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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起食药违法案件被查处
时报讯（实习记者 张傲）按照省政
府在全省开展新一轮“百日攻坚”行动
的部署要求，省食药监局坚持抓重点、
补短板、强弱项，扎实有序推进全省食
品药品安全“百日攻坚”行动，打好“第
一仗”，确保实现首季“开门红”，在近期
开展的专项整治中，126 起食药违法案
件被查处。
今年以来，省食药监局抓好三个责
任落实，不断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
按照全年食品药品生产企业检查覆盖
面达到 100%、一季度生产企业监督检
查覆盖面不低于 30%的要求，组织开展
并全面完成了元旦春节期间食品药品

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项抽检节日热销
的 13 大类 515 批次，抽检总体合格率为
98%，依法处置不合格食品和保健食品
29 批 次 ；查 办 各 类 食 药 违 法 案 件 126
起，捣毁制假售假窝点 13 个；责令整改
1735 家，取缔无证经营 53 家；公开曝光
违法行为 14 件，列入“黑名单”管理 6
家，核查处置群众投诉举报 245 件，
“两
节”期间全省未发生一起食品药品安全
事件。
同时，全力保障重要会议期间食药
安全，继续加强全国“两会”期间全省食
药安全监管和应急值守工作。组成 3
个督导检查组，对西宁地区的 34 家食

品生产经营企业、批发市场和早市食品
质量安全进行了随机检查，专项抽检群
众日常消费量较大的食品 18 种，处置
问题产品 3 批次，责令整改食品小作坊
4 家；对 10 家化学原料生产企业进行了
专项检查，监督销毁过期化学原料和不
合格原料药混合粉 576 余公斤，不合格
药品 5.9 万盒。
此外，部署开展学校食品安全专项
整治，从 2 月下旬开始，集中力量对全
省 1771 所学校食堂食品安全进行全面
检查，切实落实校长是学校食品安全第
一责任，确保学校食品安全不出任何问
题。

湟中县公安局

成立民兵应急排
时报讯（记者 王悦）近日，湟中县
公安局成立了湟中县公安局民兵应急
排，全面落实了军委国防动员部、青海
省军区、西宁警备区民兵调整改革部
署，将承担湟中县各项安保工作任务。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湟中县公
安局抽调年龄在 18—35 岁之间的 50
名民警及辅警成立民兵应急排，党员、
转业退伍军人占比达到 30%。民兵应
急排共分三个班，均由县局警务实战
教官担任。主要担负战争状态时的维
稳、支援保障任务，承担湟中县重大活
动的执勤和保卫任务，应对突发自然
灾害时的应急抢险任务，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和应对突发事件的任务。

北区司法局认真履职

助力扫黑除恶
时报讯（记者 李永兰 通讯员 范
生栋）近日，西宁市城北区司法局根据
区委、区政府安排部署，充分发挥司法
行政部门职能作用，有效助推“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深入开展。
据了解，该辖区 5 个镇（街道）司
法所均在辖区人流密集处悬挂扫黑除
恶专项行动宣传标语，组织法治联络
员、村（社区）法律顾问、人民调解员等
基层法律队伍，在村（社区）开展扫黑
除恶法治宣传。同时，开展两会期间
矛盾纠纷大排查、大化解活动，重点关
注农民工工资拖欠、重大债务纠纷等
群体性事件，加强与人社、信访、公安
等部门的协作，引导矛盾纠纷进入人
民调解，开通民工维权法律援助绿色
通道，做到及时排查、积极化解，努力
把矛盾纠纷苗头化解在基层。
此外，还对全区社区服刑人员和
刑满释放人员进行集中梳理，重点关
注涉及“行凶作恶、暴力催债、涉黄涉
毒、扰乱公共秩序”等违法犯罪行为的
人员，定期开展集中学习教育活动，通
过电话、实地走访等方式，了解其最新
的思想和行为动态，扎实推进重点人
员稳控工作。

3 月 12 日，按照“2018 年质监利剑农资打假专项行动”的统一部署，由省质监
局监督处、计量处、省计量所、西宁市市场监管局组成的行动小组在海东市市场监
管局的大力配合下，前往平安区开展专项执法检查。共检查 4 家农资销售网点，抽
取免费检测样品 3 家 3 批次；检查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抽样基数 13.65 吨，抽样检
验 4 批次，合格 4 批次。
时报实习记者 陈钰月 摄

