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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瑞欣）日前，记者从市林
业和草原局获悉，今年我市将继续以构筑

“一芯二屏三廊道”城市新型生态格局为目
标，继续实施城区园林绿化增绿量提品质行
动，力争实现森林覆盖率 36%，建成区绿化
覆盖率 40.5%，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 13 平
方米。

记者了解到，2019年我市围绕公园城市
建设、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建设，突出国土绿
化、资源保护、产业发展、体制改革等重
点，完成市域森林覆盖率 35.1%，草原植被
综 合 覆 盖 度 60.06% ， 建 成 区 绿 化 覆 盖 率
40.5%，人均公园绿地已经达到 12.5 平方
米。全年共完成国土绿化任务 69.75 万亩，
在国土绿化提速三年行动中累计完成造林
183 万亩。全年新增园林绿地面积 1246 亩，
启动 17 个公园游园建设，建成开
放湟流春涨园、劳动路游园等 10
个公园游园。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十三五”收官之年，也是我市绿

色发展样板城市基本建成之年，我市将坚持
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继续实施城区园林
绿化增绿量提品质行动。通过开展森林精准
抚育、低效林改造等项目，争取营造林40万
亩。开展南山绿化区 16 万亩森林管护工作，
实施7万亩造林补贴及8万亩森林抚育。计划
新建长青园 （二期） 南川公园等 3 个公园游
园，续建火烧沟碧山公园等 6 个公园游园。
完成10 处街头绿地 （口袋公园）、10 条道路
绿地新改建，开展20个老旧楼院及单位庭院
景观提升改造。同时，我市将充分发挥森林
资源的独特优势，积极打造具有地方特色、
有影响力的生态经济林、中藏药材、生态旅
游等林业产业示范基地，为打造具有公园城
市形态、美丽城市风范、幸福城市品质的现
代高原美丽幸福“大西宁”作出贡献。

广大的市民朋友们：
小康梦将圆，文明城又春。庚子鼠

年春节将至，为进一步巩固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成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树立新时代新
风尚，共同度过一个平安幸福、文明祥和
的春节。值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西宁
市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给全市人
民拜个早年，特向广大市民发出如下倡
议：

过一个平安喜乐的春节。支持拥护
市政府烟花爆竹燃放规定，不在禁限放
区域和时段内燃放烟花爆竹，加强对子
女的教育、管理和监护，做文明守法的
好公民；增强安全意识，出行遵守交通
规则，注意家庭用水、用电、用气安全，
做好安全防范，让我们的城市生活更加
安全。

过一个文明有序的春节。自觉爱
护公共设施和市容环境，不携犬进入绿
地草坪，公共场所；牵好犬链，管好犬
只，主动清理宠物粪便；不随地吐痰、便
溺；不乱扔烟头、纸屑、口香糖等废弃

物；不乱堆、乱放、乱倒、乱烧垃圾；不乱
泼、乱倒污水；不向门外、窗外、车外抛
撒垃圾；不乱设摊点，不占道经营，不超
出店外摆卖物品，自觉履行“门前六包”
责任，让我们的城市环境更加美丽。

过一个崇尚新风的春节。积极倡
导文明、安全、节俭的祭奠方式，自觉维
护指定祭奠场所的公共秩序和卫生。
不在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焚烧
纸钱、冥币，采取鲜花祭奠、网上祭奠、
种植纪念树等方式来寄托对已故亲人
的哀思，让我们的人文环境更加和谐。

过一个绿色环保的春节。倡导绿
色生活方式，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减少
垃圾产生量；少用一次性木筷、纸杯、塑
料袋等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厉行
勤俭节约，倡导理性消费，争当“光盘
族”，杜绝舌尖上的浪费；尽量选择低碳
出行方式，让西宁的天更蓝、水更清。

新年新气象，新春新风尚，市民朋
友们，让我们携起手来，讲文明、树新
风，爱护公物、保护环境，共同建设绿色
发展样板城市和新时代幸福西宁！

本报讯（记者 小蕊）春节临近，近日，记
者从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为了确保
大家舌尖上的安全，让大家吃得放心喝得
安心，我省节前市场监管工作正在有条不
紊地进行中，确保群众过一个安全年。

小作坊大检查
为加强白酒质量安全监管，有效防范

和遏制制售假冒伪劣等违法犯罪行为，保
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日前，我
省组织开展白酒质量安全监管集中整治。

