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 8 月 10 日 星期五

时报/要闻

责编 / 马红艳 版式 / 俊逸 校对 / 杨青

A03

第三届农产品展交会于9月中旬举办
时报讯（记者 李富生）记者获悉，
由省农牧厅、林业厅、海东市政府主
办，省农牧厅市场信息处、海东市农发
委、乐都区政府承办的首届青海农民
丰收节暨青海高原河湟流域第三届农
产品展交会将于 9 月中旬在乐都区举
办。
本届农产品展交会以“高原农产
品·绿色新发展”为主题，将展示我省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庆祝
中国农民丰收节、现代化农业发展新
成果；高原现代农业新品种、新技术、
新 工 艺 、新 概 念 ；智 慧 农 业 、精 准 农
业、信息农业新技术；现代休闲农业；

推介宣传高原特色农产品和品牌；开
展农产品洽谈贸易；展示青海拉面经
济发展现状和特色民族小吃、高原食
品等。
届时，将邀请巴基斯坦、吉尔吉
斯斯坦、土耳其、俄罗斯、德国、荷兰、
韩国等友好国家参展商、嘉宾参会；
邀请省内六州两市及省外无锡市、西
安市、寿光市、咸阳市、成都市、银川
市等友好城市。预计参展外宾及国
内嘉宾等人员将达到 400 至 500 人。
展区总面积约 5.4 万平方米，包括主
会场、专业展区、标准展区。主会场
包括大门、主席台；专业展区包括六

州一市馆、海东市馆（包括六县区）、
供销社馆、一带一路馆、现代农业科
技馆、龙头企业馆、农牧民手工艺产
品馆、青年创业馆、青海名特美食馆、
民族帐篷馆、青稞酒专区、农机展区、
拉面专区。标准交易展位将进行地
方特色美食、特色农产品、高原美食
的展示和交易。
据了解，本届农展会期间，将举办
高原特色现代农牧业高质量绿色发展
现场观摩、庆丰收文体系列展演推介、
乡村振兴产业发展高峰论坛、拉面技
能大赛、签约活动、农牧民书画摄影
展、农事体验等 11 项活动。

近 年 来 ，乐 都
区坚持“生态立区”
战 略 ，着 力 实 施 退
耕还林生态旅游工
程 ，实 现 了 林 业 发
展方式从单一的注
重生态建设向生态
建设与林业产业并
举 、从 单 纯 的 生 态
建设向生态文明建
设的“两大转变”。
图为退耕还林后山
坡一角。
时报记者 金显花 摄

市供销联社

今年将实施 33 个项目
时报讯（实习记者 尕桑才让）今年，海东
市供销联社共争取到 33 个项目，涉及基层供
销 社 、村 级 综 合 服 务 中 心 建 设 等 ，总 投 资
5020.74 万元。这些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增
强海东市供销社为“三农”服务的实力和能
力，为进一步深化供销社综合改革再增新动
力。
据了解，今年，省级财政支持海东市供销
改革发展资金项目 29 个，专项资金 1610 万
元。涉及基层供销社、村级综合服务中心、农
牧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农牧业生产资料加
工配送中心、农副产品冷链加工配送、农畜产
品产地批发交易市场、土地托管服务中心等
新建项目。截至目前，化隆县、平安区、民和
县供销联社已完成实施方案的编制工作，并
上报县（区）政府，待审批后组织实施；乐都
区、循化县、互助县供销联社正在编制项目实
施方案。
此外，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达 4 个，专项资
金 1260 万元，总投资为 3094.36 万元。目前，
企业自筹资金已全部到位，待中央财政和地
方配套资金到位后即可进行建设。

互联网医疗方便百姓就医
时报讯（记者 陶成君 通讯员 陈
胜）近年来，海东市积极推进计算机技
术、通讯技术在医药卫生领域的推广
运用，以互联网为载体和技术手段的
健康教育、医疗信息查询、电子健康档
案、疾病风险评估等健康服务在医疗
机构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取得明显
成效。
我市通过加强信息系统应用建
设，目前市、县区 6 个二级数据中心已
建成运行，市、县级公立医院已普遍使
用收费系统、病历书写系统等，部分使
用临床路径管理系统、抗菌药物分级
权限管理系统、手术分级管理系统、自
助挂号系统、预约挂号排队呼叫系统，
所有公立医院均开通了远程会诊信息
系统，互助县人民医院、平安区中医院
等开通了微导诊服务，方便了群众挂

