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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加快推进行政区划调整
本报讯（记者 王琼）9 月 3 日，记者从省
民政厅获悉，近年来，我省加快推进行政区
划调整，不断优化省域城镇体，经过调整，全
省乡由 2010 年以来的 229 个减少到 2018 年
的 223 个，镇由 2010 年的 137 个增加到 2018
年的 143 个，街道由 2010 年的 30 个增加到
2018 年的 37 个。
据了解，近年来，在全省各级民政部门
的共同努力下，我省行政区划管理工作取得
了突出成绩，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城镇化进程

的持续健康推进提供了有力保障。优化行
政区划设置历来与改革创新相伴而行，党的
十八大以来，我省积极主动将行政区划工作
融入“一带一路”、西部大开发、兰西城市群
建设等重大国家战略，在支撑国家和区域发
展战略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先后完成了海
东撤地设市、玉树撤县设市、平安、乐都撤县
设区、撤茫崖行政委员会和冷湖行政委员会
合并设市等县级以上行政区划调整事项，并
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对部分乡镇进行了

调整，经过调整，全省乡由 2010 年以来的 229
个减少到 2018 年的 223 个，镇由 2010 年的
137 个增加到 2018 年的 143 个，街道由 2010
年的 30 个增加到 2018 年的 37 个。通过开展
撤地设市、撤县设区、撤县设市、撤乡建镇、
撤镇设街道等行政区划调整，进一步优化了
城镇空间布局，调整中小城市市辖区规模和
结构，促进了小城镇、中小城市、区域性中心
城市和城市群的发展壮大，为新型城镇化建
设提供了载体和支撑。

刘振双：19 年倾心为群众解决困难

跑社区、
做安防宣传、
协调案子、
管理辖 同，这让闫建军一下慌了神，不停地问着
区人口、调解邻里纠纷、解决群众困难…… “ 是 不 是 要 去 开 证 明 更 正 ”
“会不会很麻
这是西宁市公安局城北分局三其派出所社 烦”。刘振双让他不要着急，立刻拿起电话
区警务长刘振双每日的工作，在这个有着 向上级部门反映这一情况，不到一分钟，闫
7900 余户 22000 余名群众的社区里，他一干 建军在内部系统的错误姓名立即被更正过
就是 19 年。
来，与身份证姓名显示一致。像
社区民警的工作琐碎，但刘振双总是 这样的小事，刘振双每天都要办
不厌其烦，充满了热情。9 月 3 日上午，闫 理一两件。
建军小两口来到刘振双的办公室里办理居
“清官难断家务事”，而刘振
住证，在办理过程中，刘振双发现闫建军的 双 却 把 家 务 纠 纷 调 解 得 有 头 有
身份证姓名与内部系统身份姓名完全不 绪。李某是刘振双管辖社区里的

一名刑满释放人员，找不到合适工作，整天
无 所 事 事 ，经 常 与 家 里 的 老 母 亲 发 生 矛
盾。刘振双隔三岔五往李家跑，找他聊天
谈心。在刘振双的帮助下，李某找到了一
份从事运输的工作。
关心孤寡老人、帮助特困家庭解决困
难，一直是刘振双的工作重点。年近八旬
的任广英，一个人带着两个孙子生活，大孙
子上大学，小孙子上小学，是社区低保户，
且老人患有老年病，家中十分困难。得知
这一情况后，刘振双主动到西钢物业替任
广英老人交了 1054 元取暖费，并给老人和
孩子送来米、面、油等生活必需品，老人看
到这些后，紧握他的手，连声表示感谢。李
大娘是一位空巢老人，老伴去世后，老人得
了抑郁症，几个子女都在外地工作，身边无
人照顾，生活十分困难。了解这一情况后，
刘振双积极联系社区、办事处、民政部门，
帮助老人办理了低保。
刘振双告诉记者，“解决百姓困难就
是我的工作。”刘振双虽身患肿瘤，做过
两次切除手术，但他以民警钢铁般的意志
一直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也正因如此，刘
振双荣获了西宁市第四届敬业奉献道德模
范提名奖。
（记者 张弘靓 摄影报道）

西宁市第四届

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风采

ETC 全流程便捷服务。目前互联网发行平
台已成为我省 ETC 发行的重要渠道和线下
发行的有效补充。
此次“微 ETC 微信小程序”的上线，是
行，我省加快推行 ETC 的发行工作。今年 省交通一卡通公司秉承“客户至上，服务一
以来，省交通一卡通公司将如何为用户提 流”的宗旨，创新“互联网+交通服务”的又
效 提 速 办 理 ETC 作 为 首 要 任 务 ，在 做 好 一次有力尝试，为促进我省智慧交通发展，
ETC 线下推广的同时，积极推进 ETC 互联 加快信息技术与高速公路运营深度融合增
网发行系统建设，在积极配合交通运输部 添了动力。同时优化了办理流程、减少了办
路网中心做好“总对总”互联网发行平台的 理时间，为广大客户享受便捷、高效、安全
同时，积极开发“微信 ETC 助手”
“ 微 ETC 的交通出行服务夯实了基础。下一步，省一
微信小程序”。用户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 卡通公司将继续借助互联网资源，着力拓
按照申办流程要求填写相关信息，就可完 宽 ETC 发行渠道、拓展应用范围、优化服务
成 ETC 车载设备在线申请、签约等全流程 产品、提升服务水平，为加快取消青海省高
业务办理，足不出户就能体验购物一样的 速公路省界收费站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我省 ETC 发行再添新渠道
本报讯（记者 一丁）记者 9 月 4 日从省
交通一卡通公司获悉，为进一步方便我省
驾驶员办理 ETC 系统，该公司推出了“微
ETC 微信小程序”，标志着我省 ETC 发行
再添线上办理新渠道。截至 8 月底，我省已
累计发展 ETC 用户 8 万多户，占发行总量
的四分之一。
据悉，深化收费公路制度改革，取消高
速公路省界收费站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
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是一项非常重大的
民生工程，为配合这一目标任务的顺利进

