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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小蕊） 打扫家、擦玻璃、清洗油烟机……
春节临近，家政服务行业又到了一年当中最忙的季节，1月10
日，省消费者协会发布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在选择家政
服务时提高自我保护意识，避免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

省消协提醒广大消费者勿轻信网络家政宣传，一些商家为
了提高浏览量，可能会在主页面显示“半小时上门”“距离您
0.5公里”等广告宣传，但实际上商家并不一定能在约定的时
间上门提供服务，位置也不一定真实。还有一些商家在消费者
拨打其在平台预留的电话后，会主动要求添加消费者的微信，
并要求消费者支付定金才能安排家政师傅上门服务，然而后期
可能会出现服务没有享受、定金却无法退还的情况。消费者切
记，应通过正规平台交易，不要轻易通过微信等社交平台支付
定金。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切勿贪图方便接受上门推销或路边揽
活的“家政服务游击队”，更不要轻信搜索引擎跳出的各种广
告商家，一旦出现纠纷，很难维权。

此外，要详细约定服务内容和收费规则，明确服务时间、
地点、价格、项目、承担的责任等重要事项。特别是需要高空
作业等风险较大的工作时，消费者要了解家政公司是否为服务
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保险，以免出现纠纷。服务结束后应认真检
查服务情况。有疑问当场提出，以免事后分不清责任。万一发
生纠纷要尽量避免与家政服务人员产生直接冲突，及时向家政
公司反映、协商，无法达成一致时，可向相关部门投诉。

省消协发布家政服务消费提示

本报讯（记者 悠然）在春节来临之际，西宁消防部门抽调专
业技术力量，组成5个检查组，深入重点单位和场所开展消防安
全专项检查，全力保障春节期间消防安全形势总体平稳。

此次检查是在冬春火灾防控工作的基础上，按照“以面保
点、确保安全”的原则，对宾馆饭店、大型商业综合体和公共娱乐
场所等人员密集场所；高层、地下建筑；文物古建筑和宗教活动
场所；易燃易爆场所；烟花爆竹销售、燃放区域和禁放区域；大型
群众性活动举办场所等6个领域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重点检
查场所消防安全管理人员是否在岗在位；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
否畅通；消防设施是否正常运行；消防控制室是否落实双人24小
时值班；是否制定灭火和应急预案并组织开展演练等，督促单位
全面落实各项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强化值班备勤，加强日常防火
巡查频次和消防设施维护保养，切实消除火灾隐患。在专项检
查中，消防监督执法人员对威胁公共安全的火灾隐患和消防违
法行为实行“零”容忍，做到抓早抓小，不留盲区、不留死角、不留
漏洞，从源头消除威胁公共安全的消防安全隐患。针对检查过
程中发现的问题，检查人员要求各类单位和场所要采取坚决措
施落实火灾隐患整改，坚决预防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为
人民群众欢度佳节创造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节日期间，全市消防部门将严格执行值班备勤制度，落实全
勤指挥部遂行出动和靠前指挥，全员在岗、严阵以待，为应对各
种突发警情，做好随时“拉得出、打得赢”的准备。针对人员密集
场所和大型活动举办场所，实行全程监护、区域联防，织密消防
安全防护网，确保一旦发生灾害事故，能够及时、快速、有效控
制，最大限度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本报讯（记者 宁亚琴）“早早就来
看我们，感觉比过年还高兴。一定不
辜负大家的期望，把日子越过越好。”
凛冽的寒风阻挡不住送关怀的脚步，
寒冷的冬天阻挡不了送温暖的爱心，
在冰天雪地的湟中区上新庄镇里，浓
浓深情汇聚起一股股暖流。

“娃娃们都偷吃完了，我还得买
点瓜子糖果呢！”“明天天气好，我家
炸麻花馓子，你来给我帮个忙呗！”

“我家窗户太多了，擦玻璃就用了两
天……”寒冬腊月里走进湟中区上新
庄镇河滩村，在一院院红砖瓦房旁，
一条条平整干净的水泥路上，处处都
是村民们在一阵阵欢声笑语中讨论
着浓浓的年味。随着由省妇女发展
基金会 、市妇联、湟中区妇联组成的
慰问组的到来，乡亲们更加高兴，这
里愈发地热闹。“天冷，快进屋。今天

