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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末，青海家电市场火热的店庆
盛典，激烈的价格演绎，将在青海交电大
楼激情上演。9 月 15、16、17 日三天消费
者在青海交电大楼购买冰箱、冰柜、洗衣
机、热水器、油烟机等家电商品预交 20元
抵 2000 元。购买家电 400 元以上，凭购
物发票即可参加砸金蛋活动，抽 1 元 65
英寸液晶彩电、1元 210升容声冰箱、1元
美菱 9公斤洗衣机、1元万家乐 50升热水
器、1 元电磁炉、1 元海尔油烟机 ......1 元
家 电 随 你 抽 。 同 时 ，消 费 者 套 购 满 额

38888 元送苹果 7 手机；满 28888 元送苹
果 ipad；满 18888 元送周大福黄金。店庆
期间，交电大楼会员购物有 5倍积分的超
级福利。

青海交电大楼 9 月 15、16、17 日三天
20 周年店庆日，是广大消费者购买家电
的较好时期，目前交电大楼已和国内外
上百家知名品牌厂家签订店庆让利协
议，厂商店庆让利幅度空前：60英寸名牌
液晶仅售 3888元；55英寸液晶彩电 4K仅
售 2688 元；美菱大容量 518 升名牌冰箱

仅售 1888 元；新飞 210 升冰箱仅售 888
元；小天鹅单筒洗衣机仅售 88 元；8 公斤
美菱双缸洗衣机仅售 588元；50升万家乐
热水器仅售 568 元；欧式烟机+燃气灶仅
售 1598 元。9 月 15 日至 17 日，青海交电
大楼 20周年庆感恩钜惠，低价领航，店庆
价直击 5折。

返券直降、好礼实惠多。除了价格大
幅度让利之外，9 月 15 日至 17 日店庆期
间，青海交电大楼准备了电压力锅、电饭
煲、电热壶、挂烫机、洗衣机、电磁炉、套锅

等在内的总价值百万元的促销礼品。
青海交电大楼 20 周年店庆家电风

暴，钜惠来袭。商业巷总店、五四店、力
盟精品店、小桥店 4家实体店和网购商城
促销活动同时展开，线上线下同型号商
品同价销售，同时配送。青海交电大楼
网购商城携手全省 37家网购商城体验店
劲爆促销，豪礼赠送，商品全，价格低，服
务好。特价资源，礼品超市，全线让利等
活动全面出击，惊喜不断，好礼不停，实
惠更多。

青海交电大楼荣耀20周年庆 周末演绎巅峰时刻
1元家电+预存20抵2000元+套购送苹果7手机

本报讯（记 者 杨 健 通 讯 员 范 生
栋）“‘金秋助学’让我可以继续学业，谢
谢工会组织！”9 月 11 日，接到城北区总
工会发放的 3000 元助学金后，受助学生
代表李敏说。

18岁的李敏家住城北区小桥街道小
桥社区，由于父亲无稳定工作，母亲身体
残疾，家境贫寒。今年高考，当他以优异
成绩被青海大学录取时，全家高兴不已。
然而学费和生活费让李敏有些担忧，家中
经济来源全靠父亲打短工所得，一时难以
凑齐这笔费用。没想到事情很快出现了
转机，城北区总工会将他列为了“金秋助
学”资助对象，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据介绍，为了把“金秋助学”这项惠
及困难职工及其子女的好事办实办好，
让“金秋助学”这座党委、政府与群众的
连心桥架得更稳、更实、更温暖，今年城
北区工会组织资助困难职工家庭大学生
94名，总共发放助学金 28.2万元，每人发
放助学金 3000元，帮助他们圆了大学梦，
让他们扬帆起航放飞梦想。

本报讯（记者 贾雪琦）日前，以开学
典礼为契机，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少年
庭法官走进西宁市南川西路中学，以“远
离校园暴力，共建和谐校园”为主题，为全
体师生上了一堂生动的法制教育课。

法制课内容针对中学生日常校园生
活，以普及中学生法律知识、提高自我防
范能力、自觉抵制不良行为侵害为出发
点，旨在让同学们了解到什么是校园暴
力、校园暴力的危害和特点、如何预防校
园暴力等内容。在讲课过程中，法官引
用真实案例，同时还对青少年犯罪数据
加以分析，增强了说服力。收到了较好
的社会效果，达到了预期目的。

本报讯（记者 吴梦婷）今年以来，西
宁市城中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把科技惠农、科技惠民和改善民生作
为科技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开展项目申
报，推进精准扶贫，带动全区农民群众实
现致富增收。

科技项目带动贫困户增收
近年来，中区通过农业转方式、调结

构等措施，培育农村发展新动能，加快构
建现代农业体系，全面提升农业经营效
益和现代化水平，在科技创新、绿色发展
方面迈出新步伐。

9月 12日，记者从城中区科技文体旅
游局了解到，目前中区高原土鸡科学育雏、
生态养殖及理论与实践培训项目、双层膜
高效技术马铃薯与生姜套种栽培模式项
目、牦牛生态养殖全混合日粮配制关键技
术研究与示范推广等项目正在开展中。

这些科技项目的实施不仅覆盖合作
社周边的贫困养殖户，也带动周边贫困
户实现增收。仅牦牛生态养殖项目服务
覆盖总寨镇上细沟和杜家庄两村的 23户
贫困户，将有效带动近百农牧民户均增
收 5000元。