规范糕点食品
生产主体加工行为
本报讯（记者 王紫）为确保我省糕点食
品源头安全，让人民群众饮食安心放心，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三个加强”规范了
全省糕点食品生产主体加工行为。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加强生产主体责
任，要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严格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和标准规定，对辖区糕点食品生
产企业、小作坊进行监督检查，重点加强
对原辅料采购、生产过程控制、食品添加
剂使用和食品冷链储藏等关键环节的技术
指导、监督检查等，以食品生产者主体责
任的落实促进食品源头安全。加强监管部
门责任，尤其在重大节庆到来之际，要求
各级监管部门集中精力，以严要求对辖区
糕点生产企业、小作坊进行全覆盖监督检
查，确保群众度过欢乐祥和的节日。加强
精准靶向治理，要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采
取飞行检查、体系检查和随机检查等方
式，紧盯不合格食品处理及召回等制度落
实情况；严厉查处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
品添加剂、使用过期原料和回收食品原料
等食品生产违法行为，检查超保质期、回
收糕点处置的管理制度执行情况；加大
生产加工场所、设施设备情况及从业人
员的健康状况检查力度。以细之又细的
监管、严而又严的处罚，规范全省糕点
食品生产主体加工行为，确保糕点食品源
头质量安全。

店员不服从管理

殴打他人被拘留
本报讯（记者 施翔）店铺员工不服从
商场管理，并暴打商场管理人员，目
前，该店员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十日并
罚款 500 元。
8 月 31 日的早上，海湖新区某商场管
理人员隆女士和郭女士按照商场工作安排
逐个店铺下发文件，却在一家店铺内遇到
了问题。因为店铺业主不在，文件无法签
收，隆女士、郭女士与店员席某某三言两
语间发生了口角。席某某越吵越上头，将
文件摔到一边，并对隆女士、郭女士拳脚
相加，致使隆女士头部受伤，郭女士头
部、面部、耳部多处受伤。店内与附近商
铺的员工见此情景赶忙上前将席某某拉
开。隆女士当即拨打 110。
接到报警后，城西公安分局彭家寨派
出所出警队迅速赶赴现场，了解事情相关
情况后将席某某带回派出所内。经询问，
席某某对其殴打他人的违法事实供认不
讳，城西公安分局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四十三条之规定给予
席某某行政拘留十日并罚款 500 元的处罚。

光大银行率先成立数字金融部 力推数字化转型升级
近日，笔者从光大银行获悉,出于战
略考虑,该行已将原电子银行部更名升
级为数字金融部，更名升级文件已于 6
月初在全行内部发布。由此，该行成为
业界率先成立数字金融部的银行。
该行相关负责人介绍，升级后的数
字金融部为全行个人及企业数字金融业
务的统筹管理部门,致力于进一步落实
数字金融战略，推动全行数字化转型升
级，构建以敏捷和科技为主题的共享生
态圈。在职能上，数字金融部承担全行
数字化业务的统筹管理、数字金融业务
落地的平台建设及创新业务的试验田和
孵化地共三项角色。
经过多年的建设、发展，光大银行

数字金融在部分领域已经初步形成光
大特色与领先优势，包括秉持“开放”发
展理念，通过账户及存贷汇等各类综合
服务解决方案的开放输出与对外合作，
已初步构建形成较完整的开放银行体
系；孵化诞生“云缴费”
“ 云支付”
“ 随心
贷”等多个名品，积极践行普惠金融；以
手机银行为核心初步形成移动金融生
态链，提供“金融+生活”一站式便捷服
务；对公渠道平台化转型不断加速，行
业综合解决方案助力企业客户数字化
转型发展。
在业务模式上，光大银行数字金融
未来将坚持三大战略，一是数据驱动，
培育数据经营、数据分析、数据管理能

力，提升全员数据资产、数据服务、数据
创新意识，构建覆盖前中后台的数据驱
动业务逻辑；二是科技引领，对内培养
重视科技和创新的文化理念，发挥科技
创新实验室等基础平台的作用，加速产
品创新及区块链、5G 等新技术应用，打
造持续发展动力；三是开放服务，持续
推动金融产品的全面开放输出，通过与
各类企业平台合作，融入生态体系，构
建线上与线下整合、存贷汇业务整合、
消费互联网与产业互联网整合的开放
服务模式。
业界有关人士表示，
数字产业化与产
业数字化，
已经成为我国两大经济增长动
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将不断融合发

展，新旧发展动能将加快接续转换，新产
业新业态正在不断诞生深化。在这样的
时代浪潮推动下，
数字金融的诞生是历史
发展和市场趋势的必然选择。光大银行
数字金融部的更名升级，
正是该行顺应时
代发展，
聚焦
“敏捷、
科技、
生态”
三大战略
转型，全力推行全行数字化转型升级，打
造一流财富管理银行的重要布局。
未来，光大银行将进一步发挥自身
优势，找准金融服务重点，强化金融服务
功能，以移动金融生态链和开发银行体
系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大众生活，通过提
供开放、创新、高效、绿色的数字金融服
务，积极践行社会责任，推动数字经济发
展，
助力人民实现美好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