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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激励政策 奖励优秀教师
本报讯（记者 马娟 通讯员

范生栋）为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促
进教师的积极性，今年西宁市城北
区专门出台了《城北区优秀教育人
才选拔管理办法》（简称《办法》），
并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奖励教育教
学成绩突出的优秀教师。

据悉，该《办法》规定了城北区

优秀教育人才的层次、评选范围与
对象、选拔与管理原则、实施步骤、
申报条件、岗位职责、考核办法、待
遇及管理等内容。

根 据 该《办 法》规 定 ，从 今
2014 年起，凡被授予“城北区教学
新秀”称号的教师，每年享受 500
元工作津贴；被授予“城北区教学

能手”称号的教师，每年享受 1000
元工作津贴；被授予“城北区骨干
教师”称号的教师，每年享受 1500
元工作津贴；被授予“城北区学科
带头人”称号的教师，每年享受
2000 元工作津贴；被授予“城北区
名师”称号的教师，每年享受 4000
元工作津贴。名师工作室按每年

10000 元的标准核拨教科研专项
经费。

另外，优秀教育人才还可优先
获得各级各类课题研究、培训进
修、教育考察、教学竞赛等机会，并
在各类评优评先、职务晋升中给予
优先考虑。

生产毒豆芽
两人被逮捕

西宁讯（陈祥萍）为了谋利，铤
而走险生产毒豆芽，并在蔬菜批发
市场公然销售生产的毒豆芽，赚取
黑心钱。近日，这起案件的犯罪嫌
疑人李某、袁某，被西宁市城中区人
民检察院以涉嫌生产有毒、有害食
品罪依法批准逮捕。

1月12日，省公安厅治安总队、
西宁市公安局治安支队联合城中公
安分局治安大队，对城中区南川东
路水磨村突击检查，查获一生产毒
豆芽的黑作坊，当场抓获制贩毒豆
芽的李某、袁某，查获毒豆芽四十余
袋以及有毒添加剂 6-苄基腺嘌呤、
防菌剂、漂白粉等。

李某、袁某为了让生产出来的
豆芽卖相更好，在市场上更具有竞
争力，在生产豆芽的过程中添加使
用国家明令禁止添加的非食品原料
及“无根豆芽激素”，并大量销售。

李某、袁某为了一己之利，在明
知其生产豆芽添加的原料对人体有
害的情况下，依然用于豆芽的生产，
并将生产出的豆芽全部销售到蔬菜
市场，其行为触犯了法律。

三名工作人员上班玩游戏被辞退
本报讯（记者 郭佳 通讯员 李

予兵 席涛）日前，记者从西宁市城
西区委获悉，西宁市城西区群众路
线活动严格实行“一把手”负责制，
全面推行“一线工作法”，使群众看
到了变化、见到了成效。

自去年第一批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以来，城西区各级党员
领导干部用实际行动解决群众的急
事、难事、烦心事。同时，区委组成
专题调研组，县级领导干部带头深
入基层、深入群众，带头开展“大调

研大走访”活动，采取群众提、自己
找、深入查和个别访谈、座谈交流和
问卷调查等方式，征集“金点子”346
条，整理涉及机关作风和民生领域
等方面 65 条具体意见。并集中开
展“庸懒散奢”专项整治活动，对全

区 41 个单位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和
省市委关于转变作风、厉行节约等
情况进行明察暗访，通报批评 17
人，诫勉谈话 5 人，对 3 名工作人员
上班玩游戏行为予以勒令辞退的处
理。

2013 年以来，城西区会议次数
比去年同期递减 25%，文件份数递
减8%，公务用车支出递减36.9%，公
务接待费递减 56.81%。政府倾心
实施的6大类19项为民办实事项目
等一批民生工程顺利实施。

西宁市城西区地税局

开展纳税服务评比活动
西宁讯（尹继祥 李春燕 王宁）

近日，西宁市城西区地税局办税服
务厅以“优化服务，从我做起”的活
动为载体，不断创新纳税服务机制，
开展纳税服务综合评比活动，并悬
挂张贴至墙上，接受大家的监督。

城西区地税局办税服务厅将服
务人员按工作性质分为综合申报、
综合服务、代开发票、发票发售、绿
色通道五个组，评选内容主要包括
工作人员的工作业绩、服务作风、服
务效率、考勤等多个方面，按月统计
每名窗口人员的工作量、纳税人评
价系统数据、考勤系统数据。纳税
服务评比表中有“纳税服务明星”

“出勤率明星”“工作量明星”，分别
以笑脸、红花和小红旗表示。评比
结果作为评先选优的重要依据。如
发生纳税人投诉、与纳税人争吵等
情况，取消该人员的评选资格。

通过评选活动，办税服务厅人
员的服务意识明显得到增强，办税
服务厅内的办税气氛更趋和谐。

互助 30名农牧骨干获证书
互助讯（林艳）2月13日，互助

土族自治县首批农牧业科技培训
兼职教师聘任会举行，30 名来自
农牧业系统一线的技术骨干和精
英获得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兼职教
师聘任证书。

