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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客户：

您好！

根据《青海省银行业营业网点公休日节假日轮休公约》，我行营业

网点2021年全年节假日、公休日实行轮休，具体见各营业网点公告。

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网点轮休期间，您可选择附近

网点或自助银行办理业务，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青海省分行

2021年1月27日

中国农业银行青海省分行
2021年营业网点节假日、公休日轮休公告

民法典应知应会（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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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外国人可以在中国收养子女吗？
外国人依法可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

但必须要满足一定的收养条件。

138.已经有了一个孩子，还可以再收养孩子吗？
无子女的收养人可以收养两名子女；有子女的

收养人只能收养一名子女。同时要满足民法典第一

千零九十八条规定的其他收养条件。

139.一单身男子有性侵少女的违法犯罪记录，
他能收养女儿吗？

不能。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八条第四项规定收

养人的条件包括“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

法犯罪记录”。

140.甲为 45 岁单身女性，意欲收养 8 岁男
童，可以吗？

不可以。无配偶者收养异性子女的，收养人与

被收养人的年龄应当相差四十周岁以上。

141.小王夫妻现年 26岁，想收养个孩子，能收养吗？
不能。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八条第五项规定收

养人的条件包括“年满三十周岁”

142.生父母送养子女，必须双方共同送养吗？
是。生父母一方不明或者查找不到的，可以单

方送养。

143.小王现年 30 周岁，因与养父母感情恶
化，想解除收养关系，可以吗？

可以。养父母与成年养子女关系恶化、无法共

同生活的，可以协议解除收养关系。

144.收养的效力从什么时候开始算？
自收养关系成立之日起。

145.收养人虐待被收养人，送养人能要求解除
收养关系吗 ?

能。

146.解除收养关系后，养子女对养父母还有赡
养义务吗？

收养关系解除后，经养父母抚养的成年养子

女， 对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养父母，应

当给付生活费。

147.继承开始时间怎么算？
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

西宁市杨家庄小学校史资料征集公告
广大校友和社会各界人士：

百川东流，自有源头；合抱之木，根
系厚土。无论您身在何方，身居何位，
杨家庄小学留下了我们人生启蒙的生
活足迹，母校永远是我们一生难忘的精
神家园！

西宁市杨家庄小学始建于 1961
年。六十载栉风沐雨，风雨兼程；六十
载传薪开拓，砥砺前行。时光流转，岁
月飞逝，杨家庄小学即将迎来六十年校
庆。曾经的身影已镌刻成永恒，一些旧
日的影像、物品已不见踪影，但他们身
上所承载的故事依然鲜活。为展示六
十年办学历史和成就，搜寻六十年教育
文脉，母校希望将这些“杨小记忆”收藏

起来成立校史馆，特向广大师生、校友
以及关心杨小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公
开征集有关学校的历史资料。

征集类型：杨家庄小学发展过程
中，广大校友留存下来的有关学校历史
的实物、文稿、照片、视频等。

征集方式：校友及关心学校发展各
界人士可以将线索文稿、实物照片、视
频截图传送至西宁市杨家庄小学邮箱
xnsyjzxxxsg@163.com，邮件请注明您的
电话、简单对报送内容进行描述；校史
馆筹委会将对您报送的线索进行初核；
初核通过后，我们将联系您。

联系人：郑老师 13897581868
西宁市杨家庄小学

本报讯（记者 宁亚琴）“一直喜欢阅
读，可平时上班忙，没时间去图书馆借阅，
现在好了，自从省图书馆在我们集团设立
流动图书点，我就能随意借还、畅快阅读。”
市民姚女士高兴地说道。市民姚女士口中
的流动图书点，全省已建成135个，满足市
民享受公益文化服务的便利。

公共图书馆作为社会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文化传播
的核心基地，更是政府保障公民享有基
本文化权益的重要服务阵地。为探索分
馆制，打造流动图书室 （点） 对推进全
民阅读，打通阅读服务“最后一公里”
具有重要作用。为此，青海省图书馆开

