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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月14日，就市民关心的返宁回宁人
员身份核验、车辆通行、隔离观察等热点问题，
记者采访了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处置工作指挥部
相关工作人员。

1. 关于“所有外地的回宁人员全部劝返不让
进门”“回家的不管是租住户还是常住户都不让
进”“海东收费站已经严防死守，外地身份证
（包括青海州县） 车辆一律劝返不给予放行”的
消息不准确。西宁市对除本市户籍以外人员，在
本市有房产或有固定居所的人和其他如开会、办
事、就医等正当需求的，一律在实行必要的核验
措施后，即可进入市区。

2. 关于“凡是持西宁市居民身份证，但是只
要出省的一律暂不允许回宁”的消息也不属实。
我们要求的是近期回宁的市民，特别是从武汉等
地区回来的，必须严格履行居家隔离和集中住宿
隔离等相关措施，目的是保护其本人和家人、亲
朋好友的健康安全。

3. 关于“去政府要求的宾馆进行隔离 14
天，隔离费用全部自理”的消息也不属实。我
们对在西宁既无房产和固定居所，也没有固定
工作和正当理由的，来宁具有盲目性和随意性
的，特别是一些从疫情比较严重的地区准备来
宁的，根据目前疫情防控实际需要，积极进行
劝返。对不听劝返执意来宁的，经过认真查验
甄别后，视情况需要进行集中居住隔离观察
的，由此产生的部分伙食、住宿等相关费用需
由个人承担。

市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处置工作指挥部

本报讯（记者 刘瑜）疫情期间，养老金会按时
发放吗？领取养老金的存折丢了怎么办？疫情期
间退休人员去世家属如何办理丧葬费、抚恤金？
今年退休的人员何时能领取养老金？还没有进行
养老金资格认证是否会停发养老金？2月14日，
市社保局就疫情期间退休人员关心的热点问题进
行了解答。

据介绍，养老金发放不受疫情影响，本月
20 日之前将按时足额发放到广大退休人员手
中；若领取养老金的存折丢失，疫情期间请电
话联系市社保局养老保险经办科，并拍照发送
银行卡和身份证，市社保局将为你更换新的发
放账号，不要着急排队补办，待疫情结束再办
理更换手续；疫情期间退休人员去世，家属可
致电市社保局养老保险经办科，线上为去世人
员办理养老金暂停业务即可，无需着急前往大
厅办理，待社会平均工资公布后，家属电话联
系并提供相应的资料办理；2020 年起已经办理
退休审批手续的人员，待社会平均工资公布后
进行待遇计算，并按月发放养老金；还没有进
行养老金资格认证的退休人员，疫情期间，根
据省人社厅相关文件精神，对于领取待遇人员
未按期办理资格认证的，不暂停待遇发放。

如您对养老金领取有疑问，请致电西宁市社
保局养老保险经办科咨询。电话：0971-6161504；
0971-6163655。

本报讯（记者 得舟）按照市疫情防控处置工
作指挥部的统一安排部署，团市委联合4家心理
咨询专业机构及志愿者共同开展疫情防控心理援
助线上志愿服务行动，为疫情防控期间不同人群
提供心理支持、疏导和危机干预等，截至目前，已
在线服务市民群众613名。

据悉，团市委先期特邀专家教授为4家心理
咨询专业机构开展了线上指导培训，建立疫情防
控心理援助联盟微信群1个，各专业机构联合各
县区建立心理援助志愿者微信群7个，初步筛选
和培训133名首批心理咨询志愿者开展线上咨询
服务。与此同时，在团省委统一招募的疫情防控
志愿者中挑选有心理咨询专业资质志愿者51名、
具备心理学知识的志愿者176名组建疫情防控心
理援助志愿者队伍，按属地化模式在各县区就近
就便开展线上心理援助服务。另外组建由14人
组成的心理咨询师队伍，通过热线24小时为市民
提供心理咨询援助服务。

本报讯（记者王紫）2 月 13
日，我省赴湖北医疗队在武汉市
新洲区人民医院和新洲区中医
院开展医疗救治工作，医疗组当
日救治患者 141 例，其中轻型病
例112例、普通型病例4例、重型
病例 17 例、危重型病例 6 例、疑
似病例2例。当日出院1例，死亡
0 例。护理组护理住院患者 141
人。新洲区中医院成功治愈 1 例
患者，出院后由所在社区管理。

