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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东市场
“容颜”
更靓丽
□时报记者 胡生敏 通讯员 许文琴
农贸市场是市民的高度集聚地之一，是
一个城市市民文明素养和管理水平集中体现
之地。城乡环境综合整治百日行动以来，海
东市市场监管部门突出群众身边的关注点、
公共服务功能完善的关键点，全面“治脏、治
乱、治差”，对城区各大农贸市场、商场开展全
方位拉网式检查，力求全市城乡市场环境卫
生、市容市貌、社会秩序、安全生产方面得到
进一步改善。
连日来，市民朱女士在平安区水井巷看
到整治后的市场环境整洁有序，
连声称赞。
“以
前，两边的摊位都占据了一大半的路，人来人
往很是拥挤，
现在宽敞多了！
”
朱女士说。百日
攻坚行动以来，平安区市场监管局对活鸡现
杀、活鱼现杀等店铺进行了规范整治，对市场
内柜台进行规范管理，要求柜台内无乱堆乱
放，
柜台上货品摆放整齐，
且必须线内经营，
一
系列整改措施让市场内部环境有了很大改善。
“现在街道上的车辆停放规范了，占道经
营的少了，街头的‘牛皮癣’也少了，就连街道
上的尘土也少了很多，城里的空气也清新了，
这多亏了城市管理工作人员的劳动……”市
民赵先生说。
修补路面、清理垃圾、拆除更换店招、整
治车辆乱停放……如今，穿梭于海东的大街
小巷，到处都是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
“百日行动”以来，海东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以集贸市场、早市、大型商场等场所为重
点，着力检查市场主体是否合法、卫生是否干
净整洁、是否存在销售不合格、三无、过期商
品，有无占道经营、乱摆乱放、堵塞交通等情
况，确保营造整洁有序的市场环境。期间，共
检查 16 个集贸市场内各类门店 856 家，清理
乱摆摊设点 22 处、倚门经营户 14 户，劝导 7
户占道经营户入室经营，取缔废品收购站 1
家，取缔无照经营洗车行 7 户，清理占道经营
23 家，责令现场整改 24 家，下达责令整改通
知书 84 份，督促办证办照 13 家。
“现在透明厨房越来越多了，后厨卫生状
况一览无余，不仅可以实现共同监督，也让大
家就餐更安心。”住在高铁新区的市民周先生
深有感触。
一直以来，食品生产经营单位都呈现出
多、
散、
小的特点，
且大多数从业人员食品安全
意识较低，
给食品安全带来隐患。海东市市场
监管部门针对这些疑难问题，
重监管、
强宣传，
扎实开展各项工作，全方位、多层次保障食品
安全。期间，
共检查食品经营门店 4891 户，
整
治食品经营门店 312 户，
整治餐饮单位 328 户，
督促办理从业人员健康证 130 人次，
下达责令
整改通知书 745 份，取缔无证经营户 13 户，查
获过期食品 5 个品种，收缴不合格食品 120 公
斤，
发放小作坊许可证 10 户，
取缔食品生产加
工小作坊 4 户，
查办违法案件 6 起。
同时，对全市煤炭经营户进行了地毯式
清查和不间断清理。目前，
已对 3 个煤炭交易
场所、
3 家散煤经营户、
1 户煤炭加工企业的 11
个批次的商品煤进行了质量抽检，
其中 3 家质
量抽检不合格，现已立案。此外，市场监管部
门对辖区内的特种设备、小型燃煤锅炉、液化
气瓶进行了专项检查。共检查特种设备使用
单位 113 家，
特种设备 650 台套，
查出问题小型
燃煤锅炉 11 台，拆除 9 台，2 台恢复原状改成
热水锅炉，责令整改未经检验的液化气瓶 52
户（瓶），
消除各类事故隐患 85 处。

应统筹优化教师队伍资源配置
□时报记者 王桂萍
社会发展，人才是关键；人才培
养，教育是基础。近日，海东市人大代
表马玉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在
今年的提案中她建议据实核定循化县
中小学教师编制，为民族地区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提供坚强的师资保障。
马玉兰是循化县中学副校长。她
说，循化是全国唯一的撒拉族自治县，
也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少数民族
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 98%以上。由于
历史、地域等各方面的原因，县域内村
落布局分散，中小学校数量多、规模
小，办学效益不高，教育质量提升缓
慢，适龄儿童少年入学率、巩固率、升
学率不高，
中小学在校生较少。
马玉兰表示，在 2013 年 6 月，循化
县共有中小学生 19877 名。根据这个
学生数，上级核定循化县中小学教师
编制 1103 个。近年来，循化县城乡义
务教育覆盖面、入学率、巩固率逐年提
升，但由于受少数民族允许生二胎、农
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本地高中
教育质量认可度提升，以及随父母外