拓图书流动服务点，与市、州、县各级
多家不同单位建立通借通还关系，积极
探索分馆制建设。目前，青海省图书馆
共建立 135 个流动图书服务点，1 辆流动
图书车，1家马背流动图书馆。值得一提
的是，青海省图书馆在祁连县自然保护
区油葫芦沟连续三年开展马背图书流动
服务。2020 年投入资金 2 万元，为牧民
群众骑马送书 40 余次，图书流动 750 余
册，期刊流动1000余册，内容涵盖政论、
党建、历史、文化、教育、科技和法制等
方面的藏、汉两种版本图书，真正实现了
文化惠民全方位服务社会、服务大众的

“最后一公里”。

本报讯（记者 悠然）城中区人社局
2020 年开庭处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 277
件，其中农民工工资类案件35件，结案272
件，5 件工伤待遇类案件依法进入中止程
序。

据了解，一直以来，城中区人社局认
真贯彻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
法》《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法》及《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相关要求，切实发
挥调解仲裁在根治欠薪工作中的重要作
用，发挥基层调解组织“第一道防线”作
用，加大终局裁决和仲裁调解力度，采取
挂牌督办等措施，畅通“快立、快调、快
审、快结”绿色通道，去年通过绿色通道
处理案件185件。同时，创新调解仲裁与基
层调解组织联动机制，综合发挥调解仲裁
非诉解纷优势和基层调解组织便利、快捷
优势。落实首问责任制，引导当事人理性

选择维权方式，不以任何理由违规不予受
理当事人申请。推广设置网上远程仲裁
庭，开辟线上受理、远程庭审、在线送达等

“不见面”办案方式，保障劳动者及时有效
维权，通过邮寄、线上送达法律文书 480
份。不断完善应急处置预案，严格落实重
大集体劳动人事争议处理先行调解、加快
审理等规定，会同工会、工商联、企业代表
组织加强指导协调，落实裁审衔接工作机
制，确保案件得到及时有效处理，实现政治
效果、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另外，
通过仲裁开庭、QQ工作交流群方式，及时
传达人社部调解仲裁司涉及疫情劳动人事
争议处理工作政策，做好政策解答及应用
工作，去年共处理涉及疫情劳动争议案件
12件，调解处理互联网调解平台申请案件
35件，妥善处理了劳动纠纷，为维护中区和
谐稳定做出了应有贡献。

我省建成135个流动图书服务点

平整的村道、错落有致的村舍、新农村主
题的特色文化墙、古色古香的廊亭……隆冬
时节，大通县景阳镇寺沟村显得十分安逸，村
民忙着备年货、打扫院落，年味十足；湟中县
李家山镇阳坡村顾焕启家的酿酒作坊里，酒
香四溢、人来人往，到了年下，顾焕启忙着酿
酒备货，妻子则将院落打扫得窗明几净，小小
院落透亮、整洁，屋里的装饰一点不比城里的
房子差；铺村道、建广场、改造危房……为提
高农牧民居住条件，提升住房安全，十三五期
间，我省实施了1500个高原美丽乡村建设，让
数十万户农牧民的住房实现了“有没有”向

“好不好”提升。
阿怀禄是土生土长的朔北藏族乡小龙院

村人，如今住在宽敞明亮的房子里，家里水、
电、天然气一应俱全，小洋房里里外外收拾得
一尘不染。“我们以前的房子都是土房子陈年
老旧，特别不安全，现在的房子又安全又舒
适，这是我们最大的实惠。”阿怀禄感慨道。

村民不离故土不离乡，在家门口就能致
富，就能享受更好的公共资源，越来越多的农
牧民回到农村，共建共享高原美丽乡村建设
成果。记者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获悉，五年
来，我省立足城乡统筹发展，深入推进美丽宜
居乡村建设，大力实施农牧民危旧房改造和
居住条件改善工程。按照城乡一体化发展要
求，统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布局，推动城镇基

