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心联动 她的心愿实现了
本报讯 （记者 燕卓）11 月 16 日，西

宁市城中区饮马街街道办事处上滨河路
社区内，居民马女士特意来向社区工作人
员道谢。 她眼含热泪说：“感谢大家帮助
我们，为侄女落实了户口，她的生活问题
也解决了。 ”

马女士的侄女刘红（化名）是一名智
障、聋哑、残疾孤儿。 刘红的父母双亡后，
她就寄住在姑姑马女士家中。刘红的情况
被上滨河路社区工作人员得知后，希望能

帮助她，让刘红享受到政府有关的惠民政
策。 但刘红的户籍在格尔木市，根据相关
规定， 刘红无法享受政府的相关惠民政
策。

刘红的姑姑马女士也是残疾人，姑父
患重病多年，丧失劳动能力，没有经济收
入，生活非常贫困。 记者了解到这一情况
后，希望社区能协调相关部门给刘红一些
帮助。 上滨河路社区工作人员表示，一定
要想办法帮刘红解决实际困难。在今年社

区举行的“微心愿”活动中，省人大常委
会机关党组认领了刘红落户西宁的心愿。
终于，在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在职党员
的努力下， 刘红的户口成功转到西宁市。
随即，上滨河路社区工作人员为刘红落实
相关惠民政策。

上滨河路社区负责人马冬梅说：“这
一次是社区和辖区单位联动，为这个特困
家庭办了一件实事。 我们牵挂的一颗心，
也终于放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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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民和县公安局禁毒大队
对辖区内娱乐场所的法定代表人、
经营业主等人员召开了娱乐场所禁
毒知识培训会。

培训会首先从 “什么是毒品”
“毒品的危害性” “禁毒的法律法
规” “怎样预防染毒” “娱乐场所
面临的严峻禁毒形势” 以及“如何
做好娱乐场所的禁毒、 防毒、 拒毒

工作” 等内容进行了培训讲解， 使
大家深刻地了解毒品的相关知识。
随后， 县局相关领导对加强娱乐场
所管理提出了四点要求： 一是娱乐
场所法人、 业主、 从业人员要重视
毒品的危害， 加强禁毒宣传； 二是
娱乐场所法人、 业主、 从业人员要
加强学习相关禁毒法律法规， 严格
履行自己的职责； 三是娱乐场所法

人、 业主、 从业人员要自觉配合公
安机关加强娱乐场所管理， 要切实
履行好职责， 合法经营。 四是经营
业主按照规定落实禁毒自防措施，
按规定在场所内的大厅、 通道及收
银台等显著位置悬挂禁毒警示牌、
张贴禁毒警示标语， 开展禁毒知识
宣传。

（郭维存）

近日， 互助县工商局精心组
织， 周密部署， 人员、 责任、 措施
三到位， 组织开展了市场专项整治
工作。

———突出重点区域， 强化制度
落实。 对全县 9 家大型商场超市、
25 家食品批发经营户， 396 家个体

经营户进行了专项检查， 检查食品
经营户的营业执照、 进销货台账、
索证索票等制度的落实情况， 引导
和督促经营户自觉把好入市关、 销
货关和退市关。

———突出重点商品， 强化市场
巡查。 采取定期检查和专项检查

相结合、 日常检查与随机抽查相
结合的方式 ， 开展了专项检查 。
专项整治行动中， 查办案件 8 起，
查获过期食品 187 瓶 （袋）。 通过
整治， 进一步规范了全县市场经
营秩序。

（邹素英）

为提高人民群众防毒、 拒毒意
识， 民和公安局禁毒大队民警对全
县易制毒化学品企业开展了安全大
检查， 并走访了公共场所， 与各单
位签订了禁毒责任书。

这期间， 禁毒大队民警认真听
取了相关企业负责人就易制毒化学

品管理、 使用情况的介绍， 随后还
实地查看易制毒化学品的保管场
所， 同时对每家企业的易制毒化学
品出入库登记台账及使用明细台账
等日常管理工作进行了详细检查。
在公共场所， 检查人员对大厅、 包
厢内、 宾馆客房内的显著位置是否

悬挂含有禁毒内容的警示标志、 举
报电话， 台账中是否有禁毒巡查制
度、 工作记录簿等情况进行了认真
细致的询问和检查， 对没有悬挂禁
毒警示标志的娱乐场所提出整改建
议， 要求各场所业主及从业人员要
严格规范场所的管理。 （郭维存）

民和公安开展禁毒知识培训会

加强易制毒化学品和公共场所禁毒管理工作

互助县工商局两项举措强化市场整治

近期， 互助县工商局大力推行商标梯次培育计划，
指导帮扶企业申请注册商标， 帮助企业积极争创知名、
著名、驰名商标，形成“梯队培育模式”。截至目前，全县
共有注册商标 333 件，其中农畜产品商标 78 件、旅游文
化商标 26 件,中国驰名商标 3 件，省著名商标 9 件，市知
名商标 14 件、 县域好商标 13 件，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2
件，国际注册商标 7 件。 今年共培育商标 70 件，注册申
报 28 件。