真是个好日子，迎来了“娘家人”，非
常感谢妇联的关心和帮助……”上新
庄镇河滩村少数民族妇女金占梅满
含泪水接过慰问金和“母亲邮包”，拉
着市妇联主席鄂香兰的手激动地说，
妇联不仅帮自己治好了病，还帮扶自
己家增收致富，让极度贫困生活回归
正常。去年女儿考上了重点大学，给
家庭带来了希望，现如今一家人其乐
融融，今年要红红火火过大年。以后
一定铭记这份温暖，带着党和政府及
妇联组织的关心关爱和感恩，不辜负
大家的期望，把日子越过越好。

随后，市妇联宣讲队来到了上新
庄镇七家庄村，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坚持人民
至上、生命至
上”主题作宣
讲，给现场不

少人鼓了劲儿、加了油！“挣上钱，挣
大钱还得要靠自己上进，听听政策，
想想出路很重要。”身靠篮球架，正在
听市妇联宣讲队宣讲的年轻小伙们
纷纷说道，宣讲队用“小话题”“小故
事”把乡村振兴、农村百姓生活等，以
家常话给我们讲得清楚，讲得明白，
我们听得也很得劲儿，今年农村人怎
么干，大伙心里有底了。

活动最后，慰问组又为群众送上
防疫爱心包，并倡议广大家庭建设好
家庭、涵育好家教、传播好家风，做好
森林防火、防范烟花爆竹燃放、道路
安全、电信诈骗、科学防疫、勤俭节
约、文明过节。

本报讯（记者 刘瑜 通讯员 张琪）
记者从省气象局了解到，1月12日10
时，省气象台发布寒潮橙色预警，
省气象局应急办组织应急成员单位
负责人及省气象台专家会商，决定
于1月12日11时20分启动寒潮Ⅲ级
应急响应命令。据预报，此次寒潮
过程将出现 2023 年首轮大范围降雪
天气过程，气温将降至“三九”以
来最低。

省气象台预计，1 月 12 日 14 时
至15日14时，西宁、海东、海北、黄南、
海西大部、海南北部等地将出现寒潮
并伴有小雪天气，气温将下降12℃以
上，平均风力5级至6级，其中，柴达木

盆地平均风力可达6级至7级。根据气
象资料分析，由于冷空气移动速度
快，此次寒潮天气过程风寒效应明
显，部分地区气温将出现“断崖式”下
降，同时出现明显的降雪天气。

具体预报，1月12日夜间至1月
13 日白天，西宁大部、海东、海
北、海西大部有小雪，省内其余地
区多云；北部地区日最高气温将下
降 10℃至 12℃，东部农业区的部分
乡镇降幅可达 12℃以上；玉树西部
有6级至7级偏西风。1月13日夜间
至 1 月 14 日白天，西宁、海东、海
北、海西东部、黄南、海南、果洛
大部有小雪，省内其余地区多云；

玉树西部有6级至7级偏西风。1月14
日夜间至 1 月 15 日白天，西宁、海
东、海北、海西东部、黄南、海南、
果洛大部有小雪，省内其余地区多
云；玉树西部有6级至7级偏西风。

西宁未来三天天气预报：1 月 13
日，浮尘转多云，东南风3级至4级，气
温零下 9℃到零下 3℃；1 月 14 日，小
雪，东南风3级至4级，零下14℃到零
下 7℃；1 月 15 日，小雪转晴，零下
16℃到零下7℃。

气象部门提醒，此次降温降雪天
气对农牧业生产、能源保供、道路交
通、城市运行、公众健康有较大影响，
请各地区各部门做好防范工作。

本报讯（记者 一丁） 到互助滑
雪、到门源参加一场篮球邀请赛、
到海西州体验双峰骆驼大赛……这
个冬春季，我省群众有众多旅游活
动可以参加，青海旅游市场也将被

激活。1月12日，记者从省文化和旅
游厅获悉，从去年12月至今年3月，
我省将重点推出5大类103项冬春季
旅 游 活 动 ， 让 全 省 冬 春 季 旅 游

“活”起来，消费市场“热”起来。

据了解，此次旅游季活动主题
为“相约大美青海 畅览冬春胜景”
活动覆盖全省8个市州，重点推出5
大类103项活动。其中，节庆类活动
54 项，包括文化旅游活动、文艺晚
会、新春灯会、元宵节灯展、非遗
展演、文化下乡、射箭大赛、双峰
骆驼大赛、主题摄影展、民族歌舞
剧首演等线上线下活动；民俗类活
动 26 项，包括戏曲进乡村、藏戏巡
演、民歌拉伊大赛、文艺轻骑兵等
活动；冰雪类活动 6 项，包括冰雪
系列活动、冰雪嘉年华活动、冰沙
嘛呢活动等；康养类活动 4 项，包
括环城赛、全省篮球邀请赛、半程
马拉松赛、登高系列活动等；此外
还有 12 项优惠措施推出，包括“海
南人游海南”、阅读大礼包、文旅消
费券发放、惠民票推出等大幅优惠
措施，实现了月月有安排，天天有
活动。

