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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得舟）记者从市教育
局获悉，全市教育系统积极响应市委市
政府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号召，按
照《西宁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升
人民群众健康水平行动方案》的相关要
求，大力开展保清洁、保健康、促创建、
促和谐活动，在校园掀起爱国卫生运动
热潮，进一步提升校园环境和师生健康
水平。

一是组织师生开展清洁大扫除活
动，保持每天一小扫、三天一大扫，重
点做好教室、宿舍、食堂、卫生间等重
点场所的清洁消毒和通风换气，加强
对空调等通风设施的维护清洗，持续
改善校园卫生环境。二是加强食堂
食品管理，持续落实师生错峰就餐、
分散就餐疫情防控要求，通过设置标
识牌或标示线划定师生出入、行走线
路，有效减少人员聚集。各学校更新

“除四害”装置，消除“四害”孳生地。
三是全市中小学校青年志愿者和少
先队员踊跃清洁社区绿化带，拣拾马
路周围垃圾，开展文明劝导。教育系
统各基层党支部配合联点社区对小
区楼院、楼道、排水沟、门背后等卫生
死角和老旧楼院“脏乱差”现象进行
整治。四是把疫情防控作为鲜活教
材，面向师生大力开展爱国主义教
育。同时及时解决中小学生遇到的
心理问题，促进学生健康快乐成长。

本报讯（记者王紫）省文化和旅游
厅日前组成 6 个专项调查小组，深入
全省县、乡、村实地走访调查各地“青
绣”种类分布、人员结构、代表性人
物、工坊、传习所、传承基地、合作社、
协会、企业设置情况，对全省“青绣”
发 展 现 状 等 进 行 了 进 一 步 深 入 调
研。此次“青绣”专项调查旨在深入
贯彻落实青绣“八个一工程”，科学有
序地促进青海民间传统刺绣的保护
传承发展。

通过此次调查，进一步摸清了“青
绣”家底，为“青绣”保护传承发展夯
实了基础，为推动“青绣”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客观、准确、详实的科学决策
依据。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全
省共有各级刺绣类非遗代表性传承
人 301 人，其中国家级 3 人，省级 41
人，市（州）级 102 人，县（区）级 155
人；刺绣经营单位 492 家，其中刺绣工
坊 183 家，合作社 29 家，协会 11 家，传
承基地 19 家，传习所 40 家，公司 121
家，其他经营场所 89 家；有土族盘绣、
河湟刺绣等 17 种刺绣类别，有盘绣、
平绣、垛绣、叠绣等 29 种绣法；全省刺
绣经营场所中长期从事刺绣人员约
34207 人，其中绣郎 1022 人，建档立卡
贫困户人口 978 人，残疾人 505 人；全
省季节性从事刺绣的从业人员近 30
万人次。

目前我省“青绣”保护传承发展
工作已呈现出相融互动，相得益彰的
良好局面，在促进我省文化旅游融合
发展、促进农牧民增收、脱贫攻坚及
乡村振兴战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

本报讯（记者 刘瑜）省人社厅充分发挥失
业保险金功能，强化对困难群众的兜底保障，
加快推动线上申领失业保险金，及时发放价
格临时补贴，确保符合条件的失业人员应发
尽发。

一季度，按照每人每月1530元的新标准向
3400 名失业人员发放失业保险金 1309.47 万
元；向正在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发放价格临时

补贴160.72万元，惠及8695人次；向137名失
业农民工发放一次性生活补助 126.98 万元。
在发放过程中，全省各级人社部门认真审核待
遇享受资格，充分借助信息化手段，推行“不见
面”服务方式，将补贴资金直接打入个人社会
保障卡中，让失业人员“零跑腿”，便捷享受国
家政策红利。

发放价格临时补贴是减轻物价上涨对困

难群众生活影响的一项保障机制。自2019年8
月启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
联动机制以来，已累计向正在领取失业保险金
人员发放价格临时补贴 305.66 万元，惠及
20231人次。同时，补贴标准由2019年8月的
每人100元上涨至2020年3月的每人222元，
确保了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水平不因疫情等因
素影响而降低。

玉树人眼中的西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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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校园掀起爱
国卫生运动热潮

