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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芳旭 摄影报道）全面启
用二维码追溯系统、严防未经消杀食品流
入市场、专班人员 24 小时核查证明、人工
消杀通道全程监控……这一环接一环的步
骤看似繁琐，但这是冷链食品准入西宁市
场的先决条件！日前，在城北区惠丰冷链

“全市进口冷链食品监管总仓”，一辆辆装
满货物的车辆往返穿梭，身着防护服的工
作人员认真登记着车辆和货物信息，确保
冷链食品全程追溯、全面监控、全方位消
杀。目前，该监管总仓每天约有500吨进口
冷链食品入库，截至1月24日，累计消杀冷
链食品达6923.6吨。

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有效防
范新冠病毒通过进口冷链食品传播风险，根
据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经过学习外地先进
经验和实地论证分析，我市首个“进口冷链食
品监管总仓”在城北区惠丰冷链公司设立。

该监管总仓位于城北区柴达木路，面
积 1800 平方米，储存体量达到 3600 吨，分
为普通仓、清真仓两个中央仓。总仓内设置
1处消杀通道、1条货物传送带，并配备全套
可溯软件。从外地运来的每一件货物都要
送到传送带上，由传送带传送到消杀通道
进行全方位消杀。与此同时，在电脑上通过
系统二维码可查询该商品名称、产地批次、
生产厂家、生产日期、到港时间、承运销售
单位等各类信息，确保进口冷链食品全流
程、全要素追溯。

城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该局安排14名专班人员24小时
进行轮岗驻点，主要严查检验检疫、核酸检
测、货物消毒等相关证明，并把相关信息录
入“西宁市进口冷链食品监管总仓”二维码
追溯系统，严防未进监管总仓的进口冷链
食品流入市场，并在人工消杀通道进行全
程监督检查，确保进仓货物消杀到位。截至
1月26日，监管总仓共计进仓车辆302辆，
入库进口冷链食品11个品种，累计7151.6
吨，出库进口冷链食品共计6497.8吨（核酸

检测报告均为阴性），库存进口冷链食品
650.7吨。他表示，因临近春节，目前进仓检
测属高峰时段，每天进仓车辆约18-20车，
日均量约为500吨左右，预计1月27日后港
口到宁货物有下降趋势。

同时，为进一步扩大冷链食品检测覆
盖面，近日，该监管仓对部分进口薯条、冰
淇淋、雪糕等冷冻产品也进行核酸检测，推
动实现冷链食品全方位检测关口前移，截
至1月24日，薯条共检测并出库1吨、冰淇
淋检测0.8吨。

日均500吨！我市全面消杀进口冷链

“吃了腊八饭，就把年来办”。春节将
至，眼下正是准备年货的时候。与往年不同
的是，“就地过年”成为今年春节的新趋势。
节前我市消费市场供应是否充足？怎么保
证年货放心“买买买”？晚报记者带你提前
打探年货市场。
日均日均26242624吨吨！！““菜篮子菜篮子”“”“果盘子果盘子””丰盈丰盈

1 月 26 日上午，记者在青藏高原农副
产品集散中心看到，一排排青椒、茄子、胡
萝卜等蔬菜码放整齐，
为了防止蔬菜冻伤，商
户们特意给蔬菜盖上厚
厚的“棉被”。水果交易
区大棚下，一车车苹果、
沙糖桔等水果“整装待发”。“最近每天大概
能售出20吨至30吨蔬菜，预计到腊月二十
六会迎来蔬菜批发高峰。”从事蔬菜批发生
意的张来法告诉记者，他们销售的蔬菜主
要来自于山东寿光，拉一车菜一般有20多
个品种，主要有青椒、红椒、长茄、菜瓜、西
红柿等，为了保障节前市场供应，目前在循
环备货，每天进场蔬菜 30 吨左右，根据市
场销售情况，还将不断从产地运来蔬菜。

据青藏高原农副产品集散中心相关负
责人介绍，为全力保障市场供应充足、价格
稳定，确保市场农产品不脱销、不断档，集

散中心蔬菜每日调运不低于1400吨。最近
一周，本地菜日均进场量177吨，外地菜日
均进场量达1641吨，果蔬合计日均进场量
2624 吨，鸡蛋日均进场量 139 吨。供应充
足，完全能满足本地市场消费需求。

