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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邢帅）为深入推进消费维权工
作，进一步净化优化市场环境，切实保障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今年，城西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紧扣“信用让消费更放心”的消费维权年主
题，以放心消费创建活动、市场“百日执法”行
动、强化特种设备安全、网络市场和企业信用监管
等为契机，着力提升商品和服务的品质，持续净化
消费市场环境，在动态升级中不断满足消费者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增强消费维权意识。城西
区依托“信用让消费更放心”消费维权年主题系列
活动和“3·15”等宣传活动，通过新闻报道、“一会
两站”、发放宣传品、现场咨询、假冒伪劣商品展示
等平台和形式，加大对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
消费者基本权益知识的宣传，消除群众在消费权益
方面存在的疑虑和知识盲点，增强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保护意识和维权意识，营造积极维权的浓厚氛
围。通过新闻媒体、政府网站、基层消费者协会分
会及投诉站等不同的载体渠道及时发布消费警示、
提示信息，切实发挥警示教育、指导、引导的作
用，切实提高消费者自我保护能力。同时，注重消
费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重点对老年人、青少年
等消费权益易受侵害领域，有针对性地开展消费教
育，引导其文明、健康消费。

强化重点领域执法，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建立
联合整治工作机制，重拳出击，形成强大工作合
理，围绕消费诉求集中和社会关切的重点商品和服
务，开展跨领域、跨区域联合打假，严惩破坏市场
公平竞争行为。注重以市场诚信建设助推商品和服
务的品质、消费环境的品质提升，开展放心消费创
建工作，引导电商平台、大型商场、超市等建立推
行消费环节经营者首问和赔偿先付制度，监督经营
者全面落实网购七日无理由退货制度，推进线下无
理由退货工作，培育信用过硬的典型企业，发挥示
范引领作用，促进消费纠纷源头解决。同时，加大
消费投诉处理力度，强化消费提示警示和行政约
谈，开展消费投诉公示，大力推进“诉转案”工
作，督促经营者诚信守法规范经营。

构建多方共治维权机制，提升维权工作水平。
坚持因地制宜与重点突出相结合，加强与企业、社
区等联系，完善消费纠纷化解机制，畅通消费者诉
求表达和反馈渠道，促进消费维权便利化、效能
化，进一步提升12315 体系规范化建设水平。对现
有的“一会两站”进行规范化运行，加强对“一会
两站”人员的培训，切实提高工作能力，积极培育
典型，不断巩固强化“一会两站”功能。进一步严
格规范企业消费维权监督站工作程序，扩大企业消
费维权监督站覆盖范围，发挥消费维权快速处理机
制作用。

西区改善环境让群众安心消费

本报讯 （通讯员 范生栋 刘莉
娜） 为坚持市委“拥河发展”理
念，今年，城北区城乡建设局将计
划实施柴达木巷、建设南巷、朝阳
一巷 3 条道路的“雨污分流”改造
项目，全力推动城区排水系统改
造。

据悉，由于道路排水设施老旧
和管网输送能力不足，每逢汛期降
水增多，城北区柴达木巷、建设南
巷、朝阳一巷3条道路就会出现“排
水难、积水多”的问题，严重影响
了周边居民生活。对此，城北区城

乡建设局坚持“为民办实事”理
念，经过前期调查，今年计划投资
3300 余万元对柴达木一巷、柴达木
二巷、建设南巷、朝阳一巷进行改
造升级，敷设总计 1700 余米新管线
接入城市道路，同时对道路路面进
行沥青砼罩面，对人行道进行升级
改造，彻底改变巷道面貌，方便周
边群众生活。

今后城北区城乡建设局还将继续
关注群众所急、群众所想的各项问
题，担当作为、狠抓落实，奋力建设
绿色、生态、宜居新北区。

本报讯（记者 张弘靓）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1号
文件精神，紧紧围绕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目标，加强
组织领导，强化力量调配，积极做好备耕春播各项工
作，确保2019年农牧业生产开局良好，2019年，湟源
县继续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基础
上，调整优化经济作物种植结构，确保农业提质增效
和农民增收。

