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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找找你钱包里有没有？
茅台镇生态原浆酒产于中国酒都茅台镇。窖池中丰

富的微生物和香味物质，使得酒体丰满浓香，各味协调。2
次投料，9次蒸馏，8次加曲发酵，7次取酒之工艺，长期洞
藏，制成了52度浓香型高档粮酒，酒体醇厚、空杯留香等特
点。茅台镇生态原浆酒浓香四溢，包装大气上档次。

我们是正规酒厂，手续齐全，各项指标完全符合国家
制定的执行标准，每批酒都经国家权威部门检验合格后才
出厂，是经得起检验的放心酒！

特别适合：自饮小酌、孝敬长辈、探亲访友、宴请客户、
礼尚往来、家宴喜宴、朋友聚会。

温馨提示：单张100元钞票上号码6位数字相同的号码可换2箱（如：23111111、89222222---999999）；
单张 100元钞票上号码8位数字相同的号码可换8箱（如：11111111、22222222---99999999）

原厂直供 物美价廉 省去层层经销
直接让利消费者

酒厂
厂家推广直销 省去中间环节

消费
者

总经销
10-15%

代理商
15-20%

批发商
15-25%

专卖店
10-15%

原价一件6瓶1728元 现在100元带回家

茅台镇生态原浆酒进驻西宁大型推广活动，厂家直供，没有中间环节，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从工厂直接到消费者手中，真正让利于民，现场免费品尝，满意再兑换。

茅台镇生态原浆酒大兑换
全城搜寻豹子号、顺子号、双胞胎号百元钞…… 100

E7A6740111

100
E7A6333275

100
E7A6112275

100
E7A6234373

100
E7A6865789

100
E7A6867788

兑换咨询电话：

18797346101
温馨提醒：本次活动点仅限上
述地址，保障酒水质量；若参加
其他购买地点活动，产生质量
问题，与我方活动无关。

6瓶茅台镇生态原浆酒
6瓶x288元=1728元

快到青海日报社家属院青报商城网配送部，百元兑酒火爆进行中

自从贵州茅台镇“52 度生态原
浆酒现场百元品鉴兑换活动”隆重
登陆西宁以来，市民对换购活动的
热情不减，每天咨询热线络绎不绝，

兑换现场人气非常火爆。凡想参加品鉴兑换活动的西宁
人，赶紧找任意位置有三位同号、连号或四位对子号的百
元钞，如：111、555、123、987、678、AABB、7788……，凭该类
型百元钞，在现场一张可兑换价值1728元的“茅台镇生态
原浆酒”一箱!(52度浓香型、500ml/瓶×6瓶)。

西宁的酒友有口福了，喝酒收藏两全其美，超值！

100元换购1箱6瓶茅台镇生态原浆酒

兑换地址：青海日报社家属院往1号楼方向青报商城网配送部(西宁市城中区长江路5-23号)
乘车路线：可乘7路、9路、10路、14路、15路、19路、21路、27路、35路、39路、66路、77路、80路、84路、104路、106路

【浓香型】

本报讯（记者 郭红霞）8 月 24 日，记者
从青海省气象台了解到，受冷空气影响，未
来几天，我省大部分地区持续降雨天气。
西宁市也将持续降雨天气，气温将保持在
11摄氏度至 20摄氏度之间。

最近几天，西宁每天都有一场不期而
遇的雨。根据青海省气象台监测，未来三
天，除海西西部外，全省天气依然以降雨
为主。

因连续几天的降雨天气，很多市民穿
上了外套。8 月 25 日，海西西部阴，大柴
旦、化隆、黄南南部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
有小雨或阵雨。8 月 26 日，海西西部阴，都
兰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8
月 27 日，海西西部、果洛南部多云或阴，清
水河、玛多、祁连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有
小雨或阵雨。

入秋以来，西宁市的气温不断下降，阴
雨天气让不少市民直喊冷。未来三天，西
宁市将持续小雨天气。气象专家提醒市民
注意保暖，带好雨具。

具体预报：8月 25日，小雨，日最高气温
17 摄氏度，日最低气温 11 摄氏度。8 月 26
日，小雨，日最高气温 20 摄氏度，日最低气
温 11摄氏度。8月 27日，小雨，日最高气温
15摄氏度，日最低气温 12摄氏度。

本报讯（央广记者 葛修远）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大型直播节目《城市新
跨越——大美青海，秘境黄南》，昨日
下午向听众和网友推介展望了黄南藏
族自治州的新发展、新面貌和新未来。

在热贡艺术博物馆进行的一小时直
播节目，分为《文化名城、寻梦黄南》《秘
境之城、旅游乐途》《生态之城、创新发
展》三个篇章。主持人和嘉宾以“探秘”
的方式引领听众走进秘境黄南，领略富
有特色的经济、生态、文化和旅游业的
全新发展。

为了做好这期直播节目，直播组一

行 10人提前抵达黄南藏族自治州，分组
前往同仁、河南县多地，采访制作了“热
贡艺术的传承与发展”“热贡六月会，高
原上的狂欢节”“藏餐，在传统中寻求创
新”“留住碧水蓝天，瀞度水流向世界”
等精彩录音专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华夏之声、香港之声、青海记者站与黄
南电视台合作完成了此间的大型直播
节目。

