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积金可用来支付物业费啦
今年的提取时间为 12 月 1 日至 25 日

本报讯（记者 李艳芳）西宁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又有好消息，下个月可提取住
房公积金支付 2015 年度物业费啦！ 为进
一步落实住房公积金优惠政策，切实为缴
存职工谋实事、办好事，西宁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及时开办了提取住房公积金支
付物业费业务。 2015 年度物业费提取时间
为 2015 年 12 月 1 日至 25 日。

在西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缴存住
房公积金、且没有住房公积金贷款余额的
职工，委托缴存单位，每年可提取 3000 元
本人名下公积金，用于支付自住住房当年
度物业费。 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不足

3000 元的，以账户余额为限，提取到百位。
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

物业费的，由缴存单位统一办理。 缴存单
位需尽快统计核对各自单位缴存职工状
态 （如是否为正常缴存或封存状态），并
申报至各自单位缴存银行网点。 缴存单位
经办人员办理该业务时，需携带加盖单位
公章的《西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物业费
提取申请表》、单位介绍信、经办人员本人
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并提供缴存单位
账户详细信息（含单位名称、账号、开户银
行）， 到西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九楼会
议室 （西宁市黄河路 23 号国源大厦九

楼）办理物业费支取业务，在办理完成后，
尽快将提取的住房公积金发放给缴存职
工本人，不得截留、挤占或挪用，否则由缴
存单位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为保证符合条件的所有缴存职工都
能在今年享受到这一惠民政策， 在今年
仅剩一个多月的情况下， 西宁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从各相关科室抽调工作人员
集中办理提取物业费， 通过采取职工委
托所在单位统一代办的形式进行。 为了
能在 1 个月之内为约十五万名符合提取
条件的缴存职工办理提取住房公积金支
付 2015 年度物业费业务， 西宁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计划在 11 月对各缴存单位及
缴存职工相关信息进行采集、 录入和核
对， 并在业务信息系统中开发物业费提
取程序， 同时， 将相关通知发放到三千
余家缴存单位，
以确保资金能
及时发放给缴
存职工本人。

如有问题，
市民可拨打咨
询 电 话 ：
6106345、
6279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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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吐为快”让人心头不快
随地吐痰随处可见

●地点：水井巷市场
一家麻辣烫店门口， 一名市民正抽

着烟，突然“呸！”一声，就将痰随口吐在
了地上，之后抽完烟扬长而去。从店里吃
完饭的市民出来后一脚就踩到了痰。 她
嘴上虽然没说什么， 但脸上的表情十分
反感。

●地点：力盟商业步行街
一名中年女子头往左边一偏， 一口

痰就吐在了地上。 女子身旁的市民看了
看她， 又看了看地上的痰， 快速绕了过
去。 而这名女子丝毫没有觉得她的举动
有什么不妥。

●地点：新宁广场
一名穿着十分得体男子先是很大声

地把痰吸上来，痰液蓄势待发。他见旁边
的人都在看他，仿佛有点不好意思，便轻
轻地将痰液吐在树坑中， 而在距他不足
5 米的地方就有一个垃圾桶。 同时，记者
看到， 广场上有不少垃圾桶旁边痰迹斑
斑。

●地点：莫家街农贸市场
莫家街农贸市场里， 有不少商贩在

铺子前玩手机。突然，一名商贩先是咳了
几下，感觉嗓子里不舒服，便清了清嗓子
之后将痰吐在了脚边。吐完痰后，她仿佛
要 “毁灭证据”， 首先拿出纸巾擦了擦
嘴，又用脚蹭了蹭地上的痰。

●地点：省城各公交车站
记者在纸坊街公交车站看到一名男

子在等车， 他看到车来了， 便随手丢掉
手中的烟头后又往地上吐了口痰， 赶忙
上了公交车。 旁边等车的市民纷纷皱
眉， 而他却毫不在意。 记者发现， 在省
城各公交车站， 随地吐痰的现象并不少
见。

●地点：西关大街

记者在西关大街观察发现， 有不少
司机在开车时会摇下车窗随口吐痰 。
“开车时，往窗外吐口痰什么的，这种现
象太普遍了。 ”一名出租车司机说，有些
乘客在车上吸烟的同时也会向窗外吐
痰。 这名出租车司机也坦言， 特别在晚
上，手头没有纸时，他也会随手摇下车窗
往外吐痰。“正开着车呢，总不能停下车
去找垃圾桶吧。 ”有司机说。

哪些地方痰最多

●超市、商场门口
超市、商场内有保洁人员清扫，因此

店内地面大多洁净。 同时保洁人员在顾
客在身边来往穿梭， 有羞耻心的市民很
难张口。而在超市、商场门口没有保洁人
员，也没有顾客会关注，因此市民终于可
以“一吐为快”。

●地下通道
省城西门地下通道里， 有不少市民

随地吐痰。 地下通道里光线暗， 隐蔽性
强，吐了痰不易被察觉。地下通道的垃圾
桶很多是敞开式的， 但少有市民会把痰
吐在垃圾桶里。

●广场
一位环卫工人说， 以前很多人在广

场上聚着吸烟，随地吐痰的人比较多，但
现在因为创城和禁烟， 这种现象少了一
些，但每天还是会发现几例。

●树坑
街头的树坑里， 几乎都有一两处痰

迹。 有环卫工人告诉记者，一些有羞耻之
心的市民喜欢把痰吐到道路两旁的树坑
中，给他们的清扫带来了不少麻烦。 “土
和痰黏一起，特别难扫。 ”这名环卫工人
说。

●公交车站
每个公交车站附近的地面上， 几乎

都有几处痰迹， 而在公交车站不远处就
有垃圾桶。一名环卫工人说，公交站附近
是最难清扫的，因为人流量大，随地吐痰
的市民也就多。记者发现，在公交车站随
手丢烟头的现象十分常见， 而吐痰和抽
烟是一对“好朋友”。

