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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季蓉）3月 13日，记者从
西宁市城西区媒体见面会上了解到，今年，
西区继续发挥民政工作在保障民生方面的
职能作用，把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医疗养老
康复中心建设项目、特别是困难群众的精
准帮扶工作做实、做好，使困难群众的生活
得到进一步的保障，落实好各项精准帮扶
措施。

提升住房救助标准。在棚户区改造
中，对持有《青海省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证》和《残疾证》的被征收入，除同等享受
各项征迁补偿外，继续给予不低于 20000

元/户补助；对辖区低保户及低收入困难家
庭（不含分配到公租房的家庭），每年每户
给予 500元物业补贴。

增加生活救助补贴。在对低保户原有
每户每月补助 5 吨水费、10 度电费和 12 元
燃气费的基础上，2017 年每户每月再增加
40 元补贴，对低保户每年减免后由个人缴
纳的 108 元有线电视费全额补贴；对重点
优抚对象中的困难家庭，每年八一建军节、
春节期间，给予 3000元至 5000元补助。

实现教育救助全覆盖。将学前教育与
职业教育纳入救助范围，对考入职业教育

院校（技校）的困难考生，一次性给予 2000
元至 3000元救助；对辖区家庭贫困残疾幼
儿给予每生每月 280元入园生活补助。同
时，将贫困家庭大学生全部纳入城市低保
范围，对低保家庭大学生每年给予 5000元
至 7000元全程资助，对低收入家庭的大学
生给予 3000元至 5000元一次性临时救助。

加大就业救助力度。对已在西区参加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但距法定退休年
龄不满五年或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困难
群众，且仍需缴纳五年内的养老保险费用
的，西区为其先行垫付缴纳，待其退休后，

按照相关程序退还垫付资金。
提高残疾人帮扶力度。对有创业意愿

的残疾人按照创业规模，一次性给予 3000
元至 20000 元的补贴；对已就业的残疾人
每人每天交通补助 4 元；对重度残疾人生
活补贴在市级每人每月 100元标准的基础
上提高到 200元，对三、四级残疾人在原有
每人每月 50 元补助的基础上，再增加 50
元。对患重大疾病、意外伤害、患病卧床 6
个月以上的残疾人（低保残疾人患病 3 个
月以上），在社会救助的基础上，再给予
5000元至 8000元临时救助。

省城西区精准帮扶到户到人

本报讯（记者 何耀军）最近几天，气
温逐渐升高，西宁天气干燥，极易发生火
灾。3 月 10 日，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东
峡镇就发生了因烧秸秆引起的森林火
灾。引发火灾的村民已被刑事拘留。

3 月 10 日下午，有网友发布视频及
照片称，大通县鹞子沟附近的山上发生
火灾。网友发布的信息显示，火灾现场
浓烟滚滚，山林间明火还在蔓延。当日
下午，记者联系多部门获悉，明火已经扑
灭，详细情况待查。

11 日，大通县林业局官方公众平台
“大通林业”发布《县林业局召开森林防
火紧急会议》称：3 月 10 日，县东峡镇多
隆村下石坡发生森林火灾，经调查，过火
地类为有林地、未成林造林地、宜林地，
过火面积为 62 亩，其中后有林地 12.5
亩、未成林造林地 8.6亩、宜林地 40.9亩，
烧毁林地树种为青海云杉、沙棘、花楸
等。信息显示，当日下午，大通县林业局
各科级干部根据划分好的 6个责任片区
进行防火隐患排查。

12 日，西海都市报记者从大通县森
林防火办公室获悉，这起火灾是因为村
民燃烧秸秆引发，涉事村民已经被刑事
拘留。据西宁市森林防火指挥部的通
告，每年 10 月 1 日至次年 5 月 31 日为全
市森林防火期，任何单位和个人都要严
格遵守森林防火法律法规和林区防火制
度，严防森林火灾的发生。