我省充分发挥失业保险金兜底保障

《西宁晚报》的两份特刊，让记者和玉树
干部群众有说不完的话。

“西宁越来越美了！每次来感觉都不一
样。另外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这座城市风清
气正、精气神足，是一座非常包容的城市，我
们每次来西宁就像到了家一样。”这是记者听
到玉树人对西宁最多的评价。

西宁和玉树，相隔800多公里，但两地的
感情却非常深。10年前，地震发生后，西宁市
第一时间启动援建杂多县灾后重建工作。

在这次玉树抗震救灾十周年纪念活动
中，一份《西宁晚报》拉近了两座城市的距离，
也让两座城市市民之间有了更多的交流互
动。

西宁给你的印象怎样？
玉树人眼中的幸福西宁究竟啥模样？

幸福西宁幸福西宁““第三极看海洋第三极看海洋””

28 岁的桑增卓玛是玉树州邮政局的一
名干部，前些天，她带着 4 岁的儿子去了趟
西宁童梦乐园。和儿子看了海洋世界、玩
了漂流、感受了天方夜谭、坐了 108 米高的
青海之眼摩天轮后，她感慨道：“在高原城
市能享受到如此规模的游乐设施，情不自
禁要说西宁好！”

桑增卓玛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没想
到！没想到，全世界海拔最高的海洋馆在幸
福西宁！没想到身在高原也能看到海豚、大
白鲸、“美人鱼”，没想到，在幸福西宁就能和
海洋动物亲密接触。

玉树州第三完全小学的格登江措老师给
他所在班级的学生讲西宁的故事。“西宁有啥
啊？”有同学问道，西宁有大熊猫、有海豚、蜥
蜴、乌龟、环尾狐猴等好多动物，还有冰球
馆。“放假了一定要去省会西宁看大熊猫。”孩
子们欢呼雀跃。

“迪士尼乐园很远，但西宁童梦乐园很
近，谢谢西宁为我们牧区的孩子圆了梦想。”

西宁让我们有了家的感觉西宁让我们有了家的感觉

68岁的玉树市民多杰才扎一到冬天就和
家人在西宁度假。去年以来，多杰才扎发现
西宁的人行天桥都加装了无障碍电梯，这让
有肺心病的他激动了很久。

“最怕上下楼梯，一部电梯让人觉得西
宁是一座很温暖的城市。”多杰才扎告诉记
者，“西宁的每座人行过街天桥都加装了电
梯，让我们这些老年人来到西宁就感觉非
常方便，这是西宁独有的魅力，我去过很多
城市，我觉得西宁做得最好，为我们的西宁
点赞。”

温暖不仅仅来自一部电梯。“在西宁找公
厕特别方便，很干净，全免费。”

多杰才扎的女儿彭毛措说，她家住在西

宁市黄河路，以前一到冬天下点雪，人行道很
滑，父母亲不敢出门。这几年，人行道上铺设
了防滑垫，这让大家赞不绝口。“别看是个小
小的举措，这可是真正把老百姓装在了心里
啊。”彭毛措感慨道。

彭毛措说，今年3月，她到西宁市民中心
办理不动产业务。原本需要3个工作日才能
办完的业务，只用了不到10分钟的时间就办
好了。“环境特别好，服务非常好，效率还很
高，进一个大门，办好所有的事，西宁人能不
幸福吗？”

从市民中心出来，西北五省最大冰壶冰球
馆就在市民中心西侧，彭毛措和儿子驻足观望
了一会儿才离开。“因为疫情原因，冰壶冰球馆
关门了，等疫情过了，我们一定要去冰壶馆。”

“西宁让我们有了家的感觉，来到西宁不
想走！”多杰才扎说。

禁不住要给幸福西宁点个赞禁不住要给幸福西宁点个赞

“西宁近年来发展很快，尤其是这几年加
快建设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和新时代幸福西宁
给这座城市带来了巨变，每次到西宁都倍感
振奋和亲切。”玉树州的好几位领导这样说。

