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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得舟）教育部学
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近日与青海省
教育厅在北京签订《支持青海教育
工作协议书》，根据协议，教育部学
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将从四个方面
对青海教育工作给予支持，为青海
教育发展把脉问诊、精准指导，加快
推进青海教育现代化进程。

一是结合青海省特殊省情提
供教育现代化年度进程监测评价
报告，深入分析诊断青海省教育
实际发展状况，提出有针对性的
政策建议。为青海省提供教育现
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典型案
例，多方面、多角度指导，为全面
推进青海省教育现代化提供科学
支撑。二是选派教育规划与战略
研究专家就青海省教育厅形成的
教育规划初步方案给予指导，提

供符合省情的意见建议，帮助青
海省科学、合理完成规划编制。
三是为青海省学校建设提供典型
的校园总体规划、单体建筑设计
等，助力青海省学校向绿色校园
方向发展，为学校改造项目提供
咨询服务和科学规划方案。深化
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引进优质教
育资源，开展未来学校研究与实
验探索。就高等学校科学定位和
提升办学实力、技术创新能力、科
技服务能力，提供符合青海省情
的意见建议。四是采取干部双向
交流挂职、专题培训、以专题研究
代训等方式，为青海省培养培训
一批教育现代化监测、教育规划、
学校建设专业人才，帮助青海省
提升教育统筹规划、分析决策能
力和水平。

教育部从四方面支持青海教育

本报讯（记者 王琼）4 月 7
日，记者从省民政厅获悉，为持续
深入推进农村低保专项治理工
作，切实发挥好农村低保在打赢
脱贫攻坚战中的兜底保障作用，
根据民政部部署要求，结合中央
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反馈整改问
题，近日，省民政厅下发《2019 年
青海省农村低保专项治理工作要
点》，对农村低保专项治理工作作
出安排部署。

据了解，该《要点》提出以集
中治理“人情保”“关系保”“错保”

“漏保”，坚决查处农村低保工作
中的腐败和作风问题为工作目
标，并明确了八方面的重点治理
任务。一是重点查处因主观故意
出现的“应救未救、错救、人情救”
等问题。二是全面检查当地符合
条件的困难群众是否做到应保尽
保。三是将各地是否制定下发近
亲属备案制度落实方案作为治理
重点，检查各地低保经办人员和

村（居）民委员会近亲属是否有违
规享受低保情况。四是严肃查处
城乡低保补助资金是否按月、及
时、足额发放等问题；资金无故推
迟发放、改变资金用途和未进行
社会化发放等问题。五是全面排
查所有救助申请是否均通过“一
门受理、协调办理”信息系统录
入。六是检查低保档案是否做到
一户一档、资料信息完整。七是
全面检查所有农村低保对象从申
请到审批程序是否规范、是否按
照规定时限办理。八是着重检查
辖区内建档立卡的贫困户纳入低
保的家庭情况，是否存在有劳动
能力且家庭经济状况不符合条件
但被纳入低保的现象。各级民政
部门将采取随机抽查、蹲点调研
的方式，加强实地指导，加大对问
题线索的督查力度，建立专项治
理常态化和长效化机制，开展整
改情况“回头看”，为助力打赢脱
贫攻坚战打牢基础。

本报讯（记者 徐顺凯）4 月 4
日上午，市检察院党组召开专题
会议，学习全省检察机关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工作推进会精神，听
取市检察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
导小组关于全市检察机关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工作情况的汇报。

会议就全市检察机关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下一步工作进行了安
排部署：一是充分发挥捕诉职能，
加大打击力度；二是加强案件研

讨和业务指导，整合办案资源力
量；三是加强工作协调效果，提高
提前介入质效；四是加强法律监
督和评查力度，着重做好“破网打
伞”工作；五是加大宣传力度，强
化“检力下沉”。

会议还就省检察院组织的全
省检察机关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
传活动进行了安排，要求全市两
级院要高度重视、妥善安排，确保
宣传活动取得实效。

本报讯（记者 王紫）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近期确定第一批
国家分娩镇痛试点医院名单，我
省 10 家医院入选。目前，分娩
镇痛（即无痛分娩）试点工作已
在我省这 10 家医院开展。这是
记者从省卫生健康委了解到的。

我省被确定的第一批国家分
娩镇痛试点医院为青海省人民医
院、西宁市第三人民医院等10家医
院。记者从青海省麻醉质控中心
主任王学军处了解到，分娩疼痛已

经成为孕产妇的痛点。随着现代
医学技术、理念的进步，今后可以
做到让产妇分娩时的疼痛减轻。
通常说的“无痛分娩”，在医学上称
为“分娩镇痛”，是指使用各种方法
使产妇分娩时的疼痛减轻。分娩
镇痛诊疗技术是一项简单易行、安
全成熟的技术。产妇在分娩过程
中，对相关风险充分知情并签名同
意后，麻醉医生就可以实行分娩镇
痛诊疗技术。存在禁忌症的产妇
等不能做分娩镇痛。

海拔 4479 米，10 个“超级奶
爸”！

在“生命禁区”的可可西里索
南达杰保护站野生动物救助中
心，这里的 10 名工作人员不仅常
年承担着巡山任务，而且还负责
照料救助来的野生动物。16 年
中，他们照顾了 500 多个“孩子”，
虽然这些“孩子”不能说话，但与
他们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给