此次集中整治对企业、小作坊食品安
全主体责任落实情况进行全面核查，重点
核查白酒生产企业投料、制曲、发酵、蒸馏、
贮存、产品调配、灌装等生产过程，对白酒
生产小作坊只能生产固态法白酒，严禁外
购原酒或食用酒精生产白酒进行重点检
查，督促企业、小作坊全面落实食品安全主
体责任，严格依照法律法规、食品安全标准
和生产许可条件组织生产。

同时，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白酒黑
窝点、黑作坊和销售不符合规定的散装白

酒经营单位及“两超一非”的违法违规行
为，从源头保障白酒质量安全，促进白酒行
业持续健康发展，维护节日期间白酒市场
稳定。

特殊食品专项检查
针对特殊食品重点品种进行为期10天

的专项检查工作。检查组随机抽取特殊食
品生产经营主体20家为检查对象，其中保
健食品生产企业6家，保健食品、婴幼儿配
方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经营主体
14家。重点对特殊食品生产、批发（连锁）、
母婴店进行检查，以消费量大、关注度高、
风险程度高的品种为重点品种，检查中强
化制度要求，确保特殊食品生产企业按照
要求组织生产，确保特殊食品经营者产品
来源正规、渠道可靠。严格规范保健食品
标签说明书内容，推进《保健食品标注警示
用语指南》落到实处。检查中发现有的商
家存在特殊食品区域设置和警示语不规
范、产品混放、超范围经营等问题，目前已
责令相关单位立即整改。

本报讯（记者 施翔）1 月 19 日，记者从
燃气、供电、供水等部门获悉，截至目前，红
十字公交站地面坍塌突发事件区域水电气
已全面恢复正常。

据西宁中油燃气公司生产调度中心主
任高海林介绍，事件发生后，西宁中油燃气
公司第一时间组织相关人员进入事发现场
排查所有燃气管道安全隐患，由于事发地
周围涉及医院、居民区以及其他单位，燃气
公司在截断主管道后，立即启动了救援区
域临时供气预案，并针对红十字医院采用
点对点式供气，确保医院正常运行。18 日
8 时 30 分许，燃气公司已将燃气主管道以
及周边支管道全面抢修完毕，经检查，已具
备通气条件。为确保安全，市“1·13”突发
事件应急指挥部再次对所有管道进行排
查，19 日，按照市“1·13”突发事件应急指
挥部的统一安排部署，南大街区域全部恢
复通气，周边楼院锅炉与住户取暖也完成
保压送气工作。

据供水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事件发生
后，供水部门第一时间组织相关人员赶赴现

场，成立了工程队、抢修队等小组，在保证红
十字医院正常用水的前提下，迅速关停其他
水源，确保救援顺利展开。同时，启动应急
送水预案，于每日 10 时至 13 时，16 时至 19
时，5辆送水车分赴农建巷、体育巷、青唐遗
址公园、石油花园4个地点集中送水。供水
部门工作人员反复修改优化抢修方案，准备
随时进入抢修。18日16时许，事发区域以
及周边主管道已全部抢修完毕，并逐步恢复
供水，19日零时许，事件区域最后一户住户
家恢复通水，至此，事发区域已全面恢复供
水。

国网西宁供电公司城中供电中心副主
任窦巍告诉记者，事件发生后，供电部门立
即启用应急预案，安排人员到现场进行排
查，及时成立现场抢修指挥小组，制定抢修
方案，架起临时电缆，确保附近的居民、单位
得到用电保障。14日19时50分许，事发区
域全部恢复临时供电。18日10时许，事发
区域供电通道抢修完毕，并完成敷设电缆、
制作电缆中间接头等工作，19 日 6 时 6 分，
事发区域及周边供电全面恢复正常。

增绿量提品质今年我市再添色

国家开放大学（青海）青海广播电视大学
2020年春季理工学院招生简章

招生对象
本科：具有国民教育系列高等专科（含专科）以

上学历的社会青年和在职人员，持毕业证、身份证，
均可报名免试入学（免成人高考）。

专科：具有高中、职高、中专、技校以上学历的社
会青年和在职人员，持毕业证、身份证，均可免试报
名入学（免成人高考）。

毕业证由教育部电子注册，国家承认学历，可在
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www.chsi.com.cn）查询。

