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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持续推进“便民办税春风行
动”，进一步落实“放管服”改革工
作，格尔木市国地税联合办税厅首
次开展“办税服务明星”评比活动。

本次评选活动本着公平公正，优
中选优的原则，从思想品德、工作纪
律、工作业绩、服务态度、业务技能、

集体观念六个标准入手，对办税服
务厅工作人员业务办理的流畅性、
服务手段的创新性等方面进行了综
合评选。经过民主评选，闫玮和张
奋娟两位同志荣获本季办税服务明
星。

此次办税服务明星活动的开展，

充分地调动了办税服务厅窗口工作
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荣誉感，形成
了“比、学、赶、帮、超”的浓厚氛围。
打造了纳税服务品牌，展现了新时
代税务机关窗口服务的崭新面貌，
为进一步落实“一厅通办”工作增添
了新的亮点。 （通讯员 文生娜）

格市国地税联合办税厅开展评选“办税服务明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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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燕卓）今年以来,西宁市
城中区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以就业
创业、住房、医疗、教育、社会保障为抓手，
强力推动全区困难群体精准帮扶各项工
作。

加强就业创业扶持。加大创业扶持
力度，为低保和低收入家庭成员、残疾人
发放灵活就业社保补贴共 707 人、245.32
万元。加大公益性岗位安置力度，为就业
困难人员安排公益性岗位。积极帮助就
业困难群体就业，举办就业援助专场招聘
活动，提供就业岗位 977个，并为就业困难
人员提供岗位推荐、技能培训、灵活社保
返还等政策咨询。

完善住房保障制度。落实房租补贴，
对低保和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实行廉租
房租赁补贴、公共租赁住房租金减免和公
租房物业服务补贴政策。向贫困群体给
予购房和安置优惠政策倾斜，先后实施 9
个房屋征拆项目，在制定征拆补偿安置方
案时，均将贫困及困难群体纳入补助范
围；对征收范围内持有低保证和残疾证的
困难群体按照 20000 元/户给予补助。在
房屋征拆项目实施过程中，按照相关规定

优先为贫困群体安置公共租赁住房 42套。
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全面实施低保、

特困家庭“一免十减”政策，为辖区贫困人
口减免挂号费。落实城镇贫困和困难群
体医疗服务“八覆盖”，实施免费白内障复
明手术工程；开展包虫病免费药物治疗和
手术费用补助工作，为 8 名包虫病手术患
者共补助 6.4 万元；落实贫困人口医疗救
助，累计为特困、低保、重残人员发放医疗
救助金 935.9 万元、门诊补贴 7.5 万元，资
助参保参合金 84.3万元。

加大教育扶助力度。建立健全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帮助贫困学
生顺利完成学业。建立党团教师结对帮
扶留守儿童制度，开展贫困家庭学生帮扶
行动。利用城中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
导站，发动家庭、学校、社会共同参与，构
建留守流动儿童关爱网络，与留守流动儿
童父母和监护人的交流和沟通，覆盖全区
21所学校。

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建立梯次救助
制度，在重点保障特困供养人员、低保家
庭生活的同时，扩大救助政策覆盖面，建
立“救急难”帮扶基金，与临时救助政策相

互补充，对突发性临时性急难家庭及时给
予救助。落实生活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积极推进政
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引进 5家社会组织，
依托社区日照中心，为老年人和社会弱势
群体提供精神慰藉、心理咨询、生活照料
等服务。

强化公共服务能力。开展图书赠阅
活动，为全区各街镇、社区配发图书 7万余
册，电脑 200 台；依托 32 个农家书屋、8 个
街镇文化站和电子阅览室，打造“家庭书
箱”阅读项目，为 150 户家庭配发 1800 册
图书和 150 个定制书箱。开展“百支团队
百面旗，文化志愿走基层”活动。利用“送
电影、送演艺”的方式为广大群众送去温
暖。组织 40 余名农民工子女和贫困学生
成立“小土豆”合唱团，多次在省内外和国
家级少儿合唱比赛中获奖。

开展结对帮扶活动。扎实开展机关
单位党组织“双进双联四服务”在职党员
进社区活动，结对帮扶的干部职工深入贫
困村和贫困户，认领“微心愿”，走访慰问
困难户，开展志愿活动。扎实开展扶贫驻
村工作，选派 4 名“第一书记”和 8 名驻村