“孩子”喂奶，陪它们玩耍，久而久
之，10 名工作人员成了这些“孩
子”的“超级奶爸”。

救助之路并不好走救助之路并不好走

在可可西里野生动物王国里，
最广为人知的就是藏羚羊。

每年 5 月开始，三江源的藏羚
羊群都会跋山涉水迁徙至卓乃湖
一带觅食产仔，到7月下旬陆续回
迁三江源。

正因如此，每年 5-8 月，可可
西里索南达杰保护站野生动物
救助中心的队员都会驻扎在卓
乃湖保护站，他们要从大山和草
原之间将“掉队”的小藏羚羊救
助回来。

去年 7 月的一天，大约在离卓
乃湖保护站 5 公里的地方，队员
袁广明和同事发现了两只被遗弃
的小藏羚羊。根据以往经验，袁
广明很快判断出：这 2 只小藏羚
羊才出生没多久，它们蜷缩在一
起，身上的胎衣还湿漉漉的。袁
广明和队友赶紧脱下大衣将它们
包了起来。

袁 广 明 是 2012 年 来 到 可 可
西里索南达杰保护站野生动物
救助中心的，尽管还未结婚，但
他照顾小藏羚羊的经验却是非
常丰富。

在卓乃湖保护站住了10天，救

助中心的其他队员也陆续从湖边
救助回来 4 只小藏羚羊，考虑到 6
只小藏羚羊身体逐渐恢复，袁广明
他们决定回索南达杰保护站野生
动物救助中心。

卓乃湖保护站离索南达杰保
护站野生动物救助中心只有 160
公里的路程，但袁广明他们却在
路上走了两天一夜。袁广明回
忆，当天上午，他和队友带上铁
锹、钢绳，开了两辆皮卡车拉着 6
只小藏羚羊往回走。正逢雨季，
高原天气多变，一阵风雨过后气
温骤降，以前的车辙荡然无存，袁
广明他们的皮卡车刚驶出十几公
里就陷进了泥沼。

折腾了一夜，车子终于驶出了
泥沼，天色渐晚，再也不敢往前开，
袁广明一行人带着6只小藏羚羊就
睡在了车上。第二天，又是一路颠
簸后，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可可西里索南达杰保护站野生动
物救助中心。

小藏羚羊名字背后的故事小藏羚羊名字背后的故事

在可可西里，被救助回来的每
一只藏羚羊都是幸福的。他们都
有自己的“爸爸”，也有自己的名
字。袁广明讲，他为救助回来的小
藏羚羊取名“小强”。“在生命禁区，
能活下去已经很强大了，还遭遇了
遗弃，希望它能越来越坚强。”不管
多远，只要袁广明喊一声“小强”，
它便摇着尾巴，跑过来蹭蹭袁广明
的胳膊，熟悉又亲昵。

一大早，草场栅栏的大门还没
有完全打开，小藏羚羊们已经急不
可耐，争先恐后挤进门去。这个点
是它们进食的时间，离开了藏羚羊
妈妈的保护，它们被“超级奶爸”照
顾得非常周到。

在最初一段时间里，“超级奶

爸”每天分3次喂小藏羚羊牛奶，待
它们身体状况好转后，便会将其带
到更广阔的草场上，在喂牛奶的同
时喂部分草料，以便让它们尽早适
应草原生活。

在救助中心，还有一只叫“军
军”的藏原羚。可可西里索南达杰
保护站站长赵新录说，这是一只被
军人救助的藏原羚，所以取名“军
军”。

“军军”和其它小藏羚羊虽不
是同类，但它们生活在一起也其乐
融融，每天早上吃过早饭，它们就
被“超级奶爸”带到草场跑步，只要
一喊它们的名字，它们便停下脚步
驻足观看。

这份情感让人难说这份情感让人难说““再见再见””

可可西里索南达杰保护站站
长赵新录说，今年 7 月底，雌性藏
羚羊群再次回迁时，如果 6 只小
藏羚身体没有问题将被放归大
自然。

还有三个月的时间就要离别
了，尽管袁广明知道小藏羚羊最终
要回归大自然，但他还是特别伤
感。最近一段时间他开始故意疏
远“小强”。

赵新录说，小藏羚羊大约半岁
开始断奶，之后保护站就会渐进式
地让它们与人隔离，每天只通过监
控观察成长情况。“这样做是为了
让它们尽快熟悉大自然，将来放归
到可可西里如果它们见人就跑过
去，是非常危险的。”

总 有 一 种 情 感 让 人 难 说 再
见，每年放归时 10 名“超级奶爸”
总是远远观看，偷偷跟在后面护
送它们安全离开这里，回归到自
己的种群后才安心离开。“小藏
羚羊也是一步三回头，场面很感
人。”

我省10家医院

成为无痛分娩试点医院

我省农村

低保专项治理全面展开

本报讯（记者 啸宇）在国家和
省上大力支持推动实施下，全力推
进青海湖机场等重大项目建设，加
快共和、贵德撤县建市步伐……近
期随着施工旺季的到来，海南州涵
盖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民生工程
等多个领域的210项建设项目全面
开复工。

目前海南州已全面开复工的
这 210 项建设项目，年度计划投

资 105 亿元。按照项目建设安排
部署，今年该州将加快推进全省

“百项万亿”重大工程和 310 项重
大前期海南项目，充分发挥投资
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
全力推进新能源开发、青海湖机
场、大数据产业园、藏文化产业
园、哇洪水库等重大项目建设，
提升生态保护、民生改善、基础
设施项目质量和效益，以更有力

的措施深化各项改革，以更积极
的态势加快共和、贵德撤县建市
步伐。

据悉，该州将持续增强整体合
力，加强上下联动，强化业务协同，
压茬落实责任，保障建设要素，以
钉钉子的韧劲和言出必行的干劲，
实施补短板提速、前期攻坚和审批
破冰“三大工程”，确保全州项目建
设顺利实施。

青海湖机场建设正全力推进

生命禁区有10个“超级奶爸”
本报记者 张永黎 通讯员 马福军

市检察院

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