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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卢晓茜）一场秋雨一场寒，接
连几场秋雨，让市民感受到了十足的凉意，连日
的降温也让不少市民提前穿上了冬装。9月 23
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秋分，这也意味着，从当
日起，气温将逐渐降低。

9月 23日，记者从青海省气象局了解到，由
于近期雨水不断，我省大部分地区气温也是直
线下降。截至目前，我省青南及祁连山区已经
步入冬季，只有西宁、海东、海北东部、海西海南
北部、黄南北部等海拔较低的地区还依然停留
在秋天。未来 48小时内，玉树南部、果洛大部、
海南大部、黄南、海东南部有小雨或雨夹雪，省
内其余地区多云或晴，未来 72 小时内，全省大
部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

作为昼夜时间相等的节气，秋分如何养生
也是市民关心的话题。对此，青海省人民医院
中医科副主任医师张永刚介绍，秋分时节，市民
应该坚持锻炼身体，增强体质，提高抵抗力。秋
季锻炼，重在益肺润燥，可以练吐纳功、叩齿咽
津润燥功。饮食调养方面，应多喝水，吃清润、
温润的食物，如芝麻、核桃、糯米、蜂蜜、乳品、
梨等。

同时，秋分后气候渐凉，是胃病的多发与复
发季节。胃肠道对寒冷的刺激非常敏感，患有
慢性胃炎的市民，应特别注意胃部保暖。

我省部分地区已入冬

本报讯（记者 莫青）2019 年，西宁市
灵活就业人员社保补贴工作开始了。连日
来，参保者致电本报新闻热线咨询补贴政
策详情。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西宁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工作人员针对
就业困难人员范围、补贴期限、注意事项、
哪些情形不能享受补贴政策等热点问题作
了详细解读。

凡是符合条件的就业困难人员、高校
毕业生、退役军人实现灵活就业的，及时到
户口所在地的社区申报即可。

●就业困难人员范围
1. 距退休不足 5 年登记失业人员（在

社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办理失业登记后实
现灵活就业的就业困难人员）

2. 残疾人（持残疾证并在社区公共就
业服务机构办理灵活就业登记的）

3. 城镇零就业家庭成员（持零就业家
庭认定表并在社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办理
灵活就业登记的）

4. 城乡低保家庭成员（持低保证并在
社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办理灵活就业登记
的）

5.高校毕业生（持毕业证书、学信网学
历验印表并在社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办理
灵活就业登记的）

6. 退役军人（持退伍证并在社区公共
就业服务机构办理灵活就业登记的）

7.创办领办农牧民合作社的大中专毕
业生（在社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办理就业
创业登记的）

●补贴标准
按照灵活就业人员实际缴费的 70%给

予补贴
●补贴期限
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5年的城镇登记

失业人员、残疾人、城镇零就业家庭成员及
城乡低保家庭成员的社保补贴不超过 5
年；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补贴不超过两
年，创办领办农牧民合作社的大中专毕业
生不超过 3年。

●所需资料
《就业失业登记证》或《就业创业证》原

件及复印件；2019 年度养老、医疗保险缴
费凭证原件及复印件；本人身份证、户口本
原件及复印件、小二寸照片两张、各类有效

证件原件及复印件；本人社会保障卡或银
行卡（具体以申报地要求为准）与身份证复
印于一张，并在复印件上备注姓名、卡号及
联系方式。

●注意事项
1. 未经年审的《就业失业登记证》《就

业创业证》不享受当年社保补贴（当年办证
人员不参加年审）；

2.缴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与居民医疗
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社保补贴享受年龄为
55岁至 60岁的城乡居民（需办理就业失业
登记证）；

3.灵活就业社保补贴人员的户籍地与
缴费地必须一致方可享受社保补贴，对
2019 年新达到符合享受灵活就业条件人
员，仍出现户籍地与参保地不一致现象的，
当年可按本规定给予申报，并告知次年必
须实现户籍地与参保地一致方可享受社保
补贴；

4. 创办领办农牧民合作社的大学生
“村官”，在岗服务期间不享受本政策，服
务期满后继续领办的，执行本政策；

5. 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5 年的城镇登

记失业人员、残疾人、城镇零就业家庭成员
及城乡低保家庭成员的社保补贴享满 5年
的不再申报。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均不得享受灵活
就业社保补贴政策

1.被用人单位招用签订劳动合同的；
2. 从事个体经营或创办企业，并领取

工商营业执照的；
3.从事有稳定收入的劳动、经营（包括

房屋、车辆、设备等租赁收入），并且月收
入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4.在企业单位稳定就业半年以上的或
在用人单位长期稳定就业的；

5.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
6.被判刑收监执行的；
7.三次以上不接受公共就业服务机构

介绍就业或终止就业要求的；
8.由企业单位参保统一代缴费的；
9.提供社保缴费凭证除银行缴费凭证

原件之外的其他形式票据的；
10. 连续 6 个月未与公共就业服务机

构联系的；
11.未办理《就业创业证》年审的。

这些人不能享受灵活就业社保补贴
西宁市2019年灵活就业人员社保补贴政策细读

本报讯（记者 李增平）“大家知道大
熊猫出生的时候有多重呢？”“这两个罐
子中哪一个才是熊猫的毛发呢？”……9
月 20 日至 22 日，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
金会“熊猫讲堂”首次走进西宁。