工作队员赴总寨镇 4个后进村开展扶贫工
作。争取省民政厅彩票公益金 280 万元，
对接 10 家社会组织为困难群体试点开展
12项政府购买社区便民服务项目。同时，
依托“幸福党建联盟”，青海省企业信用协
会、向阳花公益等“两新”组织通过整合各
类企业丰富的资源，充分发挥扶危济困、
公益慈善等领域的优势，发动党员干部带
头为莫家沟村贫困户捐款。

下一步，城中区在保质保量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同时，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
完善制度，高标准高质量抓好城镇贫困和
困难群众精准帮扶工作，全面推进城中区
精准帮扶工作迈上新的台阶，确保困难群
众如期脱贫。

城中区全力推动精准扶贫

声 明
姓 名 执 业 证 号
李成琴 02000163000080002017017441
王 萍 02000163000080002017017450
柳金萍 02000163000080002017009610
刘 辉 02000163000080002017006117
马明福 02000163000080002017007005
李成兰 02000163000080002018004892
马有祥 02000163280180002017000230
侯振萍 02000163000080002017017597
晁丹丹 02000163000080002017011115
吕淑湘 02000163000080002017015249
马富贵 02000163000080002017018811
王小川 02000163000080002017018838

马文绍 02000163000080002017018879
冯大成 02000163000080002017018397
马发祥 02000163000080002017017468
张旭彬 02000163000080002017018233
张海萍 02000163000080002014001778
红 霞 02000163000080002017015706
叶玉莲 02000163000080002017014369
路小强 02000163000080002017017896
马应龙 02000163000080002017010794
马有栋 02000163000080002016009583
王 滨 02000163000080002017018225
李得芸 02000163000080002017005673
兰 却 02000163000080002017017087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以下人员的保险营销员执业证
遗失，特此声明。

本报讯（记者 周建萍）5 月 16 日，记者从西宁市民政局
了解到，自 2016 年西宁市在全国率先实施城镇贫困和困难
群众精准帮扶工作以来，有效整合帮扶资金和救助资源，统
筹推进精准脱贫工作由农村向城镇延伸，帮扶对象由低保家
庭向低收入群众拓展。两年间，西宁市先后投入资金近 8亿
元，2.5万城镇贫困和困难群众得到帮扶。

西宁市民政部门还将尽快提出进一步加强协调、沟通，
做到分类施策、动态管理、应保尽保，继续将医疗、取暖等 10
项救助举措落实到位，助力城镇精准帮扶。

2.5万困难群众获帮扶

本报讯（记者 魏金玉）“全国文
明城市由哪个机关命名”“全国文明
城市多少年评选一次”……5 月 16
日，西宁市举办 2018年巩固提升全
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宣传活动，现
场关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知识问
答引燃了市民积极参与的热情。

“每3年评选一次吧。”当日，在中
心广场百姓大舞台前，市民杨女士举
手回答。她说：“去年西宁市成功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给西宁带来的城市
变化太大了。在基础设施方面，西宁

街道变得更漂亮了，尤其是随处可见
的绿地广场，让我们休闲健身更方便
了；西宁人出行也更文明了，随便某
个路口，都能看到自觉等红灯的行
人，人行横道前都写着‘车让人’，我
们的生活环境越来越好了。”

2017 年，西宁市被中央文明委
授予第五届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
号，标志着西宁市精神文明建设工
作迈入新时代、进入新阶段。通过
持续不断的创建，西宁城市基础设
施和城市服务功能不断完善，城市

管理水平显著提高，城市形象和品
位稳步提升，有效增强了城市的吸
引力、凝聚力和辐射力，市民的幸福
感、获得感不断提升。

今年是新一轮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启动年，西宁市虽然已经获得全
国文明城市荣誉称号，并不意味着
可以一劳永逸，放松创建工作。为
此，西宁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开展了主题为“巩
固提升创建成果，共建共享幸福西
宁”的创城成果宣传活动。

西宁市开展创城成果宣传活动

5 月 15 日 ，西 宁
市西关桥西侧新建的
街头休闲绿地小景点
提 升 了 街 道 整 体 景
观。记者了解到，西
关桥西侧新建的两处
休闲绿地小景点已经
建成，桥东侧一处小
景 点 正 在 紧 张 施 工
中，路段街景的提升
让人耳目一新。
本报记者 邓建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