在确保供应的同时，疫情防控也不放
松，集散中心实行严格准入制，对来青返青
人员实施台账登记，建立冷链从业人员台
账管理，对进口冷链食品严格按照监管总

仓入库管理规定，严格落实每批次食品索
票索证和进货查验。同时，在特定区域使用
食品级消杀措施，确保市场内消杀工作全
覆盖、无死角，营造放心无忧的购物环境。

供货量增加供货量增加2525%%！！超市备货足超市备货足
在我市各大超市，记者看到，今年的年

货市场可以说是防疫不松，年味不减，做到
了两手抓、两不误。

各大超市内，蔬菜、果品、肉蛋、奶品等
种类齐全，供应充足。26日下午，记者在大十
字一家超市看到，超市入口处设立了体温检
测门，并张贴了“信康码”，旁边的桌子上摆

放着消杀物品。超市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今年倡导就地过年，超市同比去年的供货量
增加25%左右，已备足蔬果类、米面粮油等
基础民生品类的商品，保障市民购物需求。

动动手指就能购年货
1 月 20 日，我省“2021 网上年货节”及

“迎新春、促消费专项行动”拉开帷幕，这一
活动将持续到2月18日。“青海红皮鸡蛋30
枚秒杀价18.99元；广西沙糖桔新客价0.01

元……”在某电商平台，
记者看到该平台年货节
各类优惠商品吸引不少
人购买。“网上年货节举
办 5 天来，西宁市同比

去年同期交易额增长 65.5%，商家数增长
49.2%。”该电商平台有关负责人说。平台还
将在春节期间为消费者提供年夜饭外送服
务，此外，在疫情防控方面，将强化线上消
费防疫措施，规范商品包装、入库、分拣、配
送等环节防疫程序，加强冷链全过程防疫
管理，按照“无接触配送”标准要求，推动无
接触配送服务。（记者 小蕊）

本报讯（记者 金华山） 1 月 26 日，就即
将开始的 2021 年春运，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综
合各市州交警“两公布一提示”以及我省道
路交通和春运实际情况，从 7 个方面分析春
运期间我省道路运行的情况，预判春运期间
全省道路风险，提醒春运期间驾车出行注意
事项。

记者了解到。2021 年春运从 1 月 28 日开
始，3 月 8 日结束，共计 40 天。受疫情影响，
预计今年春运期间全省高速路况整体较好，
无明显拥堵高峰，节前出行相对分散，节后
返程较为集中，2 月 28 日 （正月十五后的首
个周日） 会出现高速拥堵小高峰，部分路段
易出现拥堵缓行现象。在需求缩减和运力提
升双重作用下，预计营业性客运压力将减
轻，小客车出行将增加，局部地区、个别时
段集中出行的人车流动依然密集，加之冰冻
雨雪等恶劣天气对安全出行带来不利影响，
交通安全风险较高。

对此，省公安厅交警总队从7个方面分析
研判：春运期间疫情防控交通安全风险高；
交通客、货运输安全风险较大；小型客车交
通肇事风险较大；国省道交通安全风险大；
农牧区县乡公路交通安全风险高；高速公路
交通安全风险上升；冰雪恶劣天气易发安全
风险高。

根据存在的问题，省交警总队重点提醒：
要及时掌握天气情况、一定记住不要以侥幸心
理违法驾驶、做到文明驾驶文明出行、不要乘
坐没有运营资质的车辆、灾害性天气一定要注
意稳驾慢行。酒驾、超速、超载、疲劳驾驶的
危害性极大，老百姓发现交通违法行为鼓励举
报。另外，高速交警支队以及各市州交警支
队、区县交警大队也根据区域内道路情况发布
了春运出行的风险预估、道路预判等，为我省
春运良好的交通秩序提供了温馨服务。

本报讯（记者 宁亚琴）为更新家长教育观念，提高家
长教育子女的能力，促进家校共育，为家长提供专业的
家庭教育指导，截至目前，我市成立了43个家庭教育指
导中心，有效提高了家长科学教育子女的能力，构建了
家庭、学校、社会和谐交流的平台，实现了三者的良性互
动，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对孩子成长而言，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都很重
要。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将指导家长解决孩子成长中面
临的各种问题，比如该怎样和孩子沟通，面对孩子经常

‘玩手机’该怎样处理等，还将开展亲子活动。”市妇联负

责人说，随着社会的发展，家长的素养在不断提升，但是
由于对孩子的教育不是很专业，就想通过这个中心开展
家长学校，对家长进行培训；再就是开展一些亲子活动，
通过孩子与家长的互动，加强亲子关系。

