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贾忠英）为热烈庆祝
中国共产党建党 99 周年，大力弘扬爱国
主义精神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
奉献、大爱无疆”的卫生健康职业精神，
大力弘扬抗疫英雄的先进事迹，6 月 29
日，省直机关工委、省卫生健康委联合举
办“你·最美”——致敬最美逆行者省卫
生健康系统战疫故事分享会。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战役中，我省
卫生健康系统医务工作者挺身而出，冲
锋向前，逆行驰援湖北武汉，筑起了一道
道坚固的钢铁防线。

分享会上，来自我省卫生健康系统

的 15 名“最美逆行者”，用质朴的话语讲
述了用生命守护生命的动人故事，诠释
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在疫情防控阻击战
中奋不顾身、冲锋在前、舍小家为大家的
精神风貌。一个个故事，一段段回忆，深
深感染了现场的观众，赢得了阵阵掌声。

分享会还通过网络直播的形式，在
全社会营造学习英雄、崇尚英雄的良好
氛围，共有 2.1 万人次在线收看了分享
会。省卫生健康委将在全省卫生健康系
统范围内陆续开展“致敬最美逆行者”战
疫故事巡回分享会，掀起学先进、赶先
进、当先进的热潮。

15名“最美逆行者”分享战疫故事

本报讯（记者 张庆）6 月 29 日，记者
从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
召开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省十三届人
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审查批准的《海
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促进中小微企业
发展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今日起正
式实施。

《条例》共三十二条，重点围绕营商
环境、融资促进、政府职责、创业扶持、市
场开拓等方面作了规范。

《条例》体现了“公正公平”的重要原
则，明确从审批许可到政策扶持、融资支
持、营商环境、法治保障等方面各类企业
无论大小还是强弱，坚持做到权利平等、
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条例》突出了“生态优先、科技创

新、绿色发展”的重要理念，鼓励和支持
中小微企业依托柴达木国家级循环经济
实验区建设，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
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明确优先扶持
各类中小微企业推进科技创新，提高科
技成果转化率，延伸产业链，发展循环经
济，创办更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
效益统筹兼顾的优秀企业。

《条例》凸显了“依法经营”和“诚实
守 信 ”的 经 营 理 念 ，明 确 了 在 贴 息 补
助、融资贷款、合作发展、扩大规模、开
拓市场等方面给予中小微企业扶助与
支持。

《条例》的制定出台，标志着海西州
中小微企业发展工作进入法治化、规范
化轨道。

海西出台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条例
今日起实施

本报讯（记者 莫青）6月 30日，14时
55分，《西海都市报》官方微信推送“高考
直通车”公益助考活动《湟川中学 9 位名
师明晚直播分享！青海考生、家长注意》
的消息，两个微信教育社群瞬间满员，60
分钟微信推送阅读量超一万人。有家长
和考生后台留言：这样的公益活动犹如
及时雨！

2020 年的高考有着特殊的意义，疫
情防控之下，本报“高考直通车”公益助
考活动将线下分享变为线上直播，特别
邀请到青海湟川中学 9 位教师，他们均
为学校骨干教师，有多年高三教学经
历，所带班级和学生在高考中名列前
茅。

7 月 1 日 18 时 30 分，直播首日，语
文、数学、英语三门课的老师将为考生
带来什么秘诀？语文老师戴炳丽说：

“30 分钟，我带来的是语文答题技巧，
尤其想说如何提分的技巧，还有就是
作文的素材选择。 30 分钟不长，我会
倾其所能，告诉全省考生语文备考的
要点。孩子们，直播间不见不散！”

“直播形式还是第一次尝试，期待和
全省考生的分享。我带来的是数学答题

妙招，还有冲刺备
考应该注意的要
点。”数学老师马
雅婷说。

英 语 老 师 杨
措吉说：“我想给
考生分享高考英
语每个类型的答
题绩效和注意事
项。若时间充足，

我还想讲讲英语作文写作。”杨措吉开玩
笑说，孩子们得认真听直播，不能光想着
给老师送花花呀！

“希望《西海都市报》能多举办这样
的公益活动，我们非常愿意为全省考生
提供备考帮助。12 年的耕耘苦读，作为
老师都希望孩子们能考出好成绩。”此次
直播分享的老师们预祝全省考生能够金
榜题名。

直播分享会备忘录
★考生和家长只需关注《西海都市

报》抖音、快手直播平台和“西海商惠”
快手直播平台。若部分考生无法观看
直播，可以关注《西海都市报》微信公
众号，我们将视频完整录制，推送给大
家。

★直播时间及科目安排：
7月 1日
18:30-19:00 语文
19:00-19:30 数学
19:30-20:00 英语
7月 2日
18:30-19:00 物理
19:00-19:30 化学
19:30-20:00 生物
7月 3日
18:30-19:00 地理
19:00-19:30 历史
19:30-20:00 政治

