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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平方米！城中区建成西北最大爱老幸
福食堂中央厨房；

7辆小型厢式送餐车、58名专职人员负责每
天送餐、配餐服务；

城中区29个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爱老
幸福食堂”同步启动运营；

“中央厨房+统一配送”可同时满足辖区
6200多名老人每日就餐需求；

城乡低保、特困、重点优抚和计划生育特殊
困难家庭老人及80周岁以上高龄老人吃饭有
补贴……

中区建成西北最大爱老幸福食堂中央厨房中区建成西北最大爱老幸福食堂中央厨房

6月18日，城中区建成的西北最大爱老幸福
食堂中央厨房正式启动运营，该爱老幸福食堂中
央厨房位于城中区逯家寨 54 号，建筑面积约
1500平方米，总投资800余万元，内设分拣区、切
配区、烹饪区、面点区、餐具消毒区等 10 大功能
区，并配有热风循环高温消毒柜、餐具清洗烘干
线、立式电炸炉等37种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先进
餐厨设备。

每天由7辆小型厢式送餐车辆、58名专职工
作人员具体负责送餐、配餐工作，同时根据各日
间照料中心地理位置及就餐人数，合理规划了配
送路线，真正打造出了助餐送餐配餐的“15分钟
服务圈”。此外，为了保证饭菜安全，整个中央厨
房还实行透明化操作，中央厨房内设有监控平
台，一方面可直连西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监管平
台，第一时间接收监督管理信息；另一方面，就餐
的老人们也可以通过手机联网就能看到整个饭
菜的加工环节及流程，保证吃得透明，吃得安心。

下半年将启动养老服务信息平台下半年将启动养老服务信息平台

据了解，为着力解决老年人点餐配餐送餐信
息互联、居家养老服务信息互通、服务质量互评
等业务承载和服务监管问题，实现老人网上预
约、在线下单、100%回访，城中区将于今年下半年
启动实施养老服务信息平台项目，通过信息化手
段为全区6200多名享受政府购买服务的老人提
供更精准、更细致的服务，切实解决与老年人日
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助餐、助医、助洁、代购、代办
等实际困难，真正让广大老年人共享居家和社区
养老服务改革发展成果。

电话预约电话预约++上门服务两种点餐方式上门服务两种点餐方式

据城中区爱老幸福食堂中央厨房负责人介
绍，该区爱老幸福食堂中央厨房根据服务对象
身体状况和季节变化，充分考虑老年人饮食习
惯和禁忌，聘请专业营养师研究制定软硬合
适、荤素搭配、营养丰富、合理均衡的套餐食
谱，注重菜品多样性，确保一周菜谱不重样，
同时配以流食、素餐、无糖餐等个性化膳食，
着力保证老年人饮食品质。目前，依旧采用电
话预约+上门服务两种点餐方式，每个社区配有
两名工作人员专门负责老人们的点餐、配餐、
送餐服务。目前，已有 600 余人次享受到了配
餐、助餐及送餐服务。

符合条件的老人可享受用餐补贴符合条件的老人可享受用餐补贴

据了解，为了确保老年人吃得起、吃得好、吃
得饱，城中区爱老幸福食堂中央厨房坚持以非营
利为原则，充分考虑老年人承受能力，为具有城
中区户籍的辖区老年人建立了用餐补贴机制。
其中，年龄在60周岁以上，享受城乡低保、特困、
重点优抚和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补助政策的
老人，每人每天补助一餐，每餐补助3元；80周岁
以上的高龄老人，每人每天补助一餐，每餐补助2
元。来自香格里拉社区的魏有成老人，今年 83
岁，他告诉记者，午餐由专门的餐盒打包，送到每
一位老人手里时还是热乎乎的呢，每天中午都能
准时吃上饭，四菜一汤，口味清淡不油腻，能享受
到这一切他觉得很幸福。 （记者 王琼）

不说两句吗？
想第一时间掌握时事新闻吗？想与他人分

享最新、最有趣的资讯吗？您只需打开微信关注
西宁晚报微信公众号，即可轻松掌握最快新闻。
同时，晚报微信公众号
还开通评论功能，这里
有 10 多万粉丝正在与
您交朋友，一起畅评新
闻 事 件 ，今 日 的 热 点
是：西宁人有福了，西
北最大爱老幸福食堂
中央厨房今天运营，快
告诉爸妈。