我省赴湖北护理队在武汉市

洪山体育馆方舱医院开展护理
工作，当日护理病例159例，治愈
出院1例。体温检测538次，血氧
饱和度检测156次，测量血压16
次，测量血糖10次。

当天，我省医疗队和护理队
接到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慰
问信，全体医护人员备受鼓舞，
纷纷表示感谢省委省政府和青
海省各族人民的关心和挂念，决
心不辱使命、战斗到底、平安凯
旋。

我省护理队在武汉方我省护理队在武汉方舱医院舱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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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旗下，他们凝聚起强大合力
（上接A03版）城中区仓门街街道党工委书记杨亚琴为
一线同志协调防护物资、开展走访入户、排查登记，频
繁的奔波使她类风湿性关节炎发作，同事劝她歇一
歇，她说：“这种时候只有我站在岗位上，辖区群众才
能安心待在家”。城北区马坊街道马坊村党支部书记张
宏林平均每天工作超过17个小时，在他的带动下，妻
子成了每天为村口 24 小时值守点做饭的“炊事班
长”，女儿成了各类电子表格填写登记的编外“战
士”，用实际行动绘制了一幅“全家上阵战‘疫’线”
的美丽画卷。

奋战一线，基层堡垒筑起“红色地标”
疫情发生后，市委组织部第一时间印发《关于在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
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通知》，向全市基层
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发出号召，全市各行业、各系
统党组织也迅速行动，立足岗位、发挥作用，科学有
序推进防控工作。

市第二人民医院党委启动“红色动员令”，在感
染性疾病科和发热门诊火线成立了抗击“新冠”病
毒临时党支部，始终坚守在自己的阵地上，用实际
行动践行共产党人的使命和担当，为医护人员树立
了鲜活的榜样。城东区“夏都枢纽”党建联盟对火
车站区域疫情防控工作进行科学研判，制定实施方
案，11 个成员单位发挥自身职能优势，齐心协力守
护西宁的城市窗口。城西区充分发挥城市基层党建

“微综合体”作用，以 121 个小区党支部为骨干，有
序开展各项工作，在 389 个居民小区中筑牢了安全
屏障。

众志成城，广大党员夯实“前沿阵地”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全市共组建火线临时党支部

106个、党员突击队875个、党员志愿服务队1708个，
设立党员先锋岗 4381 个，划分党员责任区 6350 个，
40825名党员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在疫情斗争中接受考
验，有力有序推进疫情防控工作。

大通县逊让乡党委以自然村为单位划分责任区，
组织301名党员建立13支“党员志愿服务队”、14个党
员先锋岗，引导党员在急难险重中践行初心与使命。
湟中县鲁沙尔镇党委对辖区58个“三无楼院”进行科学
划分，组建90人的管控力量，实现了防疫工作全覆盖、
群众安危有守护。 （记者 一丁）

本报讯（记者 得舟）记者2月14日从
省总工会获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我省广大医务人员成了用生命守护生命
的最美逆行者，坚守防控一线的广大职工
扛起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的责任与担当。2
月13日，省总工会及时出台十项举措，为
疫情防控一线职工再送关爱。

【举措一】建立援鄂医务人员慰问机
制。对所有援鄂医务人员、救援队员即时
开展关爱活动，按人均2000元的标准发放
慰问金，赴鄂一批、慰问一批，及时传递党
和政府的关怀温暖，当好职工的知心人、
贴心人、“娘家人”。【举措二】开展援鄂医
务人员疗休养活动。疫情结束后，比照省
部级劳模疗休养标准，由援鄂医务人员和
救援队员、省内疫情防控定点医院专家自
愿选择三亚、厦门、桂林等疗休养基地，年
内开展为期 15 天的疗休养活动，缓解压
力、修养身心。【举措三】实施援鄂医务人
员医疗互保行动。将援鄂医务人员及其
配偶纳入青海省职工医疗互助保障计划，
尚未缴纳2020年度互保金的，由省总工会

