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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肖芳）3月14日，市委书记王
晓深入大通县景阳镇、长宁镇调研备耕春播及

“一讲两办三推”工作情况。
王晓一行来到大通县景阳镇土关村，深入

田间地头察看土地墒情，与镇村干部、第一书
记深入交谈，详细了解中央一号文件宣讲、备
耕春播及脱贫攻坚等工作进展，仔细询问农贷
发放、农资供应、农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等情
况。在贫困群众严洪彪、季永寿家中，王晓与
他们亲切交谈，了解生产、生活状况，鼓励他们
在党委和政府的支持帮助下，坚定信心，摆脱
贫困，走上增收致富道路，过上幸福美好生
活。王晓要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认真贯彻
中央一号文件和全国、全省农业农村工作会议
精神，认真开展“一讲两办三推”活动，进一步
做好支撑服务工作，做到人员沉到基层一线、
技术送到田间地头，推进农业机械化，加强科
技培训，做好防灾减灾工作，全力以赴保障备
耕春播。

在长宁镇，王晓一行先后检查了长宁村综
合服务中心和种子站。在实地察看农资、种
子、农机具等储备销售情况，详细了解市场价
格、备货渠道、储藏方式后，王晓说，要科学研
判农资市场供求形势，切实做好农资储备和调
剂调运，严厉打击、严肃查处制售假劣农资、破
坏市场秩序、侵害农民利益等违法行为，确保
农民用上“放心种”“放心肥”“放心药”，保障备
耕春播期间农资质量可靠、市场安全稳定、满
足生产需要。

调研期间，王晓一行还前往大通县景阳镇
景阳水库，实地察看了水库蓄水量、建设运行
及春灌准备情况，要求强化水利资源储备，统
筹调度，合理安排，加快水毁工程修复及渠道
清淤工作，科学调度生产用水，全力保障农田
灌溉用水，为顺利完成备耕春播工作提供用水
保障。

途中，王晓详细了解农业绿色发展、科技创
新等工作情况。他要求，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坚持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
把握“农、高、科”的定位导向，积极推广先进适
应品种和前瞻性技术，充分发挥现代农业科技
创新示范区和绿色循环优质高效特色农业促进
等项目的示范带动作用，加快推动农业由增产
导向转向提质导向，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
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加快农业绿色化、优质
化、特色化、品牌化发展步伐，构建生产生活生
态相协调的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格局。

市领导宋晨曦、管新民、陈红兵参加调研。

本报讯（记者 张弘靓）记者从相关会议
上了解到，为鼓励见习基地吸纳更多的未就
业高校毕业生和社会上的失业青年，进一步
促进就业创业。从今年 1 月 1 日起，我市实
施三年百万青年见习计划，主要将就业见习
补贴范围由原来的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扩展至 16 岁至 24 岁的失业青年，并对向失
业青年提供岗位的见习基地给予更高的见
习补贴。

组织失业青年参加 3 到 12 个月就业见习
的见习基地，按规定给予就业见习补贴。对
见习期满，且留用率达到 30%（含）以上不足
50%的，按每人每月 700 元标准给予见习补贴；
留用率达到 50%（含）以上的，按每人每月 1000
元标准给予见习补贴。对见习期满留用并签
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登记就业的，按实际
签订劳动合同人数，给予一次性 1000 元/人奖
励。

组织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补贴
标准，按照上述规定执行。失业青年就业见习
补贴的申报程序，按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
业见习补贴申报程序执行。失业青年的认定，
以在我省登记失业为准。补贴申报资料中，无
需提供学历证明。上述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中
列支。见习期满后，见习基地向所在地县区人
社部门申报补贴，填写《高校毕业生见习基地申
领见习生活补贴及一次性奖励审批表》、见习人
员名单、就业见习协议书、《就业创业证》、发放
见习人员生活费凭证、见习基地银行基本账
户。经县区人社部门审核通过后，由同级财政
部门将补贴资金拨付见习基地银行账户。

享受该计划的人群不仅局限于青海籍贯的
失业青年，还包括在西宁市办理了居住证的失
业青年，目前全西宁市已有50余个符合条件的
见习基地。

本报讯（记者 一丁 实习生 张悦）3
月 12 日，记者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
悉，今年“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期
间，除了配合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消
费者协会在中心广场举办的大型法律
咨询服务活动外，该局还将开展十一项
专项整治行动，强化市场监督，营造安
全舒适的消费环境。

据悉，今年消费维权年的主题为
“信用让消费更放心”，借此市市场监管
局将开展“红盾护农”专项整治行动，维
护广大农民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依据

《产品质量法》对2018年质量检测中判
定为不合格的商品进行公示，并清查退
市，以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严厉查
处各类消费侵权案件；加强特种设备安
全检查。针对学校电梯、锅炉进行检

查，确保学校安全使用，保护学生的生
命安全；开展3C强制认证产品的检查，
确保 3C 产品的安全，保护广大消费者
的生命财产安全，通过投诉看维权，继
续深入推广首问责任制及先行赔付机
制，简化消费赔偿程序；认真、及时处理
消费投诉工作，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
益；集中查处广告违法、侵权案件，净化
和规范市场广告行为；针对“开学季”，
开展校园周边市场环境检查，切实维护
青少年合法权益；深入开展反不正当竞
争执法，依法开展打击传销、规范直销
专项执法检查；针对汽车配件行业，进
行专项检查。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规
范汽车配件行业经营行为；净化建材、
家具市场，构建安全消费环境等十一项
专项整治行动。