昨中区爱老幸福食堂也开张了
——晚报聚焦西宁爱老幸福食堂系列报道之五

本报讯（记者 施翔）今年以来，城东
区农村各党组织认真抓党建、积极促工
作，扎实做服务、精心保质量，并在驻村工
作组的帮助下，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组织
建设，充分发挥了党组织引领带头的战斗
堡垒作用，从而激发了广大党员发挥先锋
模范作用的热情。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组织村“两委”
班子成员和党员干部学习《中国共产党支
部工作条例（试行）》和《中国共产党农村
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认真落实“三会一
课”、组织生活会、主题党日等党内生活制
度，引导他们树立规范意识，推动全面从
严治党在农村贯彻落实。

强化党员队伍建设。积极组织农村
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武装头脑，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增强了党员的党性修养和政治素质，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不断坚定“四个自
信”，以实际行动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推进各项制度建设。针对农村基层
党组织建设中存在的制度不全、执行不严
等问题，各村“两委”落实党建工作制度，
完善班子自我监督、群众监督和社会监督
机制，健全公开制度，进一步推进党务、村
务、财务公开，形成用制度管权、按制度办
事、靠制度管人的良好局面。

突出服务办实事。朱家庄村联合区
卫健局和青海省人民医院向300余名妇女
专题讲解妇女病理知识，并对200余名村
民进行义诊；林家崖村用制度确保村集体
经济的正常运转；团结村及时与区市政公
用服务中心对接，重新安装垃圾中转配套

设备，彻底解决了污染环境问题。
精准实施扶贫帮困。各驻村工作组

结合宣讲工作，立足村情实际，对村中因
病因残困难家庭进行入户调查，协助村

“两委”按照结对互联“双帮”工作要求及
时做好扶贫帮困工作。活动期间，15个驻
村工作组通过发放慰问金和粮油等慰问
品的方式共慰问贫困村民30余户。

改善环境振兴乡村。全区各驻村工
作组积极帮助村“两委”班子和党员学好
学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意义和政
策措施，开展各式各样的改善人居环境的
活动，协调解决存在的实际问题。

重视和谐维护稳定。各村“两委”和
驻村工作组在宣讲中密切注意村民关心
的热点问题，积极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工
作，避免了农村不稳定因素的发生。

东区全力做好农村党建工作

今年5月20日—6月20日是全国第八个学前教育宣传月，为科学做好入学准备，6月
13日，城中区保育院组织师生来到文化街社区，引导广大家长树立科学理念，关注幼儿身
心全面发展，将入学准备教育贯穿幼儿园教育的全过程，为幼儿今后的学校生活做好准
备。 闫鸿 摄

本报讯（通讯员 范生栋）为实现文化旅
游进一步深度融合，目前，城北区文体旅游
科技局充分发挥辖区青海藏医药文化博物
馆这一资源优势和民族产业优势，立足特
色，积极探索创新“博物馆＋”复合型融合
发展模式。

城北区以旅游需求为着眼点，以不断
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为发力点。依
托以藏医药文化为主题、藏文化为特色的
青海藏医药文化博物馆，实现“博物馆＋基
地”建设，并在基地建设上下功夫，先后申
报其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科普
教育基地、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其馆
内设有的丝绸之路和青藏文明主题展览，
进一步挖掘了藏文物内涵。同时充分利用

了其宣教功能，让文物讲起了“中国故事”
“青海故事”，促进了文化传播，推动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使其成为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和宣传大美青海的一张金名片。

充分发挥藏医药特色优势，推动“博物
馆＋健康”建设。通过联合青海自然博物
馆，发挥博物馆展示功能，让观众从了解青
海自然条件向了解藏医药文化过渡，并用藏
医学研究成果让游客对青藏高原有全新的
认识，为北区旅游事业打造了可看、可学、可
医、可养的旅游新业态。推动“博物馆＋互
联网”建设。充分利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提
升宣传水平，着重通过数字化工程和智慧景
区建设，实现了人网合一的智能化游览体
验，实现了游客足不出户网上游览博物馆。

本报讯（记者 张国静）一直以来，
城西区纪委监委高度重视加强纪律作
风建设统筹安排部署，紧盯“四风”问
题新表现，深化警示教育，强化监督检
查，严肃执纪问责，努力营造风清气正
的节日氛围，推动全区党风政风持续
好转。

