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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和青
海解放 70 周年献礼，集中展现近年来西宁市
创业孵化工作实绩，宣传创业孵化政策，定
于 2019 年 9 月 17 日-9 月 22 日举办以“激发
双创新活力 培育发展新动能”为主题的西
宁市创业孵化成果宣传周暨孵化资金签约
活动。

一、活动目的
以举办西宁市创业孵化成果展、孵化资金

签约、创业论坛等形式，展示我市近年来创业孵
化成果，以推进西宁“双创”升级版打造，推动创
新创业高质量发展。同时，充分发挥活动宣传
推介作用，多角度展现西宁创业孵化基地、创业
扶持政策、优秀孵化成果等创业孵化内容，以吸
引更多的创业创新资源、人才、项目汇聚西宁，
进一步推动全市创业创新。

二、主要活动内容
创业孵化成果展、孵化资金签约、创业论坛
三、活动组织
主办单位：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协办单位：城东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城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城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城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大通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湟中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湟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四、活动安排表（见右表）
五、活动咨询

咨询地址：西宁市城北区宁张路44号
联系电话：0971-6128486
E-mail：xiningcyk6128486@qq.com

西宁市创业孵化宣传周暨孵化资金签约活动安排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日期

9月17日

9月18日

9月19日

9月20日

9月21日

9月22日

时间
9：30-10：00
10：30-10：45
10：45-11：00
11：00-18：00

9：00-18：00

9：00-18：00

14：30-18：00

9：00-18：00

9：00-18：00

9：00-18：00

活动内容
新闻发布会
宣传周开幕式
孵化资金签约
创业孵化成果展
创业孵化成果展
创业政策宣传
创业孵化成果展

创业论坛

创业孵化成果展
创业政策解读
创业孵化成果展
创业孵化基地推介
创业孵化成果展
创业政策宣传

活动地点

唐道637国美电器门前

城西区文化艺术活动中心（力盟步行

街佳豪5楼）

唐道637国美电器门前

西宁市创业孵化成果宣传周暨孵化资金签约活动公告

本报讯 （记者 樊娅楠） 日前，记者从大通县
2019年秋季开学工作会上获悉，2019年该县高考上
线率为100%，重本率比去年提升0.2个百分点，达到
40.7%，全省理科状元花落大通，大通二中、朔山中
学共10名学子被清华北大录取。

今年以来，大通县不断加强党建引教工作，教
育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教学质量稳中有升，2019年
计划实施教育建设项目22项，截至目前，完成项目
固定资产投资 7056 万元；进一步推进师德师风建
设，加强教师培训，多层次开展各级各类培训，组
织县内及省外培训43期，培训教师2403人次，全面
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深入推进中小学德育综合改革8
项工作重点和10项具体措施，义务教育集团化办学
扎实开展；构建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全覆盖的资
助体系，实现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教育资助全覆
盖。委派77名优秀学子到北镇高中学习，与南京雨
花台区建立校长、教师协作机制；加强对各类办学
的督导检查，有力促进全县办学水平的提高。今
后，该县将继续坚持问题和目标导向，狠抓工作落
实，补齐工作短板，重点抓好8项工作，推动大通教
育发展再上新台阶。

今年大通高考上线率达100%

评定一家养老院好与不好，除了设
施条件之外，老人最关心的还是入住后
的服务和保障。当老人病了，难以动
身，连最基本的吃一口饭、洗一把脸这
样的动作都成了奢望的时候，能入住到
一家照顾细致入微、温馨安逸的养老院
才是老人最大的愿望。

今年 59 岁的王建兵老人便是如
此，突如其来的一场中风让他一下子
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身体不能动
弹，连说话都很困难，这让他的情绪
一落千丈。妻子忙于工作，加上儿女
不在身边，他的生活起居一下成了一
个大问题，病中的王建兵陷入了窘
境。后来经妻子通过多方打听后，来
到了位于大堡子的城北区和睦康养
园，看到康养园一流的医疗条件和护
理设备时，妻子悬着的心才放了下

来，第二天就将生病的老王送到了这
里，她希望丈夫能在这里得到最专业
的护理和照料。

刚开始，因为自己的病情，王建兵
每天的心情异常郁闷，脾气也很暴
躁，每天对照顾他的医护人员大发脾
气、拒不配合。老人这样烦躁不安，
医护人员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她们从
不计较老人的态度，每天依然笑脸相
迎，早晚都在照顾他洗漱穿衣、喂药
吃饭，还不时地推他到小花园里散
步、晒太阳……经过一段时间的照顾
和治疗，王建兵的态度慢慢好转了，
也不再闹脾气了，偶尔还会和来查房
的医生开玩笑。他说，康养园好不
好，只有生过病、受过悉心照顾的人
说了才算。