西宁市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西
宁市森林公安局相关人士告诉记者，进
入春季防火期以来，西宁天气干旱、降水
偏少、风大物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持续
保持高危状态。随着春分、清明到来，上
坟祭祖的人员骤增，防火形势更为严
峻。因此，3 月 15 日至 4 月 15 日为西宁
市森林防火高火险期。在此期间，西宁
市重点林区、国有林场全面实施封山防
火，禁止一切无关车辆、人员进入林区，
林区内严禁一切野外用火。

西宁市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西
宁市森林公安局呼吁广大市民像保护眼
睛一样保护好生态资源安全，春分、清明

文明祭祀，确保绿色家园天长地久。

☆新闻链接☆
高火险期应注意什么

在森林防火高火险期，林区内禁止
行为包括：未经许可携带火种和易燃易
爆品进入林区(地)；祭祀活动时点烛、燃
香、烧纸、燃放鞭炮；农事活动时焚烧田
梗、荒草、烧灰积肥；吸烟、点火取暖及照
明、野炊、点放孔明灯；其他野外用火及
易诱发森林火灾的活动。

因生产、工程施工等特殊情况，确需
野外用火的，应当向县级人民政府或其
授权的单位提交野外用火申请，依法办
理用火许可证，并按照要求采取防范措
施，严防失火。

进入林区的车辆、人员必须严格按
照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要求进行活动，
违者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防火条
例》相关条款予以处罚。违反相关法规
引发森林火灾构成犯罪的，由森林公安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森林公安提醒：3月15日至4月15日为西宁市森林防火高火险期

大通一村民烧秸秆引发山火

本报讯（记者 马小玮 通讯员 范生栋）近
日，西宁市城北区食品药品和市场监督管理局执
法大队开展为期 40天的药品医疗器械流通环节

“春雷”专项整治行动。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对象为城北区98家零售药

店、61家医疗器械公司和 107家化妆品经营单位。
针对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经营使用单位的资质
是否合法有效；经营范围是否与许可范围相符；储
存条件是否符合要求；是否建立并落实购进验收制
度；有无销售记录；是否清理临期、过期药品、不合
格医疗器械等，提升药械监管力度，促进药品、医疗
器械经营、使用单位合法合规经营检查。

监督检查的同时，城北区食药市监局执法大
队重点强化宣传引导，增强药品和医疗器械经营
使用单位的主体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并加强辖
区广大群众用药、用械安全知识，提高防范意识，
营造良好和谐的用药、用械氛围。

省城北区

专项整治药品和医疗器械

本报讯（记者 周建萍）“学一学，很受用。”
“考了两次成绩还不错，但还是有很多需要学习
的。”“没考满分，有些遗憾。”……在参加城东区

“和谐东区”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学党章网上答题
活动后，一些党员这样说。

近日，城东区在“和谐东区”官方公众微信平
台开辟专区，推出学党章答题活动。答题活动围
绕党章，以党员的义务与权利、党的组织制度、党
的基层组织、党的纪律等应知应会内容为主，题型
为单选题、多选题和判断题，共 100道题，满分 100
分。参赛者登录答题，答题完毕后即显示成绩。

这次学党章网上答题活动，有别于以往主
要靠抄写背诵条文或竞赛排名的传统学习方
式，而是通过搭建“指尖”平台，活化了学习载
体，丰富了学习方式，广大党员通过手机参与答
题，简便灵活、易学易记，突出人人参与，变“灌
输式”学习为“互动式”学习，实现从“要我学”到

“我要学”的转变，真正让党章入脑入心。
由于活动时间较长，可多次答题，鼓励每名

党员获得满分争做学习达人，有助于帮助党员反
复学习。来自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不同岗位的
党员在认真学习党章的基础上，踊跃参加答题活
动，并积极转发，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发挥示范作
用，带头参加，活动影响力持续扩大。目前，东区
已有4000余名党员干部参加了答题活动。

省城东区

指尖点一点 网上学党章

本报讯（记者 吴梦婷）农历二月初
二，意味着一年中农事活动的开始，我省
各地会举行各项传统的民俗活动。今年
二月二，即 3月 18日，第六届慕容古寨酩
馏文化旅游节将在西宁市湟中县拦隆口
镇金仓岭拉开帷幕。