号就医。特别是市、县级公立医院均
供快速、便捷、高效的健康需求和咨询
与省级公立医院和省外帮扶医院开通
服务。
了远程会诊系统，实现了辖区群众不
此外，平安区积极支持互联网医
出县（区）就可以享受到三级医院专家
院建设，2016 年在全市率先建成平安
的诊疗服务，切实解决了群众的需求， 正阳互联网中医医院。该医院通过自
减少了群众的医疗花费。
有互联网平台——
“小鹿医馆”，供医
通过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智能化， 生和患者使用。注册医生可以使用
我市乐都区和化隆县分别投资 156 万 “小鹿医馆”医生端，进行患者邀请、管
元、140.4 万元启用智能家庭医生签约
理、线上复诊随诊，更好地服务于广大
服务平台，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利
患者。患者则可以通过“小鹿医馆”患
用信息化为群众提供“点对点”健康管
者端，与医生在线自由沟通，并享受优
理服务。共对辖区 42 个乡镇卫生院安
质药品配送到家的便捷服务。
“ 互联
装了平台系统，配备了“一体式”家庭
网+中医医疗”抓住了分级诊疗的“牛
医生出诊箱，通过家庭医生出诊箱电
鼻子”，使传统的诊疗模式发生了深刻
子化设备可以将血压、心率、血糖、血
的变革，把医疗服务搬到了“指尖上”，
氧饱和度、
血红蛋白等 47 项生理指标， 做精做准分级诊疗就医模式，使医患
通过蓝牙传输到管理平台，全面实现
人员足不出户就能通过该平台享受全
数据的动态化、精细化管理，为群众提
国多家三甲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

汽摩高手昨日逐鹿海西
时报讯（记者 李永兰）直立驾驶、
飞身跃起、车把转向……8 月 9 日，
“交
通银行杯”青海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暨
第二届全民健身大会汽车摩托车比赛
在德令哈激情开赛。各路高手在赛道
上进行了巅峰对决，上演了一场惊险
炫酷的激情碰撞。
“比赛前，我们对场地赛道进行了
‘牛刀小试’，总结下来还是有些难度，
土质没有往年那么松软，毕竟我没有
受过专业训练，还是有点费力，一圈下
来特别累。”海南州汽摩协会车手华丹
告诉记者，自己有近 8 年的车龄，平时
喜欢在戈壁滩上练习，也因如此，华丹

对拉力赛有着丰富的经验，而对于此
次的场地赛他表示主要以体验为主。
驰骋，腾跃、急转、冲刺，说到这些
摩托车特技，不少人会想到身经百战
的专业选手，在青海自由越野摩托车
队，一位 17 岁的业余选手却堪称为职
业选手。李生琪是湟中县多巴镇土生
土长的农家小伙，三年前，突然对摩托
车特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问及原因，
李生琪略显生涩地说，因为辍学，平日
在家闲暇时，他就骑着摩托车在自家
屋前的空地练习技术，后来通过世界
级车手的视频，将起车头、翘车尾、漂
移、跳跃等这些花式动作，在经历了一

次又一次的失败和练习后，现在练得
炉火纯青。
“ 因为岁数小加上受伤多
次，父母对我便不再支持，现在只能把
摩托车当成业余爱好，但我的梦想依
旧是成为职业选手，成为我父母的骄
傲。
”
李生琪说。
德令哈市民刘福军，已是该项赛
事的忠实粉丝，他告诉记者，现场比看
电视过瘾多了，而且还感到特别得欣
慰和兴奋，凡是在德令哈举办汽摩赛
事，他就会带着喜欢摩托车的儿子和
外甥过来看比赛，拍照片视频发给亲
戚朋友，让他们一起感受激动人心的
时刻。

我市 601 家食品经营户

被责令整改
时报讯（记者 周晓华 通讯员 严德全）今
年以来，海东市场监管部门紧紧围绕农村食
品安全大排查大整治这一主线，通过采取落
实监管责任，破解监管难题等一系列有效举
措，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截至目
前，对全市 601 家问题食品经营户下发了责令
整改通知书，73 家违法食品经营户下达了行
政处罚决定书，9582 家食品生产经营单位进
行了规范化管理。
据了解，为落实食品安全监管责任，海
东市通过制定下发整治方案、多次召开专题
会议、制定相应监管措施、深入基层督导检
查等途径，落实市级市场监管部门食品安全
监管责任。各县（区）及时组织开展各类食
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规范食品生产经营者
的经营行为，尤其对县城、乡镇所在地食品
经营户进行了逐户、逐村、逐乡集中整治，并
对整治中发现的主体资格不合法、食品安全
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
“ 三防”设施不齐全、
进货查验制度不落实、索证索票不规范、经
营场所卫生不整洁等问题责令经营户限期
整改或停业整顿，对制售假冒伪劣食品、食
品生产加工过程中添加非食用物质、销售加
工未经检验检疫的畜禽肉等违法经营行为
依法查处。
为了使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得到社会各
界广泛支持，海东市、县（区）市场监管部门
把宣传工作作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一项首
要任务来抓，通过食品安全“五进”活动、上
街咨询服务、召开食品安全整治动员会、食
品安全知识讲座等方式，宣传食品安全法律
法规和相关政策以及食品安全监管工作重
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