“今年疫情期间，我们一家人都在西宁，
还吃到了西宁市政府供应的平价蔬菜和肉
类，禁不住要给西宁点个赞！”玉树市干部智
扎才仁说。

家门口就是公园，一出门就是天然“氧
吧”。这对生活在海拔近4000米高原的玉树
人民来说非常羡慕。

“西宁越来越绿，天空越来越蓝，河水越
来越清，城市越来越美，从玉树来到西宁，感
觉到了南方的城市，西宁让我们心生向往！”

“从凤凰山路一路到海湖新区，花不了几
分钟，一路美景，现在的西宁真是一天一个样，
我们喜欢这样的西宁！”玉树市民宽卓本说。

宽卓本讲，从西宁晚报微信公众平台看
到园博园今年7月1日对外开放。“到时一定
带家人去转转这个大公园，饱饱眼福，吸吸氧
气！”

听到这些赞美，作为一名西宁市民，记者
也由衷感到自豪。

谁说不是呢？西宁市这些年的变化我们
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奋力推进“一优两高”，
加快建设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和新时代幸福西
宁，西宁各个方面都迈入了“快车道”，老百姓
的幸福感、自豪感、获得感、认同感、归宿感持
续提升。

现在的西宁城市基础设施日趋完善，城
市建设日新月异，让市民不断地感到西宁扩
大了、长高了、变绿了、更美了。“居有所住、学
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这是老百姓对
幸福的追求，也是西宁努力的方向所在。你
看，通过几年的发展，一座创业之城、和谐之
城、公园之城、生活之城、幸福之城正向我们
阔步走来。 （记者 张永黎）

黎晓刚 摄

新时代新时代 新玉树新玉树 新生活新生活

本报讯（记者 小言）4月18日，市委副书
记、市长张晓容赴湟中县多巴新城，调研督导
重点项目建设进展情况。他强调，要全面贯
彻落实全省重点项目工作座谈会精神，快马
加鞭，抢抓进度，与时间赛跑，向目标奋进，保
质保量全速推进工程建设步伐，拉开多巴新
城开发建设大场面，为湟中撤县设区夯实发
展基础，努力当好全市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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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剑锋，副市
长韩生才、陈红兵参加调研。

园博园施工现场，一台台大型机械往返
穿梭，400多位工人紧张忙碌，呈现出一派热
火朝天建设景象，全园上下正为今年7月一期
工程开园全力冲刺。张晓容一行登上主体已

基本完工的观景阁楼，俯瞰全园建设场景，之
后实地察看了解了庄廓院游览中心建设、老
砖厂修缮等情况。在详细听取园博园和西堡
生态森林公园建设进展情况汇报后，张晓容
对建设单位出实招、动真劲，积极推进工程建
设表示肯定。他说，园博园和西堡生态森林
公园是加快建设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和新时代
幸福西宁的示范性工程，相关地区和部门要
高度重视，明确职责，凝聚合力，加强联动，在
有序加快推进绿化任务的同时，积极完善配
套设施建设，确保水电路气等设施同步建设
完工、交付使用；要统筹谋划实施好园博园周
边山体生态修复和绿化美化，做到层次分明、
绿意盎然，为园博园添彩。张晓容强调，今年
7月园博园一期工程将要开放，建设部门要围
绕开园片区，制订计划，倒排工期，挂图作战，

保证重点区域建设快速推进，确保实现有条
不紊顺利开放，满足广大市民观光休闲需求。

之后，张晓容实地察看扎麻隆湿地公园、多
巴污水处理厂等项目推进情况，每到一处他都
详细了解工程进展，解决项目推进存在的问题
和困难。在扎麻隆湿地公园施工现场，张晓容
指出，扎麻隆湿地公园对于净化湟水河水质有
着重要作用，是我市“河湖清”建设行动的一项
重要工程，建设单位要抢时间、抢工期、抢进度，
努力克服解决用工用料、管线迁改等影响施工
进度的问题，确保尽早建成发挥效益。在多巴
污水处理厂建设工地，张晓容强调，要本着提高
标准、适度超前的原则推进项目建设，在保证质
量和施工安全的前提下，周密安排，强化调度，
尽量加快施工进度，力争污水处理厂早日运行，
为多巴生态宜居新城建设作出贡献。

张晓容赴多巴新城调研重点项目建设情况时强调

快马加鞭 抢抓进度 掀起开发建设热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