此外，中区每年还组织实施星火培
训项目，加大全区科技人才培养力度，通

过集中培训，提高社区干部及科普志愿
者的自身科学文化素质和社区管理能力
水平。为解决科技人员匮乏问题，中区
在全区范围内启动实施各类培训计划，
选派具有专业技术特长的科技人员，深
入农村和基层一线开展科技创业创新服
务，为群众提供便利。

科普工作进社区百姓点赞
在实现以科技推进精准扶贫基础

上，城中区结合全区科普工作实际，将
“创新创业、科技惠民”主题融入到社区
工作的方方面面，使科普工作进一步常
态化。

在城中区二机社区，有一家微型科
技馆。群众可以从科普阅览屏、终端显
示器触摸屏中了解社区发布的各类活动
和科普网站上的各类科学知识，为推进
科普工作信息化建设，社区还建立“社区
e站”，随时跟群众实现科技信息共享，社
区居民随时随地可以在手机上共享云端
资源，分享的资源涵盖技术推广、科技教
育，满足了居民对科技信息的需求。这
种创新的科普模式，得到社区群众的点
赞，在全国范围内走在前列。

扎实开展青少年科普教育
为加深青少年对中区现代农业发展

的认识，城中区科技部门扎实推进青少
年的科普教育。为培养青少年创新精神
和实践能力，今年，城中区科学技术协会
和城中区教育局联合在全区开展城中区
科普示范学校创建活动，提高学生科学
文化素质，并组织辖区内学生走进科技
示范园开展科普实践活动，了解现代农
业发展情况。

6月，城中区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城中
区教育局共同举办城中区科技辅导员培
训班，区属 21所学校的 42名科技辅导员
参加培训。科技辅导员培训班的举办，
在西宁市范围内尚属首例，培训班填补
了西宁市科技辅导员培训工作空白的同
时，也为全面提升城中区青少年科学素
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另外，城中区文化馆、社区文化站等
地，将各类文化演出活动与科技创新工
作结合，各类文化活动有力提升了群众
创新意识和科学素质，辖区居民对创新
工作的参与度也不断提高。

科技创新引领中区经济全面发展

本报讯（记者 贾雪琦）为教育引导广
大干警不断加强自身修养，推动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断深入开展。9 月
11 日，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全体干警
进行了党风廉政建设知识测试。

为加强全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工
作，城中区法院监察室先后安排全院干警
通过报刊、媒体和手机 APP 等载体，采取
支部集中和个人自学等多种方式相结合
进行学习。要求干警认真学习《中国共产
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等。并结合法院工作实际，深入学
习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相关文件内容，组
织干警观看全面从严治党大型纪录片《巡
视利剑》，教育全院干警以案明纪，警钟
长鸣。

城中区法院开展
“法律进校园”活动

城中区法院开展
党风廉政知识测试

94名贫困学生
收到助学金

本报讯（记者 周建萍）物业好不好，直
接关系到小区居民的日常生活。为此，在创
城过程中，城东区始终把提升物业管理水平
作为重中之重，在各物业小区展开了小区环
境大整治等一系列活动，全面提升了东区的
物业管理行业服务水平和整体形象。

9 月 12 日，据城东区建设局工作人
员介绍，自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以来，东区

多次组织各镇、社区物业站、物业公司负
责人召开会议，对重点事项、重点部位的
整治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先后成立了创
城工作物业督察小组，深入小区，重点对
工作人员统一着装、持证上岗、挂牌服务
和保洁、绿化服务等存在的问题督办整
改。针对部分小区存在的卫生死角、乱
摆乱放等老大难问题，主动寻找突破解

决办法，责任到人并逐一落实完成时
限。8 月以来，东区各小区物业积极行
动，清理垃圾死角，清洗垃圾桶，清理楼
道内乱堆放的杂物及楼道内乱涂乱画，
做到清理清洗全覆盖，共计清理垃圾 50
余吨、乱张贴一千余处，给居民营造了干
净卫生的工作生活环境。同时，加大小
区内宣传力度，引导居民参与创城。

城东区全面提升物业服务管理水平

9 月 10 日，省城一处住宅区
内，商家推出仿真科幻怪兽吸引
住户，外星人科普乐园外星人展
是一种新出现的特殊展览，通过
艺术手段，还原各类电影、电视、
小说等作品中的外星人形象，为
人们带来强烈的视觉效果和新奇
的体验。

本报记者 祁晓军 摄

本报讯（记者 魏金玉 通讯员 常秉
玉）9月 12日，750千伏日月山变电站迎来
一批特殊的客人——来自青海甘河工业园
区的14家企业负责人，参观了担负园区用
电负荷的日月山变电站。供用电双方共话
用电安全，共同牢筑电网安全。

目前，青海电网已形成东接甘肃、西
接新疆、南联西藏的交直流混联电网，是

全国西电东送的重要通道。由于青海电
网负荷结构单一，且分布不均衡，单一客
户用电负荷越来越大，致使大电网安全
风险剧增。为确保大电网安全稳定运
行，国网青海省电力主动与省内 20 家重
要客户“对接”，开展技术监督无偿服务，
对电气、化学、金属、热工、计量、继电保
护等 6 个专业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全面

排查，并对重要用电客户专业人员进行
技术指导。

为营造良好的供用电环境，国网青
海电力表示，将继续以技术监督服务、指
导为主要手段，梳理重要用电客户引用
的标准和技术规范，与国网公司有关标
准进行比对分析，进一步提升技术监督
工作的针对性。

国网青海电力“对接”园区大客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