据介绍，通过县气象局对全县的三个监测点开展
了干土层监测，2019 年土壤墒情为历年来最好的一
年。今年全县计划种植粮油饲作物27.78万亩，蔬菜
3.7万亩（次），中藏药材1万亩，经济作物种植比例达
到87%。做大饲草产业，扶持整村整乡、集中连片种
植饲草10万亩。目前已储备各类农作物良种347万
公斤，各类农作物良种储备充足，可满足春播期间农
业生产需求。储备有机肥3.9万吨，能够满足全县春
播生产，有机肥不足部分将采取统一采购方式进行采
购。今年，重点加大有机肥点播机研发与推广，提升
油菜、胡萝卜、蚕豆机械化率，降低劳动成本，确保农
业机械化率达到65%以上。

湟源县还积极组织开展“放心农资下乡进村宣传
活动”，向群众讲解假冒伪劣农资产品的特点和识别
方法及举报办法，加大对肥料、农药、农膜、种子、兽
药、饲料等农资经营门店的专项检查力度，进一步规
范农资市场秩序，确保农民利益和春播生产安全。同
时，县农机站与9个乡镇及146个村委签订了农机安
全责任书，加大农机安全知识宣传及培训，确保了春
播期间农机安全。大力实施“农民素质培训工程”，利
用去冬今春农闲时间培育新型职业农民600人，完成
60名农技人员知识更新培训；深入推进农技推广体系
改革与建设，积极与省农业科技创新平台对接，加大
科技示范力度，计划建立农业科技示范基地2个，下
派农业技术指导141人，特聘农业技术专家人员5名，
为做好农业生产服务提供了人才保障。

本报讯（记者 施翔）近期，城东区大
众街街道办事处紧紧围绕“和谐东区、祥
和大众”目标，切实为民办实事、办好事，
有效维护社会稳定，进一步提升了辖区居
民的幸福感、获得感。

暖民心，送水上门办实事。“停水3天
了，别说洗澡洗衣服，喝水做饭都成问
题。”除夕前一天，家住警苑小
区的多位居民向街道办事处
反映该小区为无人管理楼院，
停水导致22户居民无生活用
水。得知居民的用水困难后，
街道办立即采取应急措施排查停水原
因。经排查，得知因小区供水管道老化、
部分管道裸露，导致管道冻裂。为使居民
饮水用水得到保障，办事处立即与市政部
门取得联系，商定每天由市政供水车供
水。街道办已与开发商取得联系，并协调
解决该小区停水问题。

保民安，上下联动抓落实。办事处工
作人员巡查时发现广汇九锦园工地区域
墙体冒水，人行道积水面积已有十余平方

米左右，与工地值守人员沟通后得知，主
管道阀门冻裂，积水过多，一时无法修
复。眼看积水面积越来越大，街道主要负
责人立即与工地负责人取得联系，说明情
况及可能引发的后果，同时联系了区建设
局配合处理。在工作人员的督促下，广汇
九锦园调派十余人全力抢修，并清理路面

积水，撒盐处理结冰。至当日23时左右，
上述问题基本得以处理，保障了群众及车
辆的安全出行。

帮民困，百姓安危挂心上。居住在
富强巷13号的居民反映，瓦窑沟自建房
住户家中地下室无故出现积水，漏水原
因不明，长期积水可能会导致房屋地基
下沉、变形坍塌。办事处得知情况后赶
赴现场，初步确定地下管线漏水，工作
人员立即联系维修队排查；同时，入户

走访相邻的 17 户居民家中了解渗漏程
度，协调住户暂时关闭自来水总闸，避
免地下室继续漏水。经查，发现其中一
家住户下水管道破裂，导致地下室出现
积水，施工人员随即对破损管道进行更
换维修，此事得到圆满解决。

解民忧，化解纠纷促和谐。越州国际
5 号楼、6 号楼因变压器损坏
突然停电，办事处前往现场并
协调该小区铁军物业联系供
电局，经购买材料、吊车运转
变压器、更换变压器等一系列

工作后于次日凌晨1时恢复供电。期间，
有多户居民反映家中电器被烧坏，系物业
水暖工违规操作二次推闸所致。办事处
将问题反映至越州国际开发商及物业公
司，由铁军物业进行赔偿，其中电器损坏
的住户中拖欠物业费的，在所拖欠的物业
费中折抵电器维修费用，没有拖欠物业费
的直接进行货币赔偿。截至目前，共赔偿
60余户，赔偿金额达20余万元，圆满解决
了居民的停电损失问题。