乐都 341人达成就业意向
乐都讯（葛莲凤）2月18日，海

东市乐都区举行“2014 春风行动”
启动仪式暨农民工专场招聘会，38
多家用人单位进场招聘，提供焊
接、厨师等一千六百多个就业岗
位，两千二百四十多名求职者参加
了现场招聘，341 人达成就业意
向。招聘当日，乐都区就业局发放
用工信息及就业政策宣传资料、政
策咨询 246 人次，职业指导 521 人
次，求职登记325人次。此次活动
将持续一个多月时间。

西宁市城西区

湟中 6个水源地水质均达标
本报讯（记者 郭佳）湟中县 1

月份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全部
达标。据悉，湟中县环境监测站对
县域内6个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即
上五庄拉寺木、李家山香林峡、南
朔山、流水沟、药水滩和静房新水
源地）水质进行了监测。水质的达
标表明，湟中县六个集中式饮用水
源地水质均为良好。我省8家消协组织受表彰

西宁讯（王保君）日前，青海省
消费者协会、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
州消费者协会等 8 家消协组织被中
国消费者协会授予“全国消协组织
新闻宣传先进集体”“全国消协组织

消费维权先进集体”等多项荣誉称
号。

两年来，全省各级消协组织认
真履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赋予的职
责，不断增强消费教育的引导性、纠

纷调解的规范性、消费监督的深入
性、理论创新的成效性、对外宣传的
广泛性，有效提升了消协组织的引
导力、监督力、公信力和影响力。

2月19日，由西宁市城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区总工会、区妇联联合举办的“2014春风行动”就业招聘会在
省城朝阳广场举行。据悉，本次招聘会主要面向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群体人员、失地农民返乡农民工等各类求职人
员，共有45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六百多个。 本报记者 邢鹏 摄影报道

巨款失而复得 失主喜笑颜开
本报讯（记者 施翔 通讯员 刘

金凤）2月18日，西宁市公安局城东
区分局火车站派出所治安办公室
里，来自西藏昌都的藏族群众江才
才文从派出所副所长周天财手中接
过了丢失的 81000 元现金，脸上绽
开笑容。

2 月 17 日 16 时许，城东区分局
火车站派出所接到江才才文报警求
助，称其在西宁市城东区东部华盛
购物时不慎将一只深棕色男士挎包

丢失，包内有现金81000元。
为找回丢失的现金，办案民警

立刻展开调查，在和江才才文沟通
的过程中由于语言不通，办案民警
又请来翻译，了解到江才才文对挎
包丢失的地点及其时间很模糊，只
记得是在一家买服装的店铺内丢失
的，这给调查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
难。侦查民警先后调取东部华盛市
场全天的视频监控分析，并且积极
走访市场商户、综合分析案件，经过

全所民警一天一夜的努力，得到重
要线索：丢失的挎包可能被商户汤
咏梅 12 岁的小侄女装在手提袋里
误拿回家，于是民警立即去往汤咏
梅小侄女家，在她家中挂在门口的
手提袋里找到了丢失的挎包。

面对失而复得的现金，江才才
文高兴地说：“真没想到你们青海的
警察这么快就将钱找回来了，感谢
你们，感谢人民警察”。

一福建籍毒贩
在西宁贩毒被抓

西宁讯（周学森）一福建籍毒
贩，携带毒品想在西宁贩毒，结果被
西宁警方抓获。

犯罪嫌 疑人陈某，1994年贩卖
假烟时被甘肃省金昌市人民法院判
刑两年半。刑满释放后，做起了生
意，几次生意失败后，开始贩毒。

据陈某供认，自去年 9 月份以
来，曾三次携带毒品冰毒来西宁贩
卖。今年 2 月 7 日，他身带 12 克冰
毒再次来到西宁，在某酒店内向两
名吸毒人员贩卖时，被西宁市城北
警方当场抓获，并缴获毒品冰毒 12
克。

目前，犯罪嫌疑人陈某涉嫌贩
卖毒品被依法刑事拘留。

果洛讯（丁志强）近期，果洛藏
族自治州消防支队深入辖区单位开
展火灾隐患“回头看”行动，深入推
进第二次“清剿火患”战役，确保火
灾隐患整改到位。防火监督人员主
要对前期排查出火灾隐患单位的基
本情况、整改措施以及火灾隐患单
位存在的问题进行复查。重点查看
了安全疏散通道是否畅通，消防设
施运行是否正常，疏散指示标志和
应急照明是否足够等情况。

果洛 深入推进清剿火患战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