为提高廉洁意识，区纪委监委紧
盯春节、清明、五一、端午等重要时间
节点，早安排、早部署、早提醒，召开节
前纪律作风会议3次，重申“十严禁”
要求，为全区科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
发廉洁自律提醒短信、微信，督促全区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把监督挺在前面，
进一步创新监督方式方法，上下联动，
主动作为，通过“专项检查+随机检
查+走访群众”等多种形式，了解掌握
基层干部群众关心、关注的“四风”问
题及存在的具体表现，强化纪律规矩
意识，切实做到警示和警醒教育全覆
盖。

畅通信、访、网、电“四位一
体”信访举报渠道，鼓励群众通过各
种形式反映“四风”问题线索，使监
督常在、形成常态。充分发挥特约监
察员的探头作用，抽调人员成立联合
检查组，对违规购买收送名贵特产、
违规操办宴席、违规发放津贴或福
利、变相公款旅游等“四风”问题线
索深挖细查，形成强大监督合力。同
时，持续加大与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的
上下联动，同向发力，深入基层党组
织开展监督检查，做到“三个坚
持”，坚持落实“一岗双责”，坚持严
格“一案双查”，坚持典型案例一律
通报曝光，持续释放执纪必严、违纪
必究的强烈信号。今年以来，节假日
期间先后对全区 27 家单位开展明察
暗访6次，下达整改通知15份，印发
全区通报2期。

加大日常考核力度，制定《城西
区 2019 年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
查考核方案》，创新考核方式方法，
加大日常考核力度，年内实现对所有
机关单位监督检查全覆盖，并将节假
日期间纪律作风检查情况纳入各单位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日常考核内容
中，对节日期间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不力、作风建设
流于形式的党组织严肃问责，对监督
责任落实不到位，“探头”作用没有
发挥，从严从重查处，绝不姑息、迁
就，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对发生严重
违规违纪的问题单位，年底考核“一
票否决”，倒逼责任落实，让失责必
问成为常态，努力推动全区作风建设
实现根本好转。

本报讯（实习记者 王娜）炎炎夏日，枝
繁叶茂，6月13日正值午饭时间，湟中县多
巴镇幸福村村委会大院传来阵阵欢笑声，好
不热闹……

“开饭喽！”随着掌勺大厨张梅一声吆喝，
30多位老人从四面八方相聚在村委会大院门
前。整齐的餐桌，干净的碗筷，还没开饭，聚
集在“幸福食堂”的老人个个乐得合不拢嘴。
茄子烧肉、凉拌萝卜外加一份凉面，“幸福食
堂”今天的午餐既有营养又合口味，食堂内座
无虚席，老人们幸福地享用着美味的午餐。

“这个食堂办到我的心坎上了！”74岁的
张万科老人一边吃饭一边伸出大拇指。由于
年事已高，加之儿女都在外工作，张万科的一
日三餐一直是个“问题”。好在去年建设“老年
之家”，里面的食堂可算是解决了他的燃眉之
急。“食堂费用不高，我们都能承受得起，感
谢党的好政策，现在食堂就餐的老年人越来越

多，大家都叫它‘幸福食堂’。”张万科老人说。
“做饭难、经常做一顿吃三顿、有时候索性

开水泡馍。”村主任马文成说，这是农村独居老
人面临的普遍难题。2018年5月17日，村里以
民政服务机构支持一点、社会爱心捐助一点、
村集体和老人承担一点的方式，开办起“幸福
食堂”，并规定凡70岁以上老人可在食堂吃
饭，每天只需支付2元伙食费。“老人之家”内不
仅有食堂，还配备有按摩室、理发室、活动中心
等，为老人带来很多方便。目前，幸福村“老年
之家”已被青海省民政厅列入星级养老机构、
被湟中县列入农村养老示范项目。

“幸福食堂”运行一年来，解决了部分老
人的吃饭问题，但经营压力也越来越大。“虽
然艰难，但有了政策、社会爱心人士和村民
的支持，幸福食堂一定能办下去，政府和群
众一起努力，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马文成
充满自信地说。

西区狠抓

节假日“四风”问题

北区以北区以““博物馆博物馆++””创新文旅融合发展创新文旅融合发展

幸福村里有个幸福村里有个““幸福食堂幸福食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