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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燕卓）1 月 13 日，省城
中区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总结大会。

会议认为，在西宁市委第二指导组的
精心指导、严格督导下，城中区委对标对
表中央安排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
坚持把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
整改落实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严格落实
主体责任，精心准备、周密组织、全面推
进，高质量完成了各项任务，取得了重要
成果，达到了预期目的。

中区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坚持
以“四学”为统揽，全面系统深入学习，学
思践悟新思想的政治自觉更加坚定。坚
持以“四个奔着去”为统揽，围绕重点工
作务实调研，主动担当善作为的精神面貌
焕然一新。以“四个对照”为统揽，查找
差距、检视问题，旗帜鲜明讲政治的思想
境界显著提高。坚持以“四个聚焦”为统
揽，探索实行“四步”群众工作法，扎实开
展为民办实事，履职尽责抓服务的能力水
平持续增强。着眼于政治规矩的严格遵

守和内心深处党性修养的增强，深入开展
清正廉洁教育，崇严尚实守底线的自我修
养日益强化。坚持把开展专项整治作为
重要抓手，动真碰硬、一抓到底，全面落
实整治任务，较好实现了理论学习有收
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
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

会议强调，通过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城中区各级党组织开展
了新探索，积累了新经验。

会议要求，全区要着眼常态长效，与

时俱进推进制度建设，将主题教育中行之
有效的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
整改落实手段上升为制度，用制度推动落
实，让守初心担使命成为党员干部的内在
习惯。要坚持示范带头与统筹兼顾，发挥
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作用，把主题教
育成果运用到各项工作中，持续巩固扩大
主题教育成果，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圆满完成“十三五”规划、基本建成绿色
发展样板城市，谱写新时代幸福西宁中区
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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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写新时代幸福西宁中区篇章

本报讯（记者 彭娜 实习生 逯桂）近
日，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排查整治特殊食
品重点品种，开展了为期10天的特殊食品安
全专项检查工作。

省市场监管局严格按照“双随机、一公
开”原则，随机抽取特殊食品生产经营主体
20 家为检查对象，其中保健食品生产企业
6 家，保健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特殊医
学用途配方食品经营主体 14 家。检查以
特殊食品生产、批发（连锁）、母婴店为重
点对象，以消费量大、关注度高、风险程度
高的品种为重点品种，以现场检查、核验证
照、核对资料等方式展开。

同时，开展《保健食品标注警示用语指
南》的宣传工作，严格规范保健食品标签说
明书内容。对检查中发现的特殊食品区域
设置和警示语不规范、产品混放、超范围经
营等问题，责令相关单位立即整改。将继
续加大保健食品“进社区、进乡村、进网
络、进校园、进商超”专项科普宣传力度，

普及保健食品知识；坚持监督检查与抽检
相结合，加大违法案件处罚力度。

省市场监管局提醒消费者，自 2020年 1
月 1日起，所有保健食品必须在最小销售包
装物（容器）的主要展示版面上，醒目标注
警示用语——“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
替药物治疗疾病”，字体为黑体字印刷，所
占面积不应小于其所在面的 20%；在明显位
置清晰标注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使用“保质
期至××××年××月××日”的方式，方便消费者
选购；标签上需明确标注投诉服务电话、服
务时段等信息。

如果消费者在食用过程中遇到相关问
题，可以拨打标签上的电话咨询或投诉。
生产经营企业承诺服务时段内接听、处理
消费者投诉、举报，并记录、保存相关服务
信息至少两年。如果消费者对所购买的保
健食品质量安全有质疑，或发现存在虚假
宣传等违法行为，请及时拨打 12315 投诉
举报。

省市场监管局

开展特殊食品安全专项检查

本报讯（记者李增平 通讯员 党
鸿宾 李春阳）1 月 16 日，记者从省征
兵办公室获悉，自 2020年起，全国实行
一年两次征兵。我省上半年征兵从 2
月 15 日开始，3 月底结束；下半年征兵
从 8月 15日开始，9月底结束。征兵政
治条件和体格条件分别按照《征兵政
治考核工作规定》《应征公民体格检查
标准》及有关规定执行。

征集对象以大学生为重点，优先批
准高学历青年入伍，优先批准大学毕业
生和理工类大学生入伍。省会城市和高
校集中地区全部征集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青年，其他地区减少并逐步取消初中生
的征集。已被普通高等学校录取及正在
高校就学的学生，机关、团体、企业事业
单位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也
应当征集。征集的女青年，为普通高中
应届毕业生和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应届
毕业生及在校生，2019年普通高等学校
全日制应届毕业生可以报名参加 2020
年上半年女兵征集。

在抢险救灾和灾区恢复重建中表
现突出的优秀青年符合条件的，应当优
先批准入伍。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
故军人的子女、兄弟姐妹和现役军人子

女符合条件的，应当优先批准入伍。少
数民族居住集中地区应当多征集懂双
语言、文化程度较高、综合素质好的少
数民族青年入伍。引导鼓励革命老区
和深度贫困地区优秀青年入伍。

征集年龄为男青年 2020年年满 18
周岁至 22 周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
放宽至 24 周岁，初中文化程度男青年
不超过 20周岁。女青年 2020年年满 18
周岁至 22 周岁，上半年征集的 2019 年
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应届毕业生放宽
至23周岁。

