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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国静）5月27日，记者从青
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获悉，为进一步保护历史
文化遗存，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全省共划定了历
史文化街区4片，确定历史建筑83处。通过资源
普查、划定确定、平台填报、交叉验收、公布挂牌
等系列工作，一批富有地域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
和历史建筑得到有效保护。

今年，是全国历史文化街区划定和历史建
筑确定工作的收官之年。为保护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保留中华文化基
因，我省积极开展历史文化街区划定和历史建
筑确定工作。在湟源县的东至西大街和万安街
至丰盛街，是唐蕃古道与丝绸南线的途经之地，

整条街区以青砖、灰瓦、白墙、朱红柱廊等建筑
元素为主，再加上当地特色的排灯，形成了一条
历史文化氛围浓厚、地域特色凸显的文化街区，
素有“海藏咽喉”“茶马商都”“排灯之乡”的美
誉。在海晏县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旧址
的原子路街区，以爱国主义基地为主线，谱写了
一部艰苦创业、团结拼搏、扬国威、壮军威的“两
弹”研制史，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与此同时，平安区探索以工业建筑为题材，
将代表了青海省工业化进程的棉纺总厂作为历
史文化建筑保护项目。玛沁县果洛州乳品厂旧
址，“雪山牌牛肉干”代表了青海一代人的情怀；
玉树市玉树州行政中心、玉树州游客服务中心、

玉树州博物馆充分体现了抗震救灾、民族团结、
地域特征、建筑美学；循化县吉福祥故居雕梁画
栋、古朴精美、幽雅传统，极具当地特色。这些
历史文化街区和建筑都蕴含了我省特色的历
史、文化、民俗和建筑风格，彰显了当地城市特
色风貌，对提高城市品质具有重要意义。

下一步，我省将继续开展历史文化资源普
查，健全完善保护体系，加快推进公布挂牌和历史
建筑测绘建档。继续挖掘历史文化价值，探索
活化利用方法和途径，充分发挥历史文化街区
和历史建筑的文化展示及文化传承价值。同
时，加大专项督导力度，督促各地加快推进历
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利用工作。

我省划定了83处历史文化建筑

本报讯（记者 啸宇 摄影报道）在小区屋顶
建设集休闲健身为一体的小游园，你好奇吗？
近日，城东区文体旅游科技局首个以雪人为主
题的屋顶体育小游园——城东区韵城小区体
育小游园（10分钟健身圈）正式建成并投入使
用，吸引了大量小区和周边居民前去健身游
玩，成为群众健身休闲的好去处，也是小朋友
喜爱的小型游乐园。

滑滑梯、小型羽毛球场、乒乓球场、健身步
道……屋顶小游园健身设施配备挺齐全。屋
顶体育小游园充分利用闲置的屋顶空间建设
健身休闲设施，在有效扩大公共体育设施供给
的同时，大大提高了城市立体空间的使用率，
为城市空间利用和体育设施建设有机结合探
索出一条新的路径模式。

在这个屋顶小游园的游园一内有儿童游乐
健身圈、路径综合健身圈、趣味体测健身圈、羽
毛球运动健身圈、乒乓球运动健身圈、全民健身
步道六个“健身圈”，其中，健身步道宽1.2米，长
约145米，儿童游乐健身区面积338平方米，羽毛
球场两片，乒乓球桌3张。游园二内有四个“健
身圈”，为儿童游乐健身圈、羽毛球运动健身圈、
乒乓球运动健身圈和全民健身步道，健身步道
宽1.2米，长约110米。羽毛球场三片，乒乓球桌
3张，儿童游乐区面积约108平方米。

据悉，屋顶小游园主要是以体育运动为主
题，为提升城市形象和倡导市民健康生活方式
而建设的新型公园。以户外运动为主要活动
内容，体育场地设施为主要元素，满足不同人
群多层次运动需求。

本报讯（记者 小蕊）日前，省市
场监管局生物园分局集中开展预付
卡消费侵权行为专项整治，成功查
处一起利用格式条款排除消费者权
利的典型案件，有效震慑了消费侵
权违法行为。