在 24 日 16 时至 17 时的直播节目
中，节目嘉宾，黄南藏族自治州州长乔
学智，向听众介绍了热贡文化的传承
历史与发展、藏文化产业发展情况及

“234”旅游发展战略。州旅游局局长
桑林青向听众介绍了黄南州丰富的旅
游资源。

据直播组负责人诸雄潮介绍，《城
市新跨越》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华夏
之声、香港之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携
手内地及香港、澳门的 60余家广播电台
联合推出的大型直播节目，目前已经成
功在全国 60 余个城市举办。应省政府
的邀请，《城市新跨越》自 2014 年至今，
已分别完成了西宁市、海西蒙古族藏族
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和黄南藏族自
治州的直播推介。

本报讯（记者 莫青）记者从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厅获悉，我省领取养老保险待
遇生物识别认证系统应用试点工作启动。

领取养老保险待遇生物识别认证系
统通过“人脸自动生物识别”和“指静脉识
别”技术，配合全省集中的待遇领取资格
认证系统，建立统一的人脸模板数据库。

此项技术的应用，将减轻领取待遇人员跋
涉之苦，极大方便领取养老保险待遇的企
业职工和城乡居民进行自助资格认证。
目前，这项工作已完成信息系统认证设备
采购和集成工作，并实现了与企业职工、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业务经办系统、人社部
异地退管平台的有机衔接。

年内，我省将在西宁市本级和西宁
市城西区、城北区、城东区、湟中县，海
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黄南藏
族自治州同仁县和三江集团社保办试
点，2018 年起将正式在全省运用生物识
别技术开展企业职工和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待遇领取资格认证工作。

教育脱贫百日攻坚：

确保一个都不能少
本报讯（记者 莫青）日前，省教育厅决

定从 8月起在全省组织开展为期三个月的
教育脱贫百日攻坚工作，确保完成 2017年
度教育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通过为期三个月的教育脱贫百日攻
坚工作，精准识别每一名贫困家庭子女就
学情况，针对义务教育阶段辍学、普及高
中阶段教育等突出问题，制订专项工作方
案。完善教育结对帮扶机制，强化义务教
育控辍保学，加强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教
育资源建设，提高教育普及水平，确保各
项教育发展指标达到目标要求。

8月，各地及时组织安排各县（市、区）
对照教育扶贫基础数据平台各学段未入学
或辍学、未享受资助政策等有关情况进行
全面摸排，制订专项工作方案。采取领导
包片、干部包户包人等有力措施，对未入学
学生逐一劝学，督促适龄儿童全员入学，一
个不少地保障贫困家庭子女接受义务教
育。抓好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学龄人口入
学动员工作，加强“两后生”职业教育技能

培训、生源地贷款等大学生资助工作。
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建立建档立

卡贫困家庭子女在读档案，建立结对帮扶
机制，帮助解决学习生活上的困难，确保
顺利完成学业。各高校、各职业院校做好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就业专项服务
工作，确保贫困家庭大学生就业。

9月，各地将根据秋季开学情况，对九
年义务教育巩固率和初中毕业生升学率
等教育发展指标 认真测算，针对薄弱环
节和教育脱贫指标，寻找差距、分析原因、
强化措施，完善教育脱贫工作档案资料。

特别是将全面完善义务教育在校生、
初中毕业生跟踪档案，及时收集每一个在
校生和初中毕业生升学就读信息，全面提
高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初中毕业生升学
率和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加大对“两后生”技能培训，职业学校
根据培训需求，创新培训方式，提高培训
实效。加强与扶贫部门对接，以扶贫部门
建档立卡数据库为基础，以秋季开学为时

间节点，全面梳理贫困人口学龄段建档立
卡信息，安排专人负责组织更新教育扶贫
数据平台，确保数据准确、完整、翔实。各
高校要根据录取情况，及时更新建档立卡
贫困大学生信息，做好资助工作。

10 月，开展教育脱贫工作“回头看”，
查漏补缺，加强薄弱环节，夯实教育脱贫
基础，全面整理控辍保学、学生资助、职业
技能培训等工作档案资料，确保完成脱贫
摘帽的各项教育指标和目标任务。

本报讯（记者 莫青）记者还从教育
厅获悉，从 8 月起开展为期三个月的教
育项目建设“百日攻坚”行动，总体目标
是完成全省教育系统年内固定资产投
资目标 24.3亿元。

总体目标中，“全面改薄”为省级教
育重点项目，完成目标为 10亿元；青海民
族大学固定资产投资目标完成 2.1 亿
元。通过全面推进项目实施，确保全省
13个县通过国家县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验收，11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县实现
教育精准脱贫，42个集中连片特困县“全
面改薄”完成70%以上规划建设任务。

教育项目建设“百日攻坚”行动，实
行“周检查、旬协调、月督办”的督导机制
和领导联点包校督察机制，使每一个项
目、每一个施工环节都落实到每一个责
任单位和每一个责任人，确保实现全省
教育项目建设年度目标，奋力开创教育
项目建设工作的新局面。

全省教育项目建设“百日攻坚”行动启动
★相关新闻★

未来几天

我省大部持续降雨
气温在 11℃-20℃之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城市新跨越》直播推介秘境黄南

我省养老保险待遇认证即将“刷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