据了解，家庭教育指导中心的主要任务是整合教育
资源，建立家教网络，健全家教队伍，普及家庭教育知
识，推广家庭教育中的成功经验和科研成果，帮助和引导
家长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念，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方
法，提高家长科学教育子女的能力，构建家庭、学校、社会
和谐交流的平台，实现三者的良性互动，促进未成年人健
康成长。为切实发挥好家庭教育指导中心的作用，近年
来我市妇联、教育等部门紧密配合、协同推进，成立了43
个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形成推进家庭教育工作的合力。

本报讯（记者 一丁）随着春
节的临近，市民加快了购买年货
的步伐，春节消费高峰也即将来
临。针对春节消费高峰，为确保
消费者安全放心消费，1月25日，
市消协发出春节消费提醒，提醒
消费者在购买年货时谨防消费陷
阱，做好疫情防控，注意食品安
全，理性消费健康饮食。

今年春节假期拜年访友准备
外出的市民或将有所增多，市
消协倡议市民疫情防控期间建
议居家过年，非必要不聚会不
旅游，如果一定要出游也要选
择 证 照 齐 全 的 旅 行 社 ， 警 惕

“低价游”“零团费”等旅游产
品；针对春节网上购物量增大
的情况，市消协也提醒消费者
在 购 物 时 要 理 性 购 买 ， 不 盲
从、不跟风，不轻信商家的宣传
噱头和低价陷阱，按需购买、减
少浪费。不要轻易将个人信息泄

露，不随意扫描来路不明的二维
码，不轻信“中奖信息”、“刷单
兼职”等信息，不可网购烟花爆
竹，慎购进口水果肉类及海产
品；春节期间也是商家开展预付
式消费和充值办卡的高峰时间，
针对预付款消费问题，市消协提
醒消费者应当选择证照齐全、口
碑好、从业时间长的商家，非必
要不充值不办卡、不贪小便宜不
轻信大幅度让利活动，确需办
卡 和 预 付 消 费 时 请 选 择 金 额
小、离家近的商家，务必保存好
办理预付式消费相关手续的合约
及票据，并当面查看充值金额是
否到位；过年期间走亲访友难免
会互相馈赠保健品，市消协提醒
消费者谨记保健品不是药，不能
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如遇到需到虚假宣传、强制
消费、假冒伪劣时及时拨打12315
热线电话举报。

本报讯（实习记者 严进芳）1月21日，记
者从青海省人民检察院了解到，经过三年的不
懈努力，全省检察机关共受理公安机关提请批
准逮捕涉黑恶案件195件961人，以涉黑恶罪
名批捕717人；共受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
涉黑恶案件201件1546人，提起公诉涉黑案件
7件191人，涉恶案件143件940人；追捕追诉
涉黑涉恶48人。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省检察机
关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把打击锋芒对准人民
群众反映最强烈、最深恶痛绝的黑恶势力违
法犯罪，打防并举，最大限度挤压黑恶势力
滋生空间。针对165件涉黑恶案件暴露出的行
业领域突出问题进行全面分析研判，聚焦7个
重点行业领域，采取 65 条整治措施，逐案制
发检察建议211份，全面扎实推进重点行业领
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活动。对涉黑恶案件实
行省市区三级院统一阅卷把关，提出意见建
议 129 条、改变定性或罪名 120 余件 （起），
有效提升了案件质效。全面推进“捕诉一
体”工作机制改革，在全省范围内统一调度
380余人成立专案专班，一体化完成涉黑恶案
件提前介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出庭公
诉和诉讼监督工作。建立了涉黑恶案件提前
介入全覆盖专门机制。对128件涉黑恶案件提
前介入，实质化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力争
从源头上将案件事实证据问题解决在侦查阶
段。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贯穿涉黑恶案件
办理全过程。涉黑恶案件618人认罪认罚，涉
黑案件认罪认罚适用率达80%。此外，对近五
年办理的故意伤害等18种罪名238件不捕、不
诉案件开展“回头看”活动，对公安机关近两
年来办理的治安案件进行排查，从中深挖“保
护伞”线索移交纪委监委。

三年来，全省检察机关高质效办理涉黑
涉恶案件，取得了来之不易的丰硕成果，为
平安青海、法治青海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检察
保障。

我市成立43个家庭教育指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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