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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 300 名贫困生获 60 万助学金

海东时报西宁记者站主办

时报讯（实习记者 尕桑才让）近日，青海省
红十字会“贫困预科生助学项目”助学金发放
仪式在青海民族大学举行，为全省 2017 届 300
名贫困预科生发放助学金 60 万元。
仪式上，预科教育学院负责人就开展省红
十 字 会“ 贫 困 预 科 生 助 学 项 目 ”作 了 简 要 介
绍。省红十字会副会长刘华芳向三所高校颁
发了助学金捐赠牌，三所高校 2017 级 300 名贫

困预科生每人获得 2000 元共计 60 万元助学
金，
受助面达到在校预科生总数的 30%。
青海民族大学预科教育学院院长权生鳌
代表校方和受助学生表示，一定将这笔资金专
款专用、公开透明，资助学生完成学业，在学校
大力发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书育
人，
为和谐社会做贡献。

天气寒冷市民正常取暖有保障
时报讯（记者 王悦 实习记者 尕桑才
让）冬季供热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和民
心工程，事关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从 10 月
15 日开始供暖至今，我省市民供暖已有近 2
个月的时间，各单位、各供暖公司积极做好
各项工作，保证了我省居民的正常取暖，大
部分市民对供暖情况表示满意，但个别分
户采暖的业主出现了地暖不热等情况。
老旧小区供暖改造
据了解，
城达供热公司作为城乡规划和
建设局下属的企业,担负着西宁市城东区周
家泉地区和城西区虎台地区两个片区的集
中供热任务。该公司于 2012 年至 2017 年 5
年间累积投入 600 万元维修改造资金，为塑
料厂家属院、
虎台小区等多处服务范围内的
用户无偿更换排气阀、
楼院阀门，
新建、
改造
维修庭院供热管网等用户供热设施，
为片区

居民温暖过冬及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强有
力的保障，
受到了好评。
记者还了解到，
今年，
有些原先集中供暖
的老旧小区的供暖设备也进行了改造，
变成
了分户采暖。位于西山一巷的量具韧具厂家
属院便是其一。小区的赵阿姨笑着说：
“改造
供暖设施，
我们都举双手赞成！我们盼着新
管道投入使用后，
室内能更暖和一些。
”
分户采暖注意维护
记者在走访西宁市城东区各小区过程
中发现，分户采暖往往比集中供暖的供热
稍微差一点。市民李先生告诉记者：
“平时
在州县工作，周末或节假日才能来趟西宁，
觉得分户采暖更适合自己。在的时候打
开，走的时候关掉，还挺省钱的，但是最近
发现地暖越来越不热了”。针对李先生家
的情况，记者咨询了市区一些供热公司得
知，在天气越来越冷的情况下，分户采暖的
业主需要注意室内温度和锅炉气压。需要
温度提高也不能马上给锅炉加热，而是采
用 5 到 10 度的温度间距慢慢调高，不然锅
炉寿命和工作情况都有可能受到影响。据

工作人员介绍，有些业主长时间不居住而
关闭锅炉，回来后才打开，导致水流在管子
内出现堵塞或冻住的情况而影响供热。出
现这些问题，一定要请专业人士操作锅炉
温度和水阀，不能盲目提高温度。另外，由
于用户普遍没有定期对室内供热设施进行
必要的维护保养，供热设施内结垢、堵塞程
度较高，
严重影响了供热质量。
冬季取暖要有讲究
记者从省气象服务中心了解到，冬天，
外界寒冷，室内外温差较大，室内温度一般
保持 16 至 20 摄氏度较适合，以 18 摄氏度最
理想。若室温过高，会令人感到闷热或干
热而头昏脑胀，萎靡不振。时间长了，还会
引起口干舌燥、眼睛干涩，久而久之，会打
破人体的生理平衡，造成疾病。尤其是在
北方，室温过高特别容易引起外感风寒。
而室内温度过低，则会大大消耗人体的热
能，令人感到寒冷；身体虚弱者会引起寒
颤；胃肠虚弱者会引起腹胀、胃肠痛，甚至
引起关节炎病等。因此，冬季取暖室温切
忌太高。