我省工业旅游形势大好
时报讯（记者 李永兰）3 月 7 日，来自
陕、甘、宁三省的近百家旅行社和我省西北
骄工业旅游景区签订了旅游合作协议，今
年这三省游客将继续把这条观光线作为青
海旅游线路中重要的一站。这为发展我省
工业旅游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全域旅
游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据了解，西北骄工业旅游景区由西北
骄生物产业园厂区和东川工业园厂区两部
分组成，两个厂区各有一条目前国内最大
的万吨级牦牛肉干生产线，并设有可供游
客参观生产工艺的工业旅游参观通道、游
客接待中心、青藏文化展示区、企业文化展
示区、产品展示区、品尝区、销售区为一体
的青藏产品展销中心。其中，位于生物园
厂景区的 2000 平方米雪峰苑生态园旅游
餐厅可同时容纳 800 人就餐，餐饮风格以
青海特色为主，汇集了以牦牛肉、藏系羊等
各类纯天然、无污染高原优势资源为原料
的菜肴及小吃，体现了独有的高原民族特
色。目前，该景区已吸引省内外 200 多家
旅行社 10 多万游客进行了参观游览。
据省旅发委负责人介绍，工业旅游作
为一个新兴的产业，把企业和旅游联合起
来。打造工业旅游是当前我省旅游发展的
大趋势，前景可观，不仅能助推青海旅游业
的发展，还能吸纳就业，有效地拓宽了“旅
游+”的领域，提升我省的旅游品牌。下一
步，青海旅发委将鼓励工业企业发展工业
旅游，着力推动老工业基地、重点园区发展
工业旅游,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工业旅
游目的地、线路和品牌。 同时，将按照《国
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规范与评价》的评价
标准，以因地制宜、创新发展的原则，在青
海省推出一批工业旅游示范基地，为丰富
工业旅游内容，开创全域旅游发展新局面
再添动力。

海东西宁近日仿佛过夏天
时报讯（实习记者 陈钰月 张傲）
伴随着好天连连，逛商业街的市
“这几天感觉已经到了夏天，尤其是中
民也多了起来，12 日晚记者来到力盟
午，穿短袖都不觉得冷。”昨日，平安市
商业街看到，好多店铺都延迟了打烊
民苏先生这样告诉记者。近日，海东、 时间，记者采访不少服装店发现，店里
西宁气温大幅上升，不少市民感觉仿
都已经挂上了春夏装。然而，气温的
佛一夜之间进入夏天。不过，市民也
反复变化也让不少市民不知所措，街
不要太早收起棉袄，未来几天温度还
上穿衣风格各式各样，毛衣、大衣、短
会有反复。
袖花样繁多。市民陈女士告诉记者：
最近几天，西宁、海东等地天气晴 “本来前几天还想买大衣的，但是这两
好，气温不断攀升，12 日最高气温达到
天温度突然升高，两天就脱下了棉袄，
了 17 摄氏度。随着气温的不断升高， 现在已经开始选购裙子了。”好天气让
不少市民纷纷走出家门开始户外活
水果也很受欢迎，力盟商业街口一位
动，记者当日在新宁广场看到，不少市
卖草莓的流动摊贩告诉记者：
“ 天气好
民在广场上沐浴着春天的暖阳，尤其
草莓也卖得很好，下午拉了 10 桶，到了
到了傍晚时刻，在这里散步、跳舞的市
傍晚只剩了 4 桶了。”
民很多。据广场藏舞队领舞蒋女士介
不过，这种好天气并不持久，据气
绍，虽然近日西宁气温转暖，但郊外还
象预报显示，未来几天西宁天气还会
没有绿意，并不适合踏青游玩，所以不
有反复，14 日最高温度将达到 20 摄氏
少市民选择来广场健身，前来跳广场
度，但是从 16 日(周五)开始最高气温又
舞的市民比冬天明显增多，并且跳舞
要下降至 14 摄氏度，17 日全市最高温
时间也延长到了 21 时 30 分左右，比之
度下降至 10 摄氏度，18 日全市最高温
前推迟了 20 分钟左右。
“ 看着天气好， 度下降至 9 摄氏度，但最低气温将升高
就出来活动活动，今天是去年冬季以
至 0 摄氏度。建议市民不要太早进入
来第一次出来跳广场舞。”市民王先生 “夏季模式”，出门前关注天气预报，注
说。
意防寒保暖。

105 家非煤矿山企业

许可证被注销
时报讯（实习记者 张傲）为严格规范
非煤矿矿山安全生产许可工作，进一步加
强非煤矿矿山安全监管，严厉打击非法违
法行为，我省近日对 105 家非煤矿山企业
安全生产许可证进行依法依规注销。
据介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
可法》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和《非煤矿矿
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等规定，
近日，
省安全监管局依法依规注销长期过期
未申请延期、
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乌兰县
中利矿业有限公司沙柳泉钾长石矿、
青海金
三才矿业有限公司灰狼沟蛇纹岩矿等105家
非煤矿矿山企业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并通过
门户网站向各有关单位和全社会公布，
主动
接受社会监督。通过持续开展打非治违、
整
顿关闭等专项整治，
我省非煤矿矿山企业安
全生产条件得到明显改善，
安全生产开采秩
序得到有利规范，企业依法办矿、依法开采
意识得到显著提升，
促进了全省非煤矿山安
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