本报讯（记者 一丁）随着春节临
近，又到了烟花爆竹的销售旺季。为
全面加强烟花爆竹经营、运输、燃放、
销毁处置和产品质量各环节全链条
安全监管，排查治理安全隐患，严防
各类事故发生，我市部署烟花爆竹销
售旺季“打非治违”，以此保障公共安
全和人身财产安全，减少环境污染，
使得烟花爆竹经营旺季安全形势持
续稳定。

据悉，我市重点检查范围为全市
烟花爆竹零售店（点），有关运输企业
及大型焰火燃放活动举办单位，所有

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运输、燃放烟
花爆竹的单位和人员。严禁向零售
店（点）和个人销售专业燃放类产品，
严禁将单体个人燃放类产品经捆绑、
组装改变燃放形式后销售行为。将
统一组织开展烟花爆竹“打非”联合
执法行动，重点排查城中村、城市郊
区、城乡接合部、偏远乡镇、乡村集
市、农村等非法经营、储存烟花爆竹
重点地区及非法运输烟花爆竹重点
环节，严厉打击组织参与非法生产、
经营、运输、燃放烟花爆竹行为；对违
反治安管理法规的，依法给予处罚，

构成犯罪的，及时移交司法机关依法
追责。将严格规范冷光烟花、“加特
林”等“网红”产品经营、燃放行为，坚
决打击取缔将钢丝棉等不属于烟花
爆竹的易燃易爆危险品用于燃放及
相关生产、经营、运输行为，坚决打击
取缔以“电子烟花”为名未经许可生
产、经营、燃放烟花爆竹行为。

应急管理、公安、交通运输等部
门将各司其职，分别负责各自领域的
烟花爆竹违法行为监管工作，联合执
法，协同强化烟花爆竹产品质量和安
全监管。

本报讯（记者 一丁）组织召开药械经营企业行政约谈会、强
化价格监管、强化风险监管……为确保全市涉疫医疗物资市场
秩序平稳向好，市市场监管局多措并举推进涉疫药品和医疗用
品稳价保质工作。截至目前，全市市场监管部门共出动人员404
人次，检查药品医疗器械等经营单位864家次，立案查处涉嫌未
明码标价、哄抬价格等违法行为2起，通报医药用品价格违法典
型案例1期，全市相关涉疫药品和医疗用品购进渠道正规，未发
现假冒伪劣药械。这是记者1月12日从该局获悉的。

为从源头强化责任落实，市市场监管局组织召开药械经营
企业行政约谈会，要求经营者履行社会责任和主体责任，认真执
行进货查验义务，确保涉疫药品来源合法、质量合格、去向可查、
保障供应，严格控制医药用品进销差率，严禁借疫情防控措施优
化调整之机大幅提高药品的销售价格；加强市区联动，持续加大
涉疫药品和医疗用品价格监督检查力度，多方收集价格违法线
索，对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价格违法违规行为，始终坚持露头
就打、从严惩处，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保障市场价格秩序
稳定；坚持产品质量问题“零容忍”，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化
解，加强“四类”药品、口罩、防护服、核酸检测试剂等防疫重点品
种质量安全监管；紧盯农村地区和城乡接合部等重点区域及零
售药店、网络销售平台等重点环节，扎实开展药品安全专项整
治，牢牢守住药品安全底线。围绕疫苗购进渠道是否合法、票据
是否齐全、储存疫苗冷链运输设备设施是否完备及数据是否真
实、原始、完整、准确等内容开展全覆盖监督检查，保障疫苗质量
安全。

下一步，全市市场监管部门还将持续开展涉疫药品和医疗
用品稳价保质工作，不断加强监管力度，收集违法线索，严厉打
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全力维护涉疫药品和医疗用品市场秩序。

我市全力护航春节消防安全

今年怎么干，村民们心里有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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