10月中旬至11月下旬，
全省各地出现首场降雪天气，尤其11

月全省共出现 3 次明显降雪天气过程，
42%的气象台站日降雪量接近或突破历史
同期极值，多地2厘米以上积雪持续11天
至58天，其中甘德、德令哈、湟中等6个气
象站积雪持续天数为历史同期最长。

春末夏初青南牧区雷电灾情重
2018年5月至6月，青南牧区共发生

5起雷电灾害，造成7人死亡、17人受伤，
人员伤亡为近10年最重。其中6月21日
至 22 日，杂多县两日内发生 3 起雷电灾
害，结多乡、苏鲁乡采挖虫草牧民遭受雷
击，造成5人死亡14人受伤。

降水偏多致可可西里盐湖面积扩大
逼近青藏线

2018年，可可西里盐湖周边4个气象
站点平均降水量为414.7毫米，明显高于
2017 年，其中五道梁年降水量为历史最
多。由于降水持续偏多，2018 年盐湖面
积达 196.35 平方公里，继 2017 年后再创
历史最大值，对青藏公路、铁路和兰西拉
工程和设施构成潜在威胁。

本报讯（记者 得舟）省教育厅近日发
出“关于认真学习贯彻《新时代高校教师职
业行为十项准则》《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
行为十项准则》《新时代幼儿园教师职业行
为十项准则》的通知”，要求各市（州）教育
局、各高等院校认真做好准则的学习贯彻
工作，进一步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切实提升
全省教师队伍师德师风建设水平。

实行师德失范“一票否决”制
通知要求各地各学校要严格把好教

师入口关，确保每一位新入职教师知准
则、守准则、敬准则。要将准则要求体现
在教师聘用、聘任合同中。同时将准则
的学习纳入全省各级各类学校教师培训
工作当中。要强化师德考核，在教师年
度考核、职称评聘、推优评先、表彰奖励

等工作中必须进行师德考核，实行师德
失范“一票否决”制。各地各校要坚持全覆
盖、无死角全面部署安排准则宣传学习工
作，准确无误将准则精神和要求传达至全
省每一所学校，每一名教师。要结合本地
区、本学校实际情况对准则内容进行细
化，制定具体化的教师职业行为负面清单
及失范行为处理办法。要引导广大教师真
正把教书育人和自我修养结合起来，时刻
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自觉做以德立身、
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以德育德的楷模。维
护教师职业形象，提振师道尊严。

严重侵害学生者撤销教师资格
通知要求各地各校要按照准则及相

应的处理指导意见、处理办法，严格举报
受理和违规查处。对于发生准则中禁止

行为的，要一查到底，依法依规严肃惩
处。对于有虐待、猥亵、性骚扰等严重侵
害学生行为的，一经查实，要撤销其所获
荣誉、称号，追回相关奖金，依法依规撤
销教师资格、解除教师职务、清除出教师
队伍，同时还要录入全省教师管理信息
系统，任何学校不得再聘任其从事教学、
科研及管理等工作。涉嫌违法犯罪的要
及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要严格落
实学校主体责任，建立师德建设责任追
究机制，对师德违规行为监管不力、拒不
处分、拖延处分或推诿隐瞒等失职失责
问题，造成不良影响或严重后果的，要按
照干部管理权限严肃追究责任。

省教育厅将适时深入各地组织开展
准则落实情况专项督查。

本报讯（记者 李铎业）1月11日上午，市政府
党组书记、市长张晓容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
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指示精
神，传达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学习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精神，传
达学习省委十三届五次全会精神，审议有关事项。

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三农”工作
的重要指示，饱含着对广大农民群众的深厚感情，
体现了对农业农村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为我们
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
循。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
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以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为统领，与美丽乡村建设、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脱贫攻坚紧密结合起来，对标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必须完成的硬任务，抓重点、补短板、强基
础，扎实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
组工作汇报，听取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是坚持党中央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市政府党
组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
领会党中央对重大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重大工作的
决策部署，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立身之本和履职之要，
聚焦中心任务，精准发力做好各项工作。

会议强调，中央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为全
党和各级领导班子开好民主生活会树立了标杆、
作出了示范。要对标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把

“两个绝对”具体化作为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
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方法和实践载体，切实
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
实处。要认真遵守和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充分
发扬民主、善于正确集中，把民主集中制的优势变
成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工作优势。要
深刻领会把握保持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的新
要求，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牢牢掌握斗争主动权。

会议要求，要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十三届五次全
会精神，按照王建军书记，刘宁省长的讲话要求，突
出重点，强化落实，紧密结合工作实际，统筹谋划今
年发展，理清发展思路、完善发展战略、制定发展举
措，把省委全会确定的战略部署转化为工作思路、
工作举措和具体行动，全力抓好各项工作，奋力打
造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建设新时代幸福西宁。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省 2019 年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峰会系列活动筹备工作动员部署大会精
神。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全力配合
做好相关筹备工作，营造良好的城市氛围，加强安
全保卫，体现东道主之责。要以招商引资为重点，
分行业、分产业梳理汇总招商项目，编制针对目标
企业的招商项目册，力争引进一批重大招商项目。

市政府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我省加强直销企业规范经营我省加强直销企业规范经营

我省公布我省公布20182018年十大天气气候事件年十大天气气候事件

我省将出现大范围降雪降温天气我省将出现大范围降雪降温天气

教师师德失范将被一票否决教师师德失范将被一票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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