本报讯（通讯员 赵海珍）今年，大通
县以农业高质量发展和农民增收为目标，
积极开展备耕春播工作，立足“早”字，合
理安排生产计划，及早部署物资储备、开
展技术服务，确保春播开好局、起好步。
目前，该县农牧部门已储备五大类共 25
个品种的农作物种子300多万公斤。

据了解，为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确保农业农村经济稳中求进，推进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大通县积极调整种植结
构，优化区域布局，继续在稳定粮食作物
种植面积的前提下，适当减少油料面积，
增加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建立脱毒马铃

薯原种扩繁基地0.2万亩、脱毒马铃薯原
种生产基地1.6万亩。推广全膜覆盖栽培
技术推广8万亩、深松整地面积5万亩，有
机肥全替代化肥及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
控技术实施面积为5.8万亩。依托项目已
采购商品有机肥 7584 吨，农膜计划储备
560吨，农药预计储备量60吨。为确保农
民春播生产用上放心农资，该县于本月
开展备耕春播专项检查活动，重点检查
经营种子、化肥、农药、农膜的农资经
营店，主要查看农资经营户的经营资格
证书、购销台账等是否齐全；销售的种
子是否经过审定、标签是否规范等，力

求从源头上预防假冒伪劣农资坑农害农
情况发生。

下一步，该县将进一步做好种子、地
膜、有机肥等生产资料调运和储备，确保
物资充足、质量可靠，做好救灾种子补助
资金项目工作，保证种子供应和农资化
肥、支农贷款及时到位，及时整顿农资市
场，制定农资打假工作方案，依法开展农
资打假“护农”活动，切实保护农民利益。
同时，组织技术力量深入田间地头，在土
地深松、播种、化肥深施、覆膜播种等各方
面给予技术指导，帮助农民群众开展春播
工作。

本报讯（记者 肖芳）强力拆除各类违法
广告；全力打造店招店牌示范街；排查整治
洗车修车行业等……3月13日，记者从城中
区获悉，为不断巩固“美丽夏都·清洁西宁”
品牌建设成果，进一步提升城市管理能力，
解决制约城市发展的突出问题，全力维护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成果，该区将开展六大行
动，争取通过三年努力，为西宁打造最干净
整洁的高原城市助力。

行动一：强力拆除各类违法广告
强力拆除各类违法广告及相关设施，严

格规范过街天桥、道路护栏、建筑物立面、
围墙栅栏、路灯杆等公共场所设置的公益广
告，清理整治改变结构的外挑式护栏、遮阳
棚和私自搭建的阳台、飘窗等，以及废弃线
缆杆、标志杆、通信杆、公交站亭、阅报
栏，消除主城区视觉污染。

行动二：全力打造店招店牌示范街
按照一街一景、一店一景原则，规范主城区

店招店牌设置，实现主城区店招店牌规范有序、
彰显特色、个性突出，全力打造店招店牌示范街。

行动三：排查整治洗车修车行业等
按照“查全、查细、查实”原则，对主城区内

所有再生资源回收点、洗车修车行业、早餐车、
平价蔬菜车、季节性瓜果售卖点进行全面排查
整治，全面掌握基本情况，做到规范管理。

行动四：城区高层楼体亮化度达60%
完成城区现有桥梁、公园绿地、广场、河

道、山体夜景亮化改造，按照集中连片、一楼
一策的原则，全面推动城区楼体亮化工作，
到2021年城区高层楼体亮化度达60%。
行动五：人员配置精细化科学化规范化

健全街道执法中心人员配置，根据街道
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合理分配执法人员，做
到人员配置精细化、科学化、规范化管理。
行动六：市容秩序监督员开启全面监督

在辖区安排20-30名市容秩序监督员，
采取执法人员联合市容秩序监督员的方式，
在主城区及城乡接合部，合理部署人员对重
点区域重点路段市容秩序做到全面监督，做
到市容秩序井然有序。

近日，城北区卫计局在青藏高原
农副产品集散中心开展百家宴活动，
辖区贫困妇女、计生特殊家庭、社区

干部、大堡子卫生院医生、流动人口
经营户制作了上百种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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