出子女回流就学人数增多等因素的综
合影响，循化县中小学在校生逐年急
剧增加。2017 年秋季开学，该县中小
学生数为 21891 名，比 2013 年 4 月在
校生数净增了 2014 名。学生数的大
幅增加，导致循化县教师编制不足的
问题十分突出。
马玉兰还发现，专业技术职称评
聘改革过程中，受事业单位岗位设置
等级结构比例的影响，大多出现“僧多
粥少”的现象，竞争异常激烈。
“教育人
才引进激励、奖励的措施不多、待遇保
障不够，优秀人才难以引进，或引进后
难以留住，培养的优秀人才流失比较
严重。”马玉兰说，尤其是在社会力量
办学高薪酬、厚待遇的“诱惑”下，中青
年优秀教师辞职、调出的人数增多。
据了解，今年在全省范围内精简
事业编制过程中，循化县核减中小学
教师编制 79 名，使教师编制不足的问
题越显突出，全县中小学校运行形势
非常严峻。根据国家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评估办法中教师编制标准，循化县
实际应该配备的教师编制数是 1450

个，
需净增 317 个编制。
为此，马玉兰建议，市编制部门按
照教师编制动态管理的原则，据实核
定循化县中小学教师编制。推动中小
学教师管理中心成立步伐，突破教师
管理体制障碍，统筹安排中小学教师
调余补缺、合理流动，优化教师队伍资
源配置，
提高人岗匹配度。
另外，马玉兰表示，
“二孩时代”催
生了代课老师需求量的猛增。选择代
课教师填补人员缺口成为解决问题的
手段之一，但对他们的录用是否经过
认真考量、临时教师的教学质量如何
等问题时常遭人诟病。她说：
“代课老
师和公办教师劳动强度一样，但是收
入大概只有公办教师的三分之一。如
何请到合适科目的代课老师、留住优
质教育资源是亟须解决的问题。她建
议提高优秀代课老师的待遇，实现同
工同酬，
以留住优质教育资源。”

近日，民和回族
土族自治县春季绿
化工作拉开序幕。
据了解，今年该县计
划完成工程造林 4 万
亩、春季义务植树 97
万株、城区重要出入
口道路绿化 8.9 公里
3.26 万平方米、县城
重点区域园林绿化
10 万 平 方 米 。 图 为
川垣新区绿化现场。
时报记者 张永
黎 通讯员 岩子 摄

乐都打造
“5D”党建网络体系
时报讯（记者 冯大馨 通讯员 祁
干部积极收看学习。按照“一支部一
东良）近几年，乐都区超前规划、科学
微群”的模式，各党组织结合实际搭建
部署、合力实施，依托科技手段率先构
党支部书记、
“第一书记”、乡镇党员干
建“互联网+党建”新模式，积极打造
部、大学生村官等“微信群”，相互畅谈
“指尖党建”服务平台，稳步推进基层
工作体会，
交流工作经验。
党建工作信息化建设，打造了“5D”党
同时，在全区 24 个党委全面推行
建网络体系。
应用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党员信
依托“互联网络、电视网络、移动
息管理、组织关系转接、流动党员管
网络”三网资源优势，乐都区注重把
理等实现了网上转接。开通“乐都区
“万人在线”
“青海干部网络学院”平台
党员空中活动室”微信公众号，形成
作为党员干部学习培训的网络主阵
了以“乐都区党员空中活动室”为中
地，督促机关干部结合个人实际认真
心，辐射全区各乡镇 （园区）、社区
自学。以组织部项目化党建为契机， （村） 的党建微矩阵，全区党员干部
投入资金 25 万元，建成了 8 个党员干部
通过手机可随时随地浏览党建资讯、
现代远程教育学用示范基地，定期开
了解党建知识、接受党性教育。设立
展 站 点 管 理 员 的 集 中 轮 训 和 示 范 教 “流动党员之家”栏目，主动把区属
育，带动基层各党支部组织广大党员
流动党员吸纳进来，让流动党员找到

组织之“家”，增强了流动党员的归
属感。截至目前，全区共建立党员活
动微信公众平台 22 个、关注人数达
13441 人。
此外，还主动接轨省政府电子公
文传输系统，以现代电子公文传输系
统模式取代了传统的传递模式，并对
公文的整个流程进行适时跟踪，进行
催办、查询与运用，提高了行政办公效
率，并充分运用“大数据”思维，科学研
发了以农户为单位，各农户基本信息
为基础的“农村综合管理信息系统”，
系统建立了村民档案、农林牧、民政业
务、两房建设、计划生育等 12 个模块，
实现了乡镇各项工作数据相互支撑，
改变了以往各口分割，信息分离，数据
不一致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