在康养园，护理人员柳青一边为

老人擦身体，一边笑着对记者说：
“在这里每一个老人都是‘老小
孩’，病了、累了、痛了自然会耍
脾气，我们的工作就是‘哄’他
们，时间久了，也就不再闹别扭
了，在这里过得便舒心快乐了。”

据了解，为给老人提供优质专
业的护理服务，城北区和睦康养园
专门派护理员去杭州总部进行培训
学习。护理员全部由专业护士长进
行统一管理，护士全部持“双证”
上岗，即民政部门培训合格的养老
护理员上岗证和护士职业证书。老
人一入住就实行“一人一评估、一
人一护理、一人一档案”的护理模
式，为每一位入住老人创建特色化
信息卡，细致全面了解老人的衣食
住行特点。

专业生活护理人员负责老人的
生活起居，如：助餐、助浴、穿衣、喂
药、如厕等，除基础生活护理服务外，
同时对失智失能老人进行积极康复干
预，医疗护理人员则针对入院老年人病
种杂、护理难度大的特点，开展预防性
的护理、心理护理与心理疏导，为老人
减轻病痛，提高生命质量，及时关注老
人的情绪变化，力求老人的晚年生活平
静愉悦。

地址：城北区大堡子拥军路17号
咨询电话：0971—8018899

15500772526
（实习记者 刘 蕊 摄影 黎晓刚）

本报讯（记者 张国静）中秋是我们中华民族重要
的传统佳节，为营造节日氛围，传递节日欢乐，温习传
统习俗，围绕“中秋”佳节内涵，连日来，在城西区各街
道、社区活动室、辖区广场上、机关单位里，除了欢乐
的歌舞外，还有传统月饼制作、慰问老年人、和睦邻里
等活动。

9月10日，昆仑路东社区举办“迎中秋·庆国庆”文
艺汇演暨“民族团结百家宴·乐享邻里好家风”主题活
动。活动期间，举办了文艺汇演、慰问行动等，并组织
辖区7家区域化党建联盟单位代表和100余名居民分
享各自的拿手佳肴，一场“百家宴”营造了团结互助、
文明和谐、邻里守望的社区氛围。9月10日，在富兴花
园党群服务站中，一场以“万家团圆庆中秋，情满富兴
感党恩”的中秋活动火热进行。一大早，社区就为居
民准备好了包饺子和蒸月饼的材料，居民们各显身
手，一场“月饼大赛”在居民的欢笑中进行着；西川南
路社区则借力“五级联动”党建联盟单位，为辖区弱势
群体开展了微心愿征集活动，共征集微心愿20个，并
为他们送上“微心愿”。9月11日，通海路街道文成路
社区开展了“民族团结邻里情·欢乐中秋情意浓”庆中
秋系列活动，结合了歌舞表演、慰问辖区特殊群体、趣
味小游戏、品尝月饼等环节，为辖区居民送上一场中
秋盛宴。连日来，兴海路街道以“中秋喜赏幸福花，共
享祖国发展果”为主题，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引导辖区
广大居民群众看街道发展变化，共享街道发展成果。

除了各街道、社区的丰富活动外，为丰富群团干
部的精神文化生活，“两节”来临之际，城西区群团服
务站、城西区总工会、共青团城西区委、城西区妇联组
织30余名群团干部开展了“情满中秋 喜迎国庆”烘焙
体验活动；9月11日，城西区残联联合惠孝园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举办了以“喜迎华诞七十年·真情送暖度中
秋”为主题的中秋联欢活动，联欢会所有节目全部由
辖区残疾群众、居民参与出演，精彩纷呈、高潮迭起的
文艺表演，赢得全体观众掌声连连。

本报讯（记者 悠然）9月5日，由
城中区委、区政府主办，区委统战
部、区委宣传部、区民宗局、区文旅
局承办，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和青海解放70周年 巩固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成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为主题的民族团结进步宣传
月正式启动。

近年来，城中区高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
真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工作方针政策，
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加

快经济社会发展，繁荣民族文化事
业，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
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
系。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谱写
加快建设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和新时代
幸福西宁中区篇章的道路上，全区各
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进
步，共建美好家园，各项事业得到了
全面发展。 据了解，城中区是一个
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并存、多文化交
融的中心城区。现今，区域内居住着
回、藏、满、土、蒙古、撒拉族等 29
个少数民族，共 3.42 万人，约占全区

总人口的10.9％，各民族和睦相处，同
时也沉淀了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

活动现场，不论是舞蹈 《民族团
结一家亲》 还是情景剧 《邻里之间》，
都体现了家庭和美、邻里和睦、生活
和谐，展现了各族人民共同建设新时
代幸福西宁的生动实践。

我们用心护理让老人不再焦虑
——城北区和睦康养园系列报道之四

中区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

和睦康养园和睦康养园

中华民族一家亲
同心共筑中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