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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 24日，省委副书记、省
长吴晓军前往西宁市城东区、城北区部分
居民小区、隔离点、方舱医院，调研督导疫
情防控工作，看望慰问一线防疫人员。

在城东区文锦丽都、夏都府邸、和
谐家园小区和二二一厂家属院、下南关
街，吴晓军与一线防疫人员深入交流，
详细了解防控措施落实、群众服务保障
等情况。吴晓军说，当前西宁局部地区
疫情形势仍然严峻复杂，要紧盯这些重
点区域部位，加强分析研判调度，采取
更加科学精准有效举措，一个点一个点
地攻、一个片一个片地清，坚决防止风
险外溢，尽快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要
注重倾听群众呼声和诉求，及时回应解
决群众反映问题，用心用情用力做好群

众服务保障，特别要解决好老弱病残孕
等特殊群体看病就医等需求。要有效
统筹调配核酸检测力量、流调力量、隔
离资源，合理利用防控资源，形成防控
合力。

来到城北区隔离点，吴晓军重点了
解设施配备、人员管理、服务保障等情
况，向一线工作人员表示慰问。他说，
要严之又严、细之又细落实好隔离管控
各项措施，落实全流程闭环管理，坚决
杜绝交叉感染和风险外溢。要科学安
排健康监测、消毒消杀、垃圾清运、医废
处置等工作，加强对工作人员的培训和
督导检查，高度重视安全工作，确保不
漏风险、不出问题，确保隔离点安全有
序运行。

在城北区方舱医院，吴晓军认真听
取相关负责人关于病例收治、管护、出舱
等情况介绍后说，方舱医院是切断疫情
传播扩散途径的关键一环，是实现应收
尽收、应治尽治的基础保障。要优化防
护措施和工作流程，切实做好收治、诊
疗、转诊、心理疏导等工作，全力守护人
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要严细做好医
护人员防护、污染物处理等工作，坚决守
住不发生交叉感染底线。要严格落实出
舱标准，加快床位使用效率。要做好与
社区衔接，确保方舱医院出口通畅。

调研中，吴晓军强调，要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
决落实“二十条”不动摇、不走样，既要
坚决整治层层加码、“一刀切”等问题，

也要防止以优化措施为名放松防控要
求，决不能松懈松动、决不能麻痹大意，
坚决防止新的聚集感染。要坚持以快
制快、以快制胜，切实落实“四早”要求，
在隔离转运、核酸检测、人员流动、服务
保障、信息支撑等方面采取更为精准有
效的措施。要关心关爱一线工作人员，
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和基层党
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广泛发动群众，紧
紧依靠群众，同心协力，共渡难关。要
切实压实“四方责任”，坚持问题导向，
尽快补齐短板弱项，做到守土有责、守
土尽责，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
会发展的影响。

陈瑞峰、王大南一同调研。

吴晓军在西宁市调研督导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

紧盯重点区域重点部位攻坚拔寨
精准科学扎实高效做好疫情防控

本报讯（西海全媒体记者 郭红霞
通讯员 孙成禄）“奋进新征程，建功新
时代，全国人民心潮齐澎湃，二十大精
神的喜讯又传来……”深入人心的唱
词、动听悠扬的旋律、形式多样的曲艺
作品，让西宁市湟中区党员干部群众
通过独特新颖的方式深入学习领会党
的二十大精神。

为了让人民群众听得懂、能领会、
可落实，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走进基
层、走进群众，湟中区民间戏剧曲艺协
会组织创作出多篇曲艺作品，将创作
好的作品发布到网络、电视等平台，让
党的二十大精神“唱”到千家万户。

陕西眉户戏、河湟皮影、青海小
调、青海平弦等 50多首形式多样、丰富
多彩的曲艺演唱作品，每一句唱词都
经过了创作者的仔细推敲。民间艺术
创作者们通过一个个故事，让理论政
策变得通俗易懂，让党的二十大精神
扎根基层。

为更好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湟中区融媒体中心联合湟中区
民间戏剧曲艺协会进行曲艺视频录
制，通过湟中融媒微信视频号、抖音、
快手等融媒体平台发布，让
广大群众足不出户就可以
收听收看精彩的曲艺作品。

湟中区广大曲艺从业者
们表示，将继续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出更多优秀
作品，讲好青海故事，传播青海好声
音。

把党的二十大精神“唱”到千家万户

本报讯（西海全媒体记者 徐
变银）11 月 24 日，记者从青海省
交通运输厅获悉，为认真落实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和青海省疫情
防控工作要求，切实加强对货运
物流司乘人员的远端防控，织密
货运物流防疫网，省交通运输厅
会同省发展改革委、青海省交通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推出“青信通”
疫情防控报备系统，并于 11 月 25
日零时起上线运行。

