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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国静）1月22日，彭家寨
镇火西村、张家湾村村民委员会顺利完成换
届选举，村民参选率均达到94%以上，全部
一次选举成功，标志着城西区村（居）民委员
会换届选举首战告捷。

自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启动
以来，城西区始终坚持党对换届选举工作
的全面领导，组织、民政部门密切配合，紧
紧围绕“三优三强三过硬”目标，做到安排
部署靠前、调研兜底靠前、实操演练靠前，
持续压实工作责任，摸清村情民意，严格选
举程序，为全区村（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
打下坚实基础。

安排部署靠前，层层传导压力。区委牵
头抓总，多次组织召开全区村（社区）“两委”
换届选举工作指导小组会议及碰头会，对村
（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进行全面安排
部署，集中研判换届选举中的矛盾和焦点问
题，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村（居）民委员
会换届选举有序推进。指导各村（社区）因
地制宜，结合选情科学制定应急预案、信访
预案、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做到防患未然、风
险可控。严格按照“三审”程序，对推选出的
466名初步候选人人选完成资格审查，广泛

听取党员群众意见建议，确保选出忠诚尽
责、堪当重任的好班子。

调研兜底靠前，步步落实责任。认真落
实区、镇（街道）领导联点制度，全区3个督
导组、12名县级领导和各镇（街道）联点干部
全程参与、指导12个联点村和31个社区换
届选举工作，形成了领导分包、各级分管、上
下联动的工作格局。各村（社区）按照走访
入户率不得低于80%的要求，广泛开展实地
走访摸排，准确掌握选民选举意愿，做到“四
个讲清楚”，及时查摆影响选举的苗头性倾
向性问题，利用谈心谈话、宣传引导、警示教
育等方式，把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

实操演练靠前，环环紧密衔接。组织开
展多轮业务骨干培训，梳理细化换届程序步
骤，强调换届纪律要求，督促各级业务骨干
认真研读换届选举有关法规和文件，准确把
握相关要求，提高实际工作能力。指导各村
（社区）严格按照《选举办法》和疫情防控要
求，开展村（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模拟演
练，现场解答具体操作中面临的问题以及处
置措施，做到规定步骤一个不漏、规定程序
一个不减，确保村（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操
作无误，疫情防控科学严密。

西区村委会换届选举首战告捷

民法典应知应会（十七）
●中共青海省委全面依法治省

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
●青海省司法厅

128.经判决不准离婚后，分居又满一年再次提
出离婚，应当怎么判？

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

满一年， 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

离婚。

129.军婚可以单方面申请离婚吗？
不能。现役军人的配偶要求离婚，应当征得军

人同意，但是军人一方有重大过错的除外。

130.女方在怀孕期间男方可以离婚吗？
不可以。女方在怀孕期间、分娩后一年内或者

终止妊娠后六个月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但是，

女方提出离婚或者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受理男方

离婚请求的除外。

131.离婚时，一方隐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怎
么办？

夫妻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

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

财产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该方可以

少分或者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对方有上述行

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

妻共同财产。

132.离婚后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吗？
有。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者母，有探望子女

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

133.小明今年十岁，爸妈正在闹离婚，小明能
自己选择跟谁吗？

可以。子女已满八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

愿。

134.收养应当遵循什么原则？
最有利于被收养人的原则，保障被收养人和收

养人的合法权益。

135.被收养人的范围包括哪些？
下列未成年人，可以被收养：（1）丧失父母的

孤儿；（2）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3）生父

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

136.送养人包括哪些？
（1） 孤儿的监护人；（2） 儿童福利机构；（3）

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的生父母。

为切实做好冬春季火灾防控工作，坚决
预防和遏制火灾事故发生，确保国网西宁供电
公司消防安全形势平稳，该公司自2020年11
月至2021年3月31日，结合安全生产实际，以

“三强化、一防范”既强化消防隐患排查整治、
强化消防安全基础管理、强化消防应急处置能
力，全力防范火灾事故发生为主题，围绕12个
方面集中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治理，防范火灾事
故的发生，全面加强冬春季火灾防控工作。

针对冬季火灾事故多易发生的特点，此
次行动聚焦重要场所、重要设备和重大活动，
全面加强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实施系统
治理、源头治理、精准治理，持续夯实公司消
防安全管理基础，不断健全火灾防控长效工
作机制。为进一步压紧压实消防安全责任，
深入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该公
司高度重视，成立以主要班子成员领导的冬
春火灾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专门负责冬春火
灾防控工作的组织实施及督导检查。

此次火灾防控工作分四个阶段进行。各

单位分层级、分专业组织开展火灾隐患排查
治理，加大消防安全检查和宣传教育力度，聚
焦重要场所、重要节点、重要环节，针对性开
展消防专项整治，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各项责
任措施落实。在全面排查基础上，还将进一
步加强工作全过程督导，重点检查所属单位
工作开展情况及成效，深入分析研究薄弱环
节和突出问题，提出改进措施。同时提出要
在深入自查、集中整治的基础上，总结工作成
效，分析存在问题，提出改进措施，抓好闭环
管理，形成长效机制，进一步提升公司消防安
全管理水平。