本报讯（记者 金华山 摄影报道）3月
14日，总金额达492.757万元，涉及147
个品牌，共1.2万多条假冒、走私卷烟在
我市刘家沟垃圾场以无公害方式被销
毁。记者从市烟草专卖局了解到，这是
过去两年该局从我市烟草市场查获的。

3月14日上午，在“3·15”消费者权
益日到来之际，在青海省烟草专卖局
专卖处、西宁市公安局和各大媒体的
共同监督下，西宁市烟草专卖局将
2017 年以来查处的假冒、走私卷烟在
刘家沟垃圾场进行了集中公开销毁。
本次集中公开销毁采取推土机碾轧、
挖坑填埋的方式，努力做到低害化、清
洁化销毁。此次销毁的假冒、走私卷
烟品牌多、数量大，共涉及卷烟品牌
147个、数量12440.635条，金额达到了
492.757万元。

销毁现场，挖掘机早早就为填埋
假冒、走私卷烟挖好了一个数米深、直
径超过10米的大坑，工作人员用三辆
运输车将所有假冒、走私卷烟运抵现
场后，铲车一遍遍碾轧假烟，碾轧过后

填入垃圾坑，为防止有人挖掘，填埋的
同时还洒上了水，以达到彻底销毁的
目的，整个过程耗时近一个小时。

市烟草专卖局负责人介绍，集中
销毁这批假冒、走私卷烟，表明了西
宁市烟草专卖局坚决打击贩售假冒、
走私卷烟的决心。今后，西宁市烟草
专卖局将继续履行好专卖法赋予的
神圣职责，确保卷烟消费市场正常秩
序，维护好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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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弘靓）据中国地震台网正
式测定，2019 年 3 月 14 日 13 时 32 分（北京时
间），在青海省黄南州泽库县（北纬34.97度，东
经 101.83 度）发生 4.3 级地震，震源深度 10 公
里。此次地震震中距泽库县多禾茂乡约 10 公
里，距西卜沙乡约 13.5 公里，距泽库县城约 33
公里，距河南县城约 35 公里，距同仁县城约 63
公里。

地震发生后，省地震局立即启动地震应
急Ⅳ级响应，迅速电话了解震区相关情况，
应急值班人员按照预案开展相关应急处置
工作。

据了解，黄南州泽库县城、河南县城、同仁
县城，海东市循化县城有感。目前未收到人员
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其他情况在进一步了解
当中。该地区于2017年12月15日曾发生4.9级
地震。

截至记者发稿时，省地震局已派出现场工
作队赶赴现场，黄南州、县、乡政府分别派出工
作组赶赴震区了解具体情况，并密切监视震情，
有情况将随时报告。

本报讯（实习记者 严进芳）近日，全国快
递服务满意度调硏报告发布，西宁市快递服务
公众满意度为83分，较去年升高13分，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1.3分，成为全国17个优势城市之
一。

本次测试范围覆盖全国50个城市，测试方
式为系统抽样测试和实际寄递测试，有效样本
约 400 万个。2018 年全国重点地区快递服务
全程时限为56.84小时，较2017年延长0.82小
时。72 小时准时率为 78.97%，较 2017 年提高
0.3 个百分点。寄出地处理环节平均时限为
9.22小时，运输环节平均时限为33.96小时，寄
达地处理环节平均时限为9.25小时，投递环节
平均时限为4.41小时。

报告显示，西宁快递服务公众满意度同比
提升1.3分，高于全国水平1.3分，公众满意度
排名第16位，位居行业上游水平。其中投诉处
理进步明显，受理、投递服务有所提升，多数三
级指标满意度优于行业水平，智能快件箱投递
优势明显，西宁快递服务公共形象稳中向好，
用户对快递的公众形象评价和品牌忠诚度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标准化程度有待强化。报告
指出，西宁快递封装质量、揽收员服务、发票服
务、派件员服务及营业场所等的标准化程度略
低于行业水平，需进一步强化。西宁各快递品
牌公众满意度差异明显，圆通、韵达、百世公众
满意度同比有所下降。

下一步，西宁市邮政管理局将以快递企业
标准化建设为抓手，通过政策支持、强化监管、
品牌建设，健全企业內控体系等措施，不断夯
实行业安全监管基础，持续优化服务，提升西
宁市快递服务满意度。

本报讯（记者 王瑞欣）西成铁路是连接
青海、甘肃、四川三个西部省份的重要铁路通
道，也是路网性干线铁路。作为国家重点工
程建设项目，做好项目用地保障尤为重要。
日前，记者从省自然资源厅了解到，为全力推
进西成铁路项目前期工作，省自然资源厅组
织召开了西成铁路建设项目用地工作对接
会，对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与协调。

对接会上，西成铁路业主单位负责人介
绍了该项目进展情况、存在问题、需协调解
决事项等内容，省自然资源厅相关处室负责

同志分别对相关政策进行了解释说明。目
前，由于西成铁路最新选址涉及占用永久基
本农田，不符合沿线县（区）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为确保建设工程顺利进行，省自然资源
厅要求业主单位及时将项目用地预审初审
材料上报审查，争取在3月底前编制完成项
目选址论证报告。

西成铁路是国务院批准的国家中长期
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的第八
纵，线路经我省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黄
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同仁县，甘肃省甘南

藏族自治州夏河县、合作市，四川省阿坝藏
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接入在建成都至九
寨沟铁路黄胜关站后进入成都枢纽，全长
829公里。下一步，省自然资源厅将全力配
合和保障项目业主单位开展项目用地前期
工作，确保西成铁路建设项目顺利推进。

王晓调研备耕春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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