省气象局参与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
时报讯（记者 王悦 通讯员 李海
红）12 月 4 日，省气象局根据青海省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和管理工作方
案，积极与青海省生态保护红线划
定牵头单位省环境保护厅沟通和落
实气象部门在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
作中的工作职能和任务。
通过协商，在省气象局局领导
已加入青海省生态保护红线工作领
导小组成员的基础上，同意将省气
象局应急与减灾处列入生态保护红
线划定工作协调机制中，参与协调
解决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的监
管、管控和生态保护与修复能力建
设等相关事宜。同意将省气象科学
研究所、省气候中心列入红线划定
技术工作组中，承担生态功能区重
要性评估和生态环境敏感性评估的
气象数据技术审核和精细计算，并
完成相关气象数据图片等工作。
目前，省气候中心已参与生态
保护红线划定需要的 2010-2015 年
全省气候变化分析，以及湟水流域、
西宁市、青海湖流域、三江源综合试
验区、祁连山生态功能区、省域尺度
的气候特征等气候变化分析评价报
告。

近日，青海民族大学举办 2018 届毕业生冬季大型校园招聘会。据统计，现场正式签约
56 人，3170 人次向用人单位提交了简历。会后 6 家用人单位组织了现场面试。图为招聘现
场。
时报实习记者 尕桑才让 摄

北区为残疾儿童
“送教上门”
时报讯（记者 李永兰 通讯员 范生栋）日
前，
西宁市城北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辅导
站开展 2018 年适龄残疾青少年
“送教上门”
入
户数据核查工作。
据悉，为进一步保证 2018 年西宁市城北
区为适龄残疾儿童
“送教上门”
工作的顺利开
展，
根据《西宁市促进特殊教育内涵发展的实
施方案》精神，
城北区心理健康教育辅导站分

两组对 40 余户未入学残疾儿童家庭进行数据
核查。核查工作主要分为送知识及送康复两
部分，
入户调查主要根据儿童需求及家庭意愿
进行访问登记，并在 2018 年对登记家庭进行
上门送知识、
送康复等工作。
此次核查工作将以对未入学残疾儿童家庭
入户摸底调查为契机，
让残疾儿童及其家长深
刻认识到儿童教育的现实和长远意义。

我省“互联网+公积金”

受到住建部认可
时报讯（实习记者 尕桑
才让）近日，国家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住房公积金监管司副
司长刘萍一行莅临西宁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调研指导公
积金信息化服务工作。
会上，西宁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主要负责人向调研
组一行汇报了全市住房公积
金管理工作总体情况，中心
相关工作人员向调研组演示
了“互联网+公积金”综合服
务系统。
据了解，自 10 月 9 日西
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互
联网+公积金”综合服务系统
上线运行即全面开办线上业
务以来，其用户体验感、操作
主导感、办理即时感不断受
到缴存单位和缴存职工的认
可及好评，仅运行 1 个多月，
线上业务办理量已占中心业
务总量的近 40%。同时，西
宁中心“互联网+公积金”系
统的上线运行，也受到住建
部、省住建厅等业务主管部
门和同行业的高度关注。
在听取汇报和观看演示
后，住建部公积金监管司领
导表示，西宁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作为西部城市中心，
虽然资金量相对不大，但在
具体工作中能主动作为、自
我加压、积极创新，在业务模
式调整、资金风险防范和服
务职工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
作，取得的成效明显。在业
务管理方面，整合行业中心
的力度大，
“ 四统一”要求落
实得好，为今后公积金进一
步规范化管理、标准化服务、
创新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特别是在信息化建设方面西
宁中心迈出了很大一步，在
全国范围内西宁中心“互联
网+公积金”走得快，线上服
务功能最全、业务种类最多，
是全国“互联网+公积金”服
务的实践者和领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