酩馏在青海民间久负盛誉，而湟中
县拦隆口镇金仓岭的慕家村酩馏酿造技
术是以家庭为传承方式，言传身教，一
代代传承下来。这种青海人的自酿青稞
酒，如今品牌知名度不断扩大。2015
年，慕家村酩馏被确定为第一批青海老

字号，因其 400 多年历史而成为全省历
史最长的老字号。近日，慕家村酩馏酿
造技艺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慕家村酩馏，由于采用最原始的酿
酒方法，使用当地原生态的原料，酿出
来的酒清香甘洌。此外，如今的慕家村
也开始全方位打造以慕容文化为主，集
旅游、餐饮、文化等为一体的慕容古
寨，成为全国休闲农业及乡村旅游点，
并辐射带动周边的村民走上致富路。全
国惠农兴村、中国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
地、全国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示范点等一

批荣誉的取得，成为慕容古寨一个个金
字招牌。

第六届慕容古寨酩馏文化旅游节,
观众不仅能现场观看蒸新酒、出新酒、
迎酒神、祭酒典等一系列传统民俗活
动，还能走进老烧坊品新酒、体验古法
酿造酩馏技艺，感受独具特色的酩馏文
化。

时间：3月18日，星期日
酩馏祭酒活动——8：00开始
文化活动——11：00开始
地点：湟中县拦隆口镇金仓岭

二月二 品酩馏 赏民俗

慕容古寨酩馏文化旅游节3月18日开幕

本报讯（记 者 祁 宗 珠 通 讯 员 李
勇）近日，西宁市公安局城北分局经侦大
队破获涉案总金额达 132 万元的系列信
用卡诈骗案 44起，抓获犯罪嫌疑人两名。

去年底，城北分局经侦大队连续接
到多名受害人报警称：个人身份信息被
他人冒用办理信用卡后透支。案发后，
经侦大队民警立即开展案件侦破工作，
经过调查取证，最终锁定犯罪嫌疑人马
某及乔某的身份及活动轨迹。

1月初，犯罪嫌疑人马某在西宁市城
中区一家网吧落网。3月初，经侦大队民
警在西宁市城西区五四大街路口将犯罪
嫌疑人乔某抓获。审讯时，两人对其冒
用他人身份信息诈骗作案 44起的犯罪事
实供认不讳。

据了解，犯罪嫌疑人乔某之前系某
银行员工，利用职务之便伙同社会无业
人员马某盗用他人身份信息办理信用
卡，两人用办理的信用卡透支挥霍。目
前，犯罪嫌疑人乔某已被西宁城北警方
依法刑事拘留，马某已被检察机关批准
逮捕，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城北警方破获
系列信用卡诈骗案

本报讯（记者 祁宗珠 通讯员 才让杰）3 月
13日，记者从西宁市公安局城东分局了解到，针
对校园安全管理存在的薄弱环节，今年城东警方
在城东区各学校成立校园治安管理中队，逐步打
造平安校园建设的长效机制，给广大师生营造良
好的教学及学习环境。

据城东公安分局治安大队相关负责人介绍，去
年，城东警方抽调4名治安管理大队民警组建了校
园安全管理办公室，在西宁市二十二中开展校园治
安管理中队试点工作，全面负责校园的人防、技
防、物防和安防工作，与派出所、学校、交警、城管、
文化等部门联合执法，净化了校园及周边的环境。

据悉，城东警方今年将在全区范围内推行
校园治安管理中队建设，协调派出所、学校、交
警、城管、文化、消防、医院等多家单位，加强校
园周边环境治理，加强校园法制教育、安全教
育，推动城东区平安校园建设。

省城东区

成立校园治安管理中队

3 月 12 日，省城昆仑路 200 米长的主题景观墙已建成，包括环湖赛、绿色发
展、高铁等内容。目前，西宁市已完成 7 个公园游园景观提升改造及 4 处街头游
园的新建任务，昆仑路、小桥大街等5处立体景观墙建设工作。

本报记者 祁晓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