20 日下午，南大街小学多功能报告
厅，学生们纷纷举手参与到这堂生动活
泼的科普课中。几名科普教员给学生们
讲解了大熊猫的衍生进化、生活习性等
相关知识，他们带来的视频资料、高清图
片、有趣的小游戏相结合的科普课，受到
广大师生的欢迎。

21日，“熊猫讲堂”前往西宁熊猫馆，
两天时间 12场公益科普讲座。深入浅出
地讲解了大熊猫的成长过程、大熊猫现
状、保护情况、大熊猫的伴生动物、大熊
猫相关的绘画形象、大熊猫中外名画赏
析和大熊猫的文化价值等综合知识。现
场，熊猫饲养员与大家互动，讲述熊猫饲
养的种种趣事，同时将制作好的熊猫日
常辅食窝窝头，与大家一起分享。讲座
结束后的“钓猫”环节，更是将整个活动

推向高潮，饲养员给师生耐心讲解了“钓
猫”的目的。

西宁熊猫馆负责人表示，6月 16日开
馆以来，熊猫馆已接待海内外游客 30 余
万人次，学校、幼儿园、培训机构等团体
50批次。西宁熊猫馆作为市政府重点惠

民项目，始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积极承担国有企业社会责任，不断强化
使命担当，努力将西宁熊猫馆打造成全
省科普教育实践基地的标杆，开展的一
系列活动已成功入选成都大熊猫繁育研
究基地科普教育优秀案例。

成都“熊猫讲堂”首次走进西宁

本报讯（记者 郭红霞）9月 21日，大通回族
土族自治县、湟源县的 17名孩子在西宁参加了
一次特别的活动。

10 时许，孩子们和春之语志愿者服务社的
爱心志愿者围坐在一起，聆听我省知名学者谢
佐的特别分享课。

“开讲之前，我先问问孩子们，你们怎么理
解‘好人’？”谢佐盘腿而坐，跟孩子们聊起了轻
松的话题。

孩子们席地而坐，仰着头认真地听讲，踊跃
发言：“我认为，好人首先要品德好。”“还要孝
顺父母。”“还要对身边的人好。”

随后，谢佐用最质朴的语言，讲述了青海的
发展变化。

得知山区的孩子们想学习青海历史，文学
专家羊措赶到现场，为孩子们上了一堂别样的
历史课。她讲述了恢复高考后，自己是如何考
进大学校园的历程，同时也教育孩子们要好好
学习。

“这样的课程很新颖，志愿者们多次带我们
参加这样的活动，让我们增长知识，开阔眼界。
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辜负好心人的爱心。”来
自大通景阳镇的小薇说。

当天下午，17 名孩子在春之语志愿者服务
社爱心志愿者的带领下前往夏都博汇温泉水乐
园游玩。

“很多山村的孩子，不了解青海的历史，也
很少到城里游玩，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增强他
们的爱国主义意识，同时看看外面的世界，开阔
眼界，增长见识。”青海优惠票公司经理、春之
语志愿者服务社志愿者李娜说。

17名孩子感受别样课堂

本报讯（记者 彭娜 实习生 逯桂）你
愿意为公益付出时间和精力吗？你愿意
利用自身的影响力传递正能量吗？你愿
意成为本报与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的合
伙人吗？今日起，本报联合阿里巴巴天天
正能量，在全省范围内寻找“正能量合伙
人”，共同为善意发声，为正能量鼓掌。

9月 23日，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发布
2019“正能量合伙人”计划，进一步完善天
天正能量公益生态体系建设。这是天天
正能量项目成立六年来，首次启动“合伙
人”计划，希望通过引入新鲜血液，让正能
量传播得更广更深，唤醒和带动越来越多
人参与公益。

根据“正能量合伙人”计划，我们鼓
励社会上有责任、有担当、有爱心的人士
成为我们的合伙人，发现和传播正能量，
参与公益活动的落地执行。招募对象不局
限于媒体界、公益界，有一定影响力的社
会大V也可以自荐，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
团体。只要你热心公益，认同我们倡导的公
益理念及活动愿景，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和号召力，愿意付出时间和精力参与“正能
量合伙人”线上线下活动就可以报名，且不
限招募时间，长期向社会各界开放。

成为我们的合伙人后，我们将为你提
供相应的正能量权益，如合伙人策划的正
能量公益活动，特别优秀的案例将有机会
获得正能量公益金支持及媒体传播支持，
还将有机会担任正能量常规评选的评委，
投票决定每周正能量获奖者，点评每周获
奖案例。

10 月中旬，天天正能量将以“讲好中
国民间故事”为主题，召开 2019年“正能量
合伙人公益研讨会”，邀请首批加入的正
能量合伙人的代表、媒体人、公益组织代
表，共同探讨当前社会环境下，社会正能
量传播的新路径，寻找在正能量传播过程
中，个人应该如何更好地发挥引领作用。

如果你符合条件，赶紧加入“正能量
合伙人”吧，与我们一起，让好事行达千
里，让好人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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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召开首届合伙人公益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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