报名时间：2019 年 11 月 5 日至 2020 年 3 月 10
日。（名额有限、报满即止）

咨询电话：6368258 、6365538(招生大厅)
报名地址: 西宁市五四西路 7 号青海广播电

视大学学生服务大厅。可乘：6、9、16、37、58、

69、82、104、503、9001 路公交车至杨家寨站下车
即到。

开放教育报名提交资料：持本人二代身份证、毕
业证原件和复印件（将身份证和毕业证复印在一张
A4纸上）；近期1寸蓝底免冠证件照4张，并带该证
件照数码版，报名费：50元。

网络教育报名提交资料：持本人二代身份证、毕
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各1份（A4纸），近期小2寸蓝
底免冠证件照同版2张。电子版扫描件：（身份证、
毕业证、蓝底小二寸照片），本科报名还需提交中国
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查询的“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证
书查询结果”电子版扫描件，扫描件尺寸（像素）：宽
480×高640，文件大小：≥30KB 且≤60KB，文件格
式：jpg ，报名费：根据各高校规定收缴。

网络教育招生专业

层
次

本

科

专 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机械制造过程及其

自动化方向）

护理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机电一体化方向）

园艺

总学费
(元)

7050

6300

层
次

专

科

专 业

计算机网络技术（网络管
理方向）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数字媒体设计与制作

电子商务

园艺技术(都市园艺方向)

总学费
(元)

5880

5250

层次

助
力
计
划
专
科

专 业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应用化工技术
采矿工程

光伏发电技术与应用（光伏材料
与器件方向）

焊接技术及自动化
机电一体化技术

电气自动化技术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总学费
(元)

5880

联办院校

大连理工大学
网络教育教育学院

四川大学
网络教育教育学院

吉林大学
继续教育学院
东北大学

网络教育教育学院
中国石油
大学(北京)

远程教育学院

本科专业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水利水电工程、土木工程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起重机械方向）、土木工程(道桥方向)、
物流管理、船舶与海洋工程、公共事业管理

工程管理、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国民经济管理 旅游管理 市场营销

药学、人力资源管理 汽车服务工程
机械工程、通信工程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冶金工程、安全工程
采矿工程、资源勘查工程 能源与动力工程

石油工程、财务管理 地质工程、油气储运工程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英语 海洋油气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

总学费
（元）

6480

5600

6000

5600

8000

专科专业

机电一体化技术
计算机网络技术

高起本专业(5年制)
土木工程

总学费
（元）

5600

10500

开放教育招生专业

红十字公交站地面坍塌突发事件区域
水电气全面恢复正常

本报讯（记者 王琼）2020 年春节即将来
临，为深入贯彻《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推动我
市全民健身活动蓬勃开展，丰富全市人民群
众的节日文体生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
式，西宁市体育局组织市属和部分社会体育
场馆，在春节期间向市民推出“我们的节日·
体育过大年”活动，届时将有12个体育场馆、
18个体育健身项目免费向市民开放，以此营
造喜庆、欢乐、祥和、健康的节日氛围。

据了解，免费向市民开放的体育场馆有：
西宁市体育场馆管理服务中心负责的体育
馆、体育场、中心篮球广场及羽毛球馆；青海
省全民健身中心内的室外笼式足球场和室外

篮球场；青海体育中心内的气膜馆、乒乓球
馆、室外篮球场、足球场和游泳馆；湟源县体
育场；大通全民健身中心；湟中县全民健身中
心；西宁体育公园内的篮球场、网球场、排球
场、五人制笼式足球场、门球场、健身房、台球
厅、乒乓球厅；市民中心体育文化馆的冰壶
馆。

此外，花羽羽毛球馆、中海泰诺游泳健身
中心、西宁市城西区拓普蕾运动俱乐部、梦想
健身也提供了免费体育健身项目。从1月24
日至30日，我市12个体育场馆按照各自特点
安排免费开放时间段和18个免费体育健身项
目。

2020年文明过春节倡议书

西宁市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1月17日

春节将至春节将至 专项大检查确保百姓吃得安全专项大检查确保百姓吃得安全

春节我市春节我市1212个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个体育场馆免费开放

加快建设绿色发展样板加快建设绿色发展样板
城市和新时代幸福西宁城市和新时代幸福西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