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管理
一体化水平明显提高，环卫设施建设进展明
显，美丽宜居乡村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广大农
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获得感进一步增强，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奠定了基础。

“十三五”期间，全省累计完成农牧民危
旧房改造20万户，按照脱贫攻坚“两不愁三保
障”要求，全省 14.54 万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通
过“鉴定安全、改造安全、保障安全”三种方式
全部实现现行标准下住房安全有保障目标，
非贫困户危房也得到同步解决。农牧民人均
居住面积提高到39平方米，累计实施1500个
高原美丽乡村和6万户农牧民居住条件改善
工程，农牧区住房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进
一步提升，农牧区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与此同时，开展农牧区人居环境整治三
年行动，全面加强农牧区生活垃圾治理，全省
约3800个村庄建立垃圾收集转运设施和环卫
设施，全省农村生活垃圾得到处理的行政村
占比达到91.7%，农牧区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整
治率达到100%。 （记者 张国静）

本报讯（记者 悠然）近日，海东市互助县
公安局台子派出所依法查处一起阻碍公安民
警执行公务案件，违法行为人陈某被依法行
政拘留10日。

据了解，2020 年 11 月 25 日 2 时左右，
互助县交警大队民警接到报警称，有一辆车
牌为青 A18***白色皮卡车在威远镇五岔路
口撞倒一人后逃离现场。交警大队接到报警
后，立即赶到现场进行处置，并于4时30分
许在台子乡多士代村村民祁某书家找到肇事
车辆及驾驶员陈某，处警民警要依法扣车
时，陈某先后两次拉开已经启动的驾驶室车
门，并站在肇事车辆旁边阻碍民警执法，处

警民警对其多次警告无效后使用催泪喷射
器，陈某蹲在地上又辱骂处警民警。陈某的
行为严重影响了民警正常执行勤务工作。11
月25日10时左右，互助县公安局台子派出
所民警在治安大队和林川派出所民警的配合
下，立即展开调查，陈某对自己阻碍民警执
法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11月26日，互助
县公安局对陈某因阻碍执行职务的违法行为
依法给予行政拘留 10 日之处罚。随后，陈
某向海东市公安局提起行政复议，2021年1
月 23 日，海东市公安局做出维持原裁决之
决定，现陈某已送至互助县拘留所执行拘
留。

本报讯（记者 王琼）看病、购物、吃饭、出
行……老人们无法玩转各类智能应用；劣质
短视频、不良信息、网络陷阱……老人们又深
陷网络旋涡。怎么办？1月25日，我市城西
区通海路街道光华路社区志愿者针对辖区老
年人的实际情况和需求，为他们“量身定制”
了一场智能手机培训讲座课。

据了解，为更好地服务社区居民，让
社区老年人与时俱进，采取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引导老年人了解新事物、体验
新科技，积极融入智慧社会。社区志愿者
从认识智能手机开始，分步骤、按功能详
细介绍如何连接 Wifi、如何识别诈骗和骚
扰电话，如何使用健康码，如何进入线上

平台快速挂号、智能医生问诊以及微信的
使用等老年人关心的想学的可操作的各项
内容。参加培训的老人们纷纷掏出手机，
认真聆听志愿者的讲解，并一步步来操
作。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耐心地手把手给老
年人一步一步演示，挖掘了许多被老人们
隐藏起来的软件功能。比如，使用微信进
行文字及语音信息聊天、转账发红包、发
送当前位置给微信好友、发布朋友圈等知
识点，直到所有人都学会。

“这是一堂‘量身定制’的培训课，开阔了
眼界、增长了见识。”老人们表示，在当今互联
网时代，社区帮助他们学习新鲜事物，跟上时
代脚步，丰富了晚年生活。

五年实施1500个高原美丽乡村

一堂“量身定制”的培训课

男子阻碍民警执行公务被行拘

中区去年处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中区去年处理劳动人事争议案277277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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