（通讯员 王永锋）

互助县工商局
大力推行商标梯次培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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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机场大巴

一市民询问： 机场大巴在哪乘坐？ 何
时发车？

青海机场有限公司回复： 西宁市区至
西宁机场有两个发车点———八一路客运站
和青海宾馆。 进入冬春季， 八一路客运站
的机场大巴首班发车时间为 5 时 30 分，
之后从 8 时至 20 时， 每间隔一小时 （整
点） 发一趟车， 另根据航班具体情况有时
会半小时发一趟车； 青海宾馆的机场大巴
从 8 时至 18 时， 每间隔一小时 （整点）
发一趟车。 旅客可根据自己的航班起飞时
间提前两个半小时乘车。 （彭娜）

关键词： 退休

市民曹女士询问： 家住城北区， 身份
证的名字和档案上的名字不一致， 自己的
档案在格尔木， 影不影响退休？

城北区社保局工作人员答复： 不会影
响退休， 曹女士本人先去格尔木调档案，
顺便去格尔木的派出所开具户籍证明和重
用名证明， 然后再去格尔木的社保局将自
己的档案取出， 把第一页的招工表复印一
下， 加个重用名即可。

（季蓉）

漏水井盖松动 社区协调修复
本报讯（记者 季蓉） “院子里水管

漏水， 每天看着水白白流着， 心疼啊。”
前不久， 家住城东区互助中路 131 号机
械化家属院的张先生向本报社区联络站
反映。

张先生称， 家属院里 1 号楼 1 单元、
2号楼 1 单元、 2 单元楼门前路口处， 井
中的水管漏水， 已经有一个多星期。

在现场记者看到， 家属院里楼前的
大片空地被水淹没。 据住户介绍， 由于
井内的漏水管道没有及时修复， 井内流
出的水给附近的排水井带来了较大压力，
使排水井接近饱和， 最终导致水流无法
顺畅排出， 全部积在了院内。

只要一提到出行， 小区住户王先生

就很头痛。 他说:“院子里的路本来就不
好， 一漏水就变得更加泥泞， 只能踩着
砖头踉踉跄跄走路。”

住户刘女士反映， 家属院内一处井
盖松动， 车辆经过时井盖就会被带起，
十分危险。

随后， 记者在家属院 2 号楼 3 单元
楼前看到， 井盖的确出现松动情况， 汽
车经过时， 能明显听到咣当一声， 有时
井盖还会被汽车给带起来。

住户说， 131 号院是原机械化破产
家属院， 属于无物业管理小区， 建成的
时间比较长了， 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安全
隐患， 井盖不牢便是其中之一， 由于问
题得不到解决， 所以住户们只能提醒孩

子走路的时候注意安全， 不要走有井盖
的地方。

为彻底解决小区水管漏水、 井盖松
动问题， 幸福居委会将 131 号家属院上
下水管网改造项目作为 2015 年度居委会
服务群众专项， 幸福居委会工作人员帮
助居民联系到了互助中路社区党工委。
互助中路社区党工委了解情况后非常支
持， 愿意出面帮助居民解决困难。

维修费用有了保障， 小区业主委员
会马上联系工程队开始施工， 用了一周
的时间， 对院内的下水井及管道重新整
修、 铺设， 并对下水井盖、 破损路面更
换维修。 最后， 居委会和业主委员会共
同验收了工程。

办事处开表彰会
激励好学居民

本报讯 （记者 李月娟）11 月 13 日上午，
兴海路街道办事处表彰了兴海路地区学习型
单位、学习型家庭和个人，兴胜巷社区居民闫
松龄是受表彰的一员。

今年七十多岁的闫松龄， 是兴胜巷社区
的热心人，只要社区有啥事，他准会在社区
出现。“现在社区有啥事都会在微信公布，年
纪虽然大了但也得学习。 ”闫松龄说，随着智
能手机越来越普及， 老年人也不再满足于
接、打电话，发短信等“初级”要求了，而是
也想像年轻人一样， 可以随意上网聊天、查
询资料，甚至和远在外地的家人、朋友微信
上聊一聊。 在兴胜巷社区举办的使用微信小
课堂中，闫松龄就是其中的一名学员。

兴海路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说， 举办这
样的表彰大会就是激励辖区居民通过学习提
升自身素养。

◎近日， 城东区林家崖社区召开了
“创城面对面”座谈会，干部群众围绕西宁
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建言献策， 另外还针
对辖区生态环境、 社会治安等问题展开讨
论。 （季蓉）

◎11 月 16 日，南川西路街道办事处福
禄巷南社区举办了急救知识培训讲座，青
海省红十字会专业人士为居民讲解了烫
伤、 烧伤以及突发疾病造成的心跳呼吸不
畅等急救办法。

（燕卓）

盐庄社区从原来的三十多平方米的“蜗居”，搬进建筑面积一百多平方米
敞亮的工作区。五年来，社区积极推行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建立便民热线、
短信服务、社区网站等平台，拉近了社区与居民之间的距离，推进社区工作协
调发展。 本报记者 祁晓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