适龄青年应当在其户籍所在地应
征，经常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不在同
一省、自治区、直辖市且取得当地居住
证 3 年以上的，可以在经常居住地应
征。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和在校
生可在学校所在地应征，也可在入学
前户籍所在地应征，大学新生在入学
前户籍所在地应征。

应征公民经体格检查、政治考核合
格并符合其他征集条件的，由应征地的
县（市、区）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批准入
伍。适龄青年自行登录全国征兵网
（http://www.gfbzb.gov.cn/）, 填 写 报 名 信
息。

我省2020年两次征兵全面启动

本报讯（记者 范程程）5小时，沿海
城市培育的海水观赏鱼就可以放养进
西宁市民的自家鱼缸内；10小时，从云
南基地新鲜采摘的鲜花便在高原古城
继续绽放……得益于我省现代物流业
的发展，青海与外省交流合作将更加频
繁，现代物流也成为发展的主流方向。
为推动青海省物流高质量发展，日前，
青海省制定印发关于推动物流高质量
发展促进形成强大市场的实施意见，推
动物流全面发展。

青海省将以布局建设国家物流枢
纽为契机，在物流领域继续完善基础
设施、提高服务质量、增强效率效益、
优化营商环境、构建覆盖全省、辐射周
边的高效便捷、产业集聚的现代物流
服务体系，推动物流高质量发展。

按照实施意见，青海省将全面构
建高质量发展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建
设，包括加快物流枢纽等物流基础设

施建设，依托西宁、格尔木两个全国性
综合交通枢纽，围绕重点产业，加快建
设青海丝绸之路国际物流城、西宁综
合保税区、格尔木市青藏国际陆港三
大物流项目，加大物流站场和货场建
设力度，提升辐射带动作用，积极打造
西宁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和格尔
木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同时，加大
培育资源整合能力强、运营模式先进
的枢纽运营企业。海东市、德令哈市
等交通便利、人口密集城市 (镇)，将全
面加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打造物流
节点，重点加快青藏高原东部国际现
代物流商贸中心建设，扩大曹家堡保
税物流中心(B型)业务范围及内容。

我省加快物流枢纽基础设施建设

本报讯（记者 刘禹）春节临近，不少市
民选择请家政服务人员打扫房屋。1月 13
日，记者采访发现，节前家政市场需求量明
显增加，其中保洁员最为紧俏，不仅需要提
前预订，服务价格也有所上涨。

“麻烦再帮我催一下，负责擦玻璃的师
傅能不能提前几天过来？”西宁市民唐先生
说，这两天家政公司的工作人员特别难找，
打了多家家政公司的电话，对方都表示节
前家政服务处于爆满状态，好不容易从朋
友那里预约的一名擦玻璃的保洁人员，最
早也要到 1月 17日才能上门服务。

城东区中慧紫金城小区一住户家中，
两名家政工作人员正在做室内保洁。住户
刘丹告诉记者，家人平常工作比较忙，快要
过年了，没时间打扫卫生，就专门请来家政
公司的人对房间全面清洁，干干净净过个
年。幸亏是提前预约，不然现在还真找不

到人。即便是这样，保洁人员的服务费也
有所上涨，每平方米比平常贵了 1.5 元至
2.5元。

节前，家政市场有多红火？一家政公
司的工作人员表示，从 1 月初就有人预约
春节前的保洁服务，现在公司 20多名保洁
人员基本处于满负荷工作状态，有些人一
天要跑三四家，干到晚上七八点才收工。

采访中，记者发现面对火热的家政市
场，一些家政服务的小广告也悄然出现，对
此，业内人士提醒，通过小广告找的保洁员
往往没有经过专业培训，也没有正规公司
做保障，一旦消费者的权益受到损害时，很
可能发生无法维权的局面。一定要通过正
规渠道选择家庭保洁员。同时，在家政公
司预约保洁服务时，最好与其签订正规服
务合同，以免出现服务质量差、随意加价的
情况发生。

春节临近 省城家政服务紧俏

本报讯（记者 李延绯）1月 14日，青海
省第四干休所挂牌，并举行离退休干部迎
春团拜会。

省 委 老 干 部 局 副 局 长 、关 心 下 一 代
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祝瑞兴说，青海省第
四干休所的成立，是省委老干部局整合
现有资源，理顺工作关系，创新服务管理
机制，提高服务管理水平和保障效率的
具体措施。

祝瑞兴说，干休所工作人员要自觉讲
政治、顾大局、守纪律，要带着感情、带着
责任、带着追求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尽快
熟悉和掌握新的工作。多学习、多求教、
多思考，全面了解和掌握离退休干部情
况，以全新的思维、全新的举措、全新的作
风，践行老干部工作者的初心和使命，满
腔热忱为老同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不断提高老同志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

青海省第四干休所挂牌

挂牌现场挂牌现场，，离退休干部合影离退休干部合影。。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延绯李延绯 摄摄

1 月 15 日, 西
宁市一滑雪场内，
游 客 开 心 滑 雪 。
春节临近，西宁冬
季旅游逐渐升温，
尤 其 是 西 宁 市 区
及 周 边 滑 雪 场 生
意火爆。

本报记者
邓建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