根据日常检查和消费者投诉，
执法人员在深入走访并详细了解消
费者办理预付卡时所签订合同的基
本情况后，根据初步掌握的违法线
索，迅速成立专案组。经查，青海生
物科技产业园格威瑟健康咨询室在
为消费者办理会员卡时，以入会合
约格式条款的方式作出排除或限制
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
责任的规定。其行为违反《中华人
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侵
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的有
关规定。经过缜密调查取证，市场
监管部门依法对违法经营者下达行
政处罚决定书，予以行政处罚，并责
令当事人立即停止违法行为。

该案件的查处较好震慑了消费
侵权违法行为，进一步规范了园区
市场营商环境。下一步，生物园分
局将进一步提升市场主体诚信守法
意识，促进行业自律，努力打造诚实
守信、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推动园
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本报讯（记者 一丁 樊娅楠）记者 5 月
27日从青海机场公司获悉，随着旅游季节
的到来，为方便游客出行，6月3日，我省果
洛机场将开通直飞成都的航线。

据悉，将于6月3日开通的果洛至成都
航线由西藏航空执飞，去程航班号为
TV9869、返程为TV9870，每周一、周三、周
五、周日飞行，从果洛机场起飞时间为上午
11 点 45 分从果洛机场起飞、中午 13 点 40
分到达成都，从成都起飞时间为上午9点
05分从成都机场起飞、中午11点05分到达
果洛。

本报讯（实习记者 严进芳）日前，大通县
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丈夫酒后家暴妻子致妻
子轻伤案件，施暴的丈夫最终以故意杀人（未
遂）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

据了解，2019年11月15日凌晨,家住大通
县的被告人王某某酒后因家庭琐事对妻子沈
某某进行谩骂,后持刀对沈某某头面部刺戳,用

脚踹踢其腿部，因沈某某极力反抗,才免遭更大
的伤害。后经鉴定沈某某头面部、双手遭受钝
器砍切及右下肢遭受钝性外力作用,致右胫腓
骨骨折，头面部、双手软组织裂伤，右侧颧弓骨
折，右侧眼眶周围骨折,构成轻伤二级，大通县
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未遂）判处被告人王某
某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

西宁市在千方百计引进高层次人才的
同时，统筹抓好本土人才培养，注重激发本
土人才创造活力。在各行各业中，尤其是
在脱贫攻坚等重点领域，一批本土人才认
真履职，发挥作用，成为助力精准脱贫、推
动乡村振兴的好帮手。

促进绿色农业与现代化技术相融合促进绿色农业与现代化技术相融合

赵永德是湟中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
任，系第一批西宁市“引才聚才 555 计划”
培养二类人才。

他牵头推广绿色防控技术，由2万亩增
加到3.5万亩，使全县化肥和化学农药使用
量分别减少20.7%、20.1%。他在上新庄、鲁
沙尔镇指导建立万亩油菜生产基地各1个，
油料基地平均亩产从原来的190公斤提高
到209公斤。他指导新建马铃薯交易中心、
加工基地、深加工基地、淀粉加工和马铃薯
脱毒繁育中心各1个，新建农作物病虫疫情
综合性监测点6个、油菜籽榨油坊2个。他
带领团队重点推广油菜、蚕豆、玉米机械式
精量铺膜播种技术4500亩，覆膜油菜、蚕豆
平均产量分别达到221公斤/亩、319公斤/
亩，较全县平均产量分别增长7%、21%。

提升绿色食品质量标准提升绿色食品质量标准

何冰是西宁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
心研究员，系第一批西宁市“引才聚才555
计划”培养二类人才。

何冰带领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
蔬菜生产技术人员进行绿色农产品生产技
术研究示范。在湟源县胡萝卜示范基地，
通过4个新品种的引进、病虫害生态调控
技术、有机肥高效使用、节水灌溉等技术的
配套应用，示范基地胡萝卜亩产量从3125
公斤提高到4000公斤，产品达到绿色食品
标准。她带领团队完成的《绿色食品胡萝
卜生产技术》地方标准，在全省发布实施，
并申报发明专利。通过试验示范红根甜菜
（火焰参）绿色、高效生产技术，带动湟中县
田家寨7个合作社、7个村亩产达到3000至
5000公斤、亩产值提高3000余元。