据了解，此次冬春季火灾防控工作围绕
“三强化、一防范”，以加强消防安全检查、深
化电气火灾综合治理、加强森林火险防控、开
展发电厂（站）、电工制造等场所消防安全整
治、完善消防安全应急机制等12项内容开展
具体工作，从火灾隐患排查、积极宣传火灾防
范意识到提升消防应急水平，全力做好冬春
季火灾防范工作。

国网西宁供电公司全力开展冬春季火灾防控工作

我市日
光节能温室
油菜、香菇
等蔬菜的种
植，形成了
反季节产业
优势，鼓起
了农民“钱
袋子”，丰富
了市民“饭
桌子”。图
为城北区政
协领导视察
巴浪村及碧
合生态农业
基地等蔬菜
种植情况。

北向 摄

年关将至，北川大地早已寒风凛冽。一
大早，天还未亮透彻，韩玉清便已开始忙碌
起来，挤奶、喂牛、清扫牛圈……一系列动作
行云流水，十分娴熟。

“赶上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提前脱了贫，
现在的日子每天都像过年！”韩玉清掰着手
指跟记者算起脱贫账，这些年靠养牛卖牛，
以及儿子、儿媳在外打工赚的钱，家里盖起
了二层小楼，装上了暖气，配好了家电，日子
过得一年比一年好。

养牛致富养牛致富，，日子舒坦呢日子舒坦呢
“光去年我们家养牛的收入就有 6 万

元。看到没，
那头奶牛再
有二十多天，
就要下牛犊
了，到时每天
又可以多产好多牛奶，等到养大以后，还可
以卖钱。趁这两年牛价高，我打算再多养几
头，继续扩大规模。”韩玉清指着眼前吃得正
香的奶牛，和记者唠起了自己的“养牛致富
经”。

“过去种地打工收入可没有这么多。”
今年 51 岁的韩玉清是大通县新庄镇硖门
村有名的女汉子，由于丈夫去世的早，
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了她一个人身上，
住在摇摇欲坠的老房子，指着几亩薄田
维持生计，过得十分艰辛。2015 年，韩
玉清家被认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驻村
扶贫工作队一遍遍往她家跑，帮她找致
贫原因、想脱贫法子。驻村扶贫干部不仅
帮她购买 2 头奶牛和饲料，还联系养殖专
家面对面讲经验。

对养牛技术一无所知的她，从头学起，
没事与畜牧技术人员聊天，谈技术、解难
题。几个月下来，1头肉牛顺利出栏，近万元

的纯收入更加坚定韩玉清的养殖信心。
申请“530”贷款，扩大养殖规模，引进母

牛自繁自育……为顺应市场需求，韩玉清不
断转变思想，养殖规模从最初的2头增加为
如今的9头。“要不是靠它们，我根本供不起
孩子，盖不起房屋、买不起家电，日子过得也
不像现在这样舒坦。”韩玉清说。

新一年有了新打算新一年有了新打算：：扩产扩产
距离过年还有十几天时间，韩玉清已经

将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一楼客厅茶几上摆
着苹果、核桃、瓜子等招待客人的水果零食。

“以前日子穷，啥都舍不得买。现在脱
贫了，搬了新
家，日子当然
要过得有滋
有味。”韩玉
清笑着说。

厨房里，烤箱正烤着喷香的红薯，冰箱
里放满了肉类和蔬菜，卧室里的绿植长得正
盛，墙角的暖气烧得烫手。阳光透过巨大的
落地窗洒进来，整个屋子更加暖和了。

“前几天，我又从银行贷了些款，打算继
续扩大规模，多买些奶牛来养，趁现在还能
干动，就多干些，给儿子、儿媳买辆车，开个
面馆。”心想着未来的幸福生活，韩玉清脸上
充满笑意。

搬 进 新 房 、找 到 稳 定 工 作 、发 展 产
业……在高原古城大地上，脱贫攻坚带富
了无数像韩玉清家这样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他们心怀感恩，奋力奔跑在脱贫致富的路
上。 （记者 樊娅楠）

本报讯 （记 者 金 华 山） 1 月 23 日
晚，在玉树州玉树市交警大队上千公里
的护卫下，162 名师生从四川广元顺利抵
达玉树市，这是今年首批回到玉树的在
外学子。

记者了解到，在玉树市公安局及上级
公安机关的统一安排部署下，1 月 23 日
晚，玉树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精心安排、
合理组织，千里护卫玉树籍四川广元树
人中学 162 名师生平安返乡。为确保此
次护卫行动安保工作万无一失，玉树市
公安局交警大队领导高度重视，严格按
照玉树市公安局及上级公安机关返乡学

生安保工作方案的部署要求，专门成立
了玉树籍学生返乡道路交通安保工作领
导小组，并提前制定了周密的护送方案
及应急处置预案。任务期间，大队全体
安保民辅警克服护送工作中路途遥远、
交通安全隐患点多等困难，从西宁至玉
树全程采取警车开道，返乡学生车队优
先通行等方式，为首批寒假返乡学生提
供道路交通安全保障。

玉树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千里护卫返乡
师生162名，圆满完成了期间的交通护卫
安保任务，得到了上级领导、学生家长及
学生的一致好评。

脱贫女汉子扩产忙

新春走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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