“青信通”疫情防控报备系统
具有数据快速采集、信息同步推
送、与“信康码”关联计算、深度
数据分析等多种功能，是统筹做
好疫情防控和保通保畅实践中的
一次重大突破，为下一步创新“信
用﹢交 通 ”监 管 模 式 奠 定 基 础 。
进青和在青货运司乘人员可在每
次 启 运 前 24 小 时 内 通 过“ 青 信
通”疫情防控报备系统填报车牌
号、计划抵达时间、行驶路线、司
乘 人 员 姓 名 、证 件 号 码 、手 机 号
码、“两检一码”等信息，系统自
动对接“信康码”平台核验司乘人
员健康码状态、核酸检测结果，并
生成“信通码”。

各 货 运 物 流 场 站 、企 业 、园
区、农贸（集贸）市场、建设工地
等按照“不漏一车、不掉一人”要
求 ，将“ 青 信 通 ”系 统 的 报 备 要
求、《货运司机报备指南》传达至
全体司乘人员，司乘人员在每趟
次启运前登录“青信通”系统报备
行程信息，确保信息真实准确，不
得迟报、漏报、瞒报。各地将“青
信通”系统纳入辖区疫情防控管
理体系，取代现行的人工、纸质登
记流程，平台各级管理员及时掌
握系统自动推送的预警信息，加
强与防控部门联系沟通，在尽量
避免影响安全驾驶的前提下，做
好对“两码一检”异常司乘人员的
远端管控。

据了解，“青信通”疫情防控
报备系统试运行以来，在线注册
用户已突破 12.6 万余户，累计报
备 3.7 万余趟次。

“青信通”疫情防控
报备系统上线运行

本报讯（西海全媒体记者 李增平）
11月 22日，记者从省科技厅获悉，经资
格审查、专家评审、实地考察，审议同
意，认定青海省高原体育科研科普基地
等 7 家单位为 2022 年青海省科研科普
基地。

新认定的 7家科研科普基地涉及体
育、气象、天文等领域，分别为青海省高

原体育科研科普基地、青海省藏文信息
技术科研科普基地、海南藏族自治州气
象科研科普基地、青海省北斗科研科普
基地、青海省双碳供热科研科普基地、
青海省生物多样性科研科普基地和青
海省现代设施农业发展科研科普基地。

获得“科研科普基地”称号的基地
将在充分发挥各类创新基地的科普作

用，进一步提升科普宣传能力，提高公
众科学文化素质的同时，将对照《青海
省科研科普基地认定和管理办法》要
求，创新方式方法，拓展科普功能，及时
宣传科技创新最新成果，创作高质量科
普作品，充分发挥基地科普引领示范作
用，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六个现
代化新青海”贡献科普力量。

我省新增7家科研科普基地

本报讯（西海全媒体记者 莫青）近
日，在全国劳务品牌发展大会上，我省一
个劳务品牌获得全国赛“带动就业”奖，

“互助土族盘绣”劳务品牌入选首批重点
推介项目，将在全国重点展示推介。

我省“抢抓发展机遇 注重落实落
地 全力支持全省劳务品牌发展壮大”
经验做法获全国赛“带动就业”奖；海
东市化隆牛肉拉面师韩玉龙被评为全
国劳务品牌形象代言人；“互助土族盘
绣”劳务品牌入选全国“千行百品就业
行”劳务品牌大型媒体推介活动首批 5
个重点推介项目之一，将在全国范围

进行重点展示推介。
近年来，省人社厅把发展劳务品

牌作为助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
产业“四地”，助推乡村振兴、促进就业
增收的重要举措，先后出台《青海省劳
务品牌发展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推进
拉面等特色劳务品牌发展 稳定和扩
大就业创业的实施方案》等政策文件，
紧盯重点行业广泛组织开展“枸杞采
摘”等劳务对接洽谈等专项活动，认真
落实劳务经纪人补贴、培训补贴、创业
补贴、劳务品牌创建奖补等激励措施，
并在重点打造“青海拉面”“青绣”“枸

杞采摘”等传统劳务品牌基础上，挖掘
培育了“大通生态旅游”“黄南热贡艺
术”“循化撒拉人家”等一批新兴劳务
品牌。

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评选认定
25 个省级劳务品牌，年带动转移就业
超 40 万人次，占全省转移就业总人数
的三成以上，各类具有青海民族特色
和地域优势的劳务品牌成为劳动力转
移就业增收的重要渠道，优秀劳务品
牌龙头企业积极参加创新创业赛事和
交流展会活动，“青”字号劳务品牌知
名度和影响力越来越大。

“青”字号劳务品牌将在全国展示推介

一曲青海小调一曲青海小调《《剪窗花剪窗花》，》，让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更接地气让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更接地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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