带头探索优势种植模式带头探索优势种植模式

李生楷是西宁市种子站高级农艺师，
系第一批西宁市“引才聚才555计划”培养
二类人才。

李生楷以产品市场需求为导向，指导
引育荷兰豆、长寿仁豆、菜用蚕豆等优势品
种 12 个，在湟中县、湟源县建立试验示范
基地8处。他主持研发具有显著地域优势
的豆科蔬菜高效种植模式2种，示范推广
种植面积近1600亩，平均亩产值0.7万元，
比种植小麦、青稞、小油菜等常规农作物产
值提高 10 倍左右。他主持研发禾豆混播
全程机械化技术模式3种，示范推广2万余
亩, 平均每亩减少化肥用量3.3公斤，增加
豆类产品约60公斤，每亩增加经济效益约
130元。 （通讯员 易凯）

本报讯（记者 刘瑜）还未缴纳
2020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
人缴费的市民注意啦！为解决疫情
防控期间部分群众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未参保缴费的问题，根据省
医保局相关文件精神，我市2020年
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
工作延期至 5 月 31 日，距离参保缴
费截止日期仅剩几天，还未缴纳的
市民请及时缴费，逾期将无法享受
本年度医保待遇。

我市2020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参保缴费截止时间从2020年
3 月 31 日延长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
在此期间参保缴费的，自参保缴费
当日起正常享受医保待遇。各级医
疗保障部门、税务部门将优化经办
流程，积极创造条件为群众提供“不
见面”服务，减少人员聚集和非必要
接触，鼓励和引导群众通过商业银
行各电子缴费渠道或自助缴费渠道
缴费（委托银行代征地区，可通过银
行的微信公众号、网上银行、手机银
行“APP”以及各类自助缴费终端）等
方式实现线上缴费，进一步方便广
大群众参保缴费。

本报讯（记者 悠然）“立即启动西宁市城中
区抗震救灾IV级响应，通知城中区各部门、各
相关单位立刻赶赴泉尔湾村开展紧急救援！”5
月22日，随着城中区委副书记、区长吉辉下达
的“作战命令”，西宁市城中区地震灾害应急救
援演练正式开始。

据悉，此次演练由城中区人民政府主办，
城中区应急管理局承办，城中区减灾委员会
各成员单位协办，共计 300 余人参加了演练。
具体模拟发生强烈地震后，个别建筑坍塌，
部分区域供电、供水、道路、通讯中断的情况
下，城中区及时启动相应级别应急响应，各
相关专业队伍赶赴地震现场进行抗震救灾抢
险工作。模拟场景以地震现场自救互救、压
埋人员搜救、工程抢险、供电通讯抢通、医疗
救治及防疫、发放救灾物资、指挥调度等环

节为主，采用实景实物，真实展示灾后场景，
是对救援队伍的灾后处置能力和水平，以及
政府各部门在大战、大考中协调配合、发挥
作用的全面考验。

演练现场，消防救援车、120救护车、城管执
法车、交警执法车呼啸而至，无人机腾空而起。
应急、消防、卫健、自然资源、城管、公安等多部门
参演人员各司其职，生命检测仪等专业设备

“各显身手”，争分夺秒搜救被困人员，疏导受
灾群众。“此次地震应急演练是城中区近年来
在全区范围内开展的一次活动规模大、参与
人数多、模拟场景实、覆盖范围广的大型地震
应急演练，是对全区地震应急处置工作的一
次探索和尝试，是加强安全防范意识的一次
强化和提升，更是对城中区地震应急预案的
一次全面检验。”吉辉表示。

好奇！体育小游园建在屋顶上

中区地震应急演练中区地震应急演练““震撼震撼””来袭来袭

丈夫酒后家暴妻子被判刑丈夫酒后家暴妻子被判刑

即将即将截截止止！！

城乡居民城乡居民医保医保
参保缴费别错过参保缴费别错过

生物园区查处一起生物园区查处一起
格式合同侵权案件格式合同侵权案件

下月果洛可直飞成都下月果洛可直飞成都

本土本土人才人才
发挥积发挥积极牵引带动作用极牵引带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