“一吐为快”不文明更不卫生

随地吐痰是陋习， 既不文明也会危
害他人健康， 但“一吐为快” 的现象每
天依然在上演。

记者查询相关资料后得知， 痰是呼
吸道的分泌物， 健康的人痰是很少的，
但如果患有呼吸系统疾病， 受致病微生
物感染后会产生大量的痰液。 痰液可能
会传播非典型肺炎、 肺结核、 流行性感
冒、 霍乱、 麻疹等疾病。

有人随地吐痰， 就会增加其他人吸
入致病菌染病的概率， 因为痰中致病微
生物会蒸发到空气中， 健康人呼吸一些
带有病菌的空气， 很容易“中招”。

为保持环境卫生绝不能随地吐痰，
但强忍咽下也是不可取的。 痰里面含有
大量细菌， 咽下后痰中有绝大部分的细
菌仍然活着， 它们会进入肠道从而引起
肠道疾病。 而痰中如果带有结核杆菌则
可能引起肠结核病。 除此之外， 痰中的
细菌还有可能通过血液传播到肝、 肾、
脑膜等部位从而诱发疾病。

专家指出， 痰在呼吸道中如不及
时排出 ， 导致呼气不畅及呼吸困难 ，
可能发展成肺气肿； 咳嗽， 反复咳嗽
会使肺泡发生变化导致功能低下； 有
些病人的痰还具有抗原性， 可引发过
敏性哮喘。

因此， 有痰还是要 “一吐为快”，
但注意不能随地乱吐。 吐痰最好用纸巾
包好， 再把它扔到垃圾桶里。

自西宁市开展创建文明城市工作以来，各种不文明现象日渐减少，可
是“一吐为快”的现象依然在城市的角落里上演着……11 月 16 日，记者
就随地吐痰这一不文明现象，走访了省城的大街小巷。 结果怎样，记者带
您一探究竟。

◆本报记者 杨婉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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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6 日，西宁市城
西区贾小庄一物业公司
为一线的 50 名环卫工人
免费发放了保温杯，感谢
环卫工人为城市整洁作
出的贡献。

本报记者 祁晓军 摄

湟中邀请企业
到 30 个村送温暖

本报讯 （记者 杨健 通讯员 马薇如）11
月 1 日至 12 月 25 日，湟中县在全县 15 个乡
镇 30 个村开展“金秋助农送温暖乡情感恩”
活动。

活动采取企业赞助形式， 集中购买新农
村适用、农民喜爱、内容健康的科普图书送
到村，方便群众就近读书；邀请演出队深入
乡村、农户聚集村落演出；联系省电影公司
到 30 个村播放题材积极向上、传播正能量的
电影，丰富群众文娱生活。 在此期间，湟中县
还组织相关单位到村发放环保、安全宣传资
料并进行相关知识宣讲； 针对群众在学法、
用法和依法维权等方面的实际需求，组织法
律专业人员向群众提供法律咨询；县医院具
有临床经验的专家和医务人员，到帮扶村开
展义诊送药宣传活动，并针对当地村民常见
病进行诊疗和保健指导；积极搭建农产品购
销平台， 帮助困难群众拓宽农产品销路，解
决短期生活问题，同时指导农村群众提高种
养技术水平，增加收益。 此外，湟中县还邀请
省内各企业、团体或个人参与帮扶、送温暖
等系列活动，一起帮农、惠农。 活动联系人：
杨先生 13997202913；佘先生 18397080055。

世界最大医疗技术
行业协会将走进西宁
本报讯 （记者 蔡雅雯）11 月 18 日至 20

日，2015 美国先进医疗技术协会理事会医疗
卫生事业座谈会及医疗产品展示项目推介将
在西宁举办。 此次医疗会议将对西宁市医疗
卫生事业产生积极影响和带动作用。

美国先进医疗技术协会是于华盛顿特区
注册成立的非营利性医疗技术行业协会，是
世界最大的医疗技术行业协会， 代表着医疗
行业中负责生产、软件开发、供应、技术创新
等的共 1600 多家企业。 美国先进医疗技术协
会致力于在全球范围推进医疗技术进步，提
高健康水准和改善经济发展。 作为行业协会，
美国先进医疗技术协会代表的企业包括医疗
器械、诊断和医疗信息系统领域的公司。

近年来， 西宁市委、 市政府以建设健康
城市和提升城乡居民健康水平为重点，全面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快建立覆盖城乡
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 统筹公共卫生、
农村卫生、社区卫生、中藏医药和人才培养
等协调发展，医疗服务体系不断健全，就医
环境持续改善。 作为国家首推的 17 个城市
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本着“保基本、强基
层、建机制”的原则，围绕群众看病难、看病
贵、看病远的实际问题，五年来，西宁市累计
投入医改资金 62�亿元， 全市卫生费用占
GDP 的比重由 2008 年的 6.91%提高到 2014
年的 7.52%， 居民个人卫生费用支出占比由
2008 年的 33%下降到 2014 年的 26%。

作为此次会议举办地， 西宁是我国最早
一批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之一。 此次西宁
将充分体现自身体制优势、市场优势、资源优
势、环境优势等特点，集聚全球智慧，借助外
力，全面实施健康西宁战略，坚持三医联动、
区域联动、上下联动，打造国家卫生城市、健
康城市、区域医疗卫生中心、医改创新引领示
范四张名片，为建设人民满意的幸福之城、生
活之城提供良好的医药卫生健康服务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