★温馨提醒：为保障直播的质量，观
看直播时，考生和家长请不要发表与直
播无关的内容。

7月1日至3日

湟川中学9位名师本报“云端”献
家长和考生点赞：“这样的公益活动犹如及时雨！”

本报讯（记者 彭娜）6月29日，青海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举办以“听党话、跟党走、
学习身边的榜样”为主题的故事分享活动。

活动中，12 名讲述人以朴实真诚的
语言，讲述我省市场监管人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坚
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高度的政治自
觉积极投身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疫情防
控、助力脱贫攻坚、推动高质量发展、强
化三大安全监管等方面的感人事迹，彰
显新时代市场监管人理想信仰坚定、勇
于担当、创新奉献的精神风貌，体现共产

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守护舌尖上的安全、优化营商环境、

做好市场监管工作……特别是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以来，省市场监管局全力维护
市场秩序稳定，持续加大食品药品、特种
设备、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力度，依法
取缔非法野生动物交易，全力奋战在执
法检查办案一线。一次次排查，一次次
防控，在集贸市场、饭店商超、企业工厂、
医院药店，打击囤积居奇、哄抬价格，严
查商品质量，发布消费警示，确保全省市
场秩序基本稳定。

省市场监管局举办榜样故事分享会

本报讯（记者 彭娜）6 月 29 日，由西
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党支部发起，西宁
市市民中心各入驻单位党支部共同组建
的市民中心“党建联盟”正式揭牌。市民
中心“党建联盟”的成立，将促进中心各
入驻单位党建联合、工作配合、管理融合
和服务契合，为企业和办事群众提供更
加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

西宁市市民中心“党建联盟”涉及西
宁市社保局、西宁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
心、西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等入驻单
位，将围绕“组织共建、资源共享、业务共
促、党员共育、活动共办、服务共做”，着
力提升市民中心服务发展、服务民生、服
务群众的能力。

组织共建方面，通过建立“党建联
盟”联席会议、领导轮值制度，搭建党建
工作平台，每月确定服务项目或活动主
题，推动党建工作责任全面落实；资源共

享方面，通过整合各入驻单位党建资源，
开展支部建设互帮互学，共同推进支部
规范化建设，促进工作质量和工作标准
双提升；业务共促方面，通过开展岗位练
兵、“共产党员示范岗”“服务标兵”创建
活动，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热情；党员
共育方面，通过围绕重大节日、重要时间
节点，以座谈交流、重温入党誓词、开展

“微党课”、共过政治生日等形式，强化党
员身份意识。

活动共办方面，通过组织党员开展
节日慰问、结对帮扶、文明创建等实践活
动，积极参与认领微心愿、环境卫生治
理、入户宣传、文明劝导活动，发挥党员

“八小时外”示范引领作用；服务共做方
面，通过成立党员先锋服务队，组织党员
参与便民利民、就业创业、法律咨询等志
愿服务活动，用实实在在的服务增强办
事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西宁市市民中心“党建联盟”成立

本报讯（记者 卢晓茜）“国网西宁供
电公司提供的西宁市房屋空置率分析结
果，帮助我们全面掌握了西宁市各区的
房屋空置情况，作用很大！”西宁市大数
据管理局数据资源部部长谭梁说。据
悉，这是国网西宁供电公司继与西宁市
政府应急指挥中心联网互通后，推动电
网向能源互联网升级的又一次积极实
践。

房屋空置率是指某个时间段空置房
屋面积占房屋总面积的比例。国网西宁
供电公司从居民客户当月的用电量和连
续半年的用电量两个维度进行分析，测
算出以户为单位的居民住宅的空置情
况，通过对西宁市重点区域进行分区画
像和定位分析，辅助政府住房和城建部
门精确掌握回迁率、房屋空置率等信息，

从而制定相关调控政策。
从分析结果来看，西宁市房屋空置率

变化趋势基本平稳，城中区、城东区空置
率相对较高，城西区房屋空置率最低，这
反映出住址周边的配套设施的完善程度
与入住率呈正相关。通过对房屋空置率
与房价进行关联分析，不难发现居民购买
意向受房价影响因素不大，主要与周边环
境、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资源相关。

目前，国网西宁供电公司全速推进
电力大数据深化应用，助力各项业务数
字化转型，确保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战略
高效落地。对内为精准营销、精准投资、
精益管理和风险防范等方面提供数据支
撑；对外为助力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企业
智慧运营、服务中心企业融资、服务居民
用能等数据增值服务拓宽渠道。

电力大数据助力政府精准施策

6 月 30 日，由西宁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青海法制报社主办的“红心向党”
诗歌朗诵会在西宁临宗书院举行。 本报记者 海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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