协调统一缴费，享受同等医疗互保补助待
遇。【举措四】关心援鄂医务人员家属身心
健康。安排援鄂医务人员家属在省康复
医院免费综合体检，做到随到随检、热情
服务、专家解答、年内有效。及时了解掌
握援鄂医务人员家属诉求，尽心竭力帮助
他们解决工作、学习、生活等方面的困难
问题。【举措五】关爱疫情防控基层一线职
工。各级工会组织对坚守疫情防控一线
的医务人员、公安干警、基层干部积极开
展慰问活动，采购口罩、消毒液等防护用
品，及时送到交通枢纽、疫情防控检测点、
物流运输等一线干部职工手中。对表现
突出的人员安排参加疗休养活动。【举措
六】加强职工服务活动阵地建设。将疫情
防控定点医院及市州疾控中心纳入 2020
年度职工书屋、劳模（职工）创新工作室、
女职工温馨小屋重点建设范围，给予专项
经费支持。【举措七】大力宣传疫情防控先
进典型。在省总工会门户网站、《青海工
运》开辟疫情防控专栏，借助《工人日报》
和省垣媒体，大力宣传全省疫情防控工作

特别是一线医务人员的先进事迹，弘扬劳
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和新青海精
神。【举措八】加大评先选优倾斜力度。在
推荐评选青海省“五一”劳动奖状奖章、职
工职业道德建设“双十佳”、“五一”巾帼标
兵，开展青海高原“工人先锋号”、青海高
原工匠创建选树活动时，对疫情防控一线
医疗单位和医务人员优先考虑加分推荐，
给予重点倾斜。【举措九】持续加大专项经
费支持。省总工会努力克服“三期叠加”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工会经费拮据的困
难，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大局意识，
在前期支持的基础上追加疫情防控专项
经费300万元，持续助力基层疫情防控工
作，关心关爱疫情防控一线职工。【举措
十】积极精准推进服务指导。及时了解掌
握广大职工投身疫情防控工作动态，因势
分类据时精准开展服务指导，落实落细关
心关爱疫情防控一线医护人员、公安干
警、社区干部、志愿者的劳动保护、补贴津
贴等政策措施，激励引导广大干部职工在
疫情防控工作中建功立业。

本报讯（记者 芳旭 通讯员 王宏霞）2
月13日，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组织专项检
查组对±800千伏青海—河南特高压工程
（青海段）2标段复工条件及疫情防控情况
进行专项检查，督导工程各参建方推进落
实“五项复工+疫情管控”具体要求，为工
程顺利复工做好充分准备。

±800千伏青海—河南特高压直流输
电工程是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在建重点工
程之一。该工程起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

治州海南换流站，止于河南省驻马店市驻
马店换流站，线路途经青海、甘肃、陕西、
河南四省，输电距离1587公里，总投资约
226亿元，计划今年建成投运。其中，青海
段线路全长231公里。

2月7日，国家电网公司出台应对疫情
影响全面恢复建设助推企业复工复产十
二项举措。国网青海电力第一时间以视
频会议、网络会议等形式，将相关部署和
要求贯彻到各施工项目部和县公司，落实

工程复工人员进场、交通、物资运输等相
关事宜，加快推进复工申报流程，落实建
设手续。对复工现场疫情防控条件和安
全生产条件开展自查，确保复工工程在做好
疫情防控的同时，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可控。

针对青海—河南工程（青海段）施工，
提前预控、严格排查，全面做好现场留守人
员、拟进场人员信息登记和工程管控，并针
对复工后可能出现的病例救治及感染预防
制定了预案，确保复工期间疫情可控。

回应相关不实信息
十项举措为疫情防控一线职工送关爱

我省加快特高压重点工程复工准备

2月14日，商户在位于西宁市的青藏高原农副产品集散中心拣选
白菜。

连日来，位于青海省西宁市的青藏高原农副产品集散中心各类农
副产品供应充足。据了解，从1月24日至2月12日，青海省重点农产
品批发企业累计调运蔬菜23000吨，全力保障生活必需品的有效供应，
保证疫情防控期间居民日常需求。 新华社记者吴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