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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东首创残疾人国民应急体系
时报讯（记者 杨璐）11 月 22 日，海
东市残疾人国民应急项目启动大会在
海东市平安区残联举行。海东市残联、
平安区残联、西宁蜀海网络技术有限公
司主要负责人，平安区化隆路社区、湟
中路社区、青棉社区工作人员及残疾人
代表 65 人参加启动大会。
据了解，此项目是通过我市残联的
努力争取，引进了国内首创的国民应急
防护体系，并决定将青海省海东市残联
确立为全国国民应急残联系统先行示
范区，同时选定平安区为先行示范点推
行海东市残疾人国民应急系列项目。

该项目的实施，旨在提升残疾人生命安
全系数，引导和培养残疾人在意外危急
时刻的自救救护能力，推动残疾人事业
更好更快发展，同时顺应时代步伐，打
造海东市“互联网+残联”
“ 互联网+残
疾人”的残联系统创新服务体系。
在启动大会现场，
西宁蜀海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负责人刘军文向参会人员及残
疾人代表讲解了残疾人国民应急相关知
识，
并在电脑和手机上演示了当残疾人遇
到意外和危急时刻时，如何通过手机
APP——国民应急启用一键自救功能。
海东市残联理事长韩秀兰表示，
下一

步，
我市将开展
“互联网+残联”
系统建设，
完成试点地区三级国民应急防护体系建
设，
完成平安区残疾人国民应急生命安全
监护服务中心建设；
开展
“互联网+残疾
人”
普及，
让平安区全部残疾人整体入网
国民应急平台，
并保证每个残疾人知晓并
掌握国民应急系统；
开展社会宣传及各种
展览展示宣讲活动，
使区域内每个百姓知
晓、
理解此项残疾人关心关爱民生工程，
并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完成此项试点工作。

不如实报告个人事项

两干部作出检讨
时报讯（通讯员 多杰）
“我因未
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造成了不
良的影响，给组织添了麻烦，我诚恳
接受组织的批评和处理，并在此作
出深刻检讨”。近日，海东市 2 名领
导干部因未如实报告领导干部个人
有关事项，市委组织部责令 2 人向部
务会作出检讨。
实施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
告制度，是党中央作出的重要决定，
是加强领导干部监督管理、促进领
导干部廉洁自律的重要举措。从
2014 年核查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
以来，海东市领导干部如实报告率
逐年提高，但是部分党员领导干部
将个人有关事项当作“个人隐私”，
藏着掖着，既不交心，也不交底。等
到被查出来还推说与配偶、子女之
间财务独立、互不知情，找出种种理
由来搪塞组织。针对这些问题，市
委组织部结合实际，提出了领导干
部个人有关事项“10 个不予采信”，
年初要求领导干部在“10 个不予采
信”告知函上进行签字并承诺。
市委组织部相关干部表示，领
导干部能否认真、如实地报告个人
有关事项，是考验其党性和组织纪
律观念强不强，能否严格守纪律、讲
规矩，能否对党忠诚老实，能否自觉
接受纪律约束，以及是否清正廉洁、
是否“有病”的试金石。让领导干部
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无论从遵守纪
律还是从促进廉洁的角度来说，是
考验，是监督，更是爱护。所以，每
一位党员领导干部都应该认真对待
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
向组织讲真话、报实情。
（上接 A01 版）
党报不仅仅是一张报纸，而是党员
加强学习、提高政治站位、提升自身修
养最实用最便捷最有导向性的资料。
首先，党报有其特殊性。2016 年，习近
平总书记在人民日报社考察时说：
“全
党全国人民都从《人民日报》里寻找精
神力量和‘定盘星’”。这不仅是对以
《人民日报》为首的党报重要性的肯定，
更是对党报所拥有的特殊性的肯定。
党报党刊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是党和政
府联系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担负着
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

毛斯湖是互助县经过人工改造而形成的景观湖体，整个公园地势北高南低，水
体自北向南逐层流下。经过建设打造，毛斯湖景观初具规模，绿化面积达 8 万平方
米，治理面积达 12 万平方米，成为互助县城居民休闲散步的好去处。图为毛斯湖
一角。
时报记者 颜金梅 摄

我市全力保障寄递渠道安全畅通
时报讯（实习记者 尕桑才让）近日，
海东市综治办、市邮政管理局赴全市两
区四县，组织开展全市寄递渠道安全管
理综合治理考核工作。
考核组采取听取汇报、查看资料、
督查市场等方式，细化考核内容和评分
标准，对各县（区）2018 年寄递渠道安全
管理主要工作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考核，
并及时将考核结果上报市综治办。
自海东市将寄递渠道安全管理工
作纳入全市综治考评体系以来，海东
市邮政管理局积极加强与综治、公安
等部门的沟通联系，充分发挥全市寄
递渠道安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作用，
积极推进各县（区）寄递渠道安全管理
工作。今年以来，海东市邮政管理局
象的使命任务。党报中有时局，有政
策，有群众。读党报，读懂党报，方能了
解并吸收中央与省上的政策方针，知晓
群众所需所求，从中找到开展工作的动
力与方向。
其次，党报有其便捷性。纷杂的信
息、迭出的技术给我们带来学习方法便
利性的同时，也使我们跌进“乱花渐欲
迷人眼”的世界，碎片化的知识、时间反
而令学习更加盲目、更加被动，党报党
刊就是我们应该牢牢抓住的“定海神
针”。党报党刊是新闻的集散地，是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集散地，是重要思想

坚持安全大局，明确“平安海东”建设
总体要求，将综治工作作为一项重点
来抓，不断强化组织领导，认真履行监
管职责，注重法律宣传，积极开展寄递
安全专项行动，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治
安和邮政行业法制环境，维护了社会
和谐稳定，促进了民族团结进步，确保
了全市寄递渠道的安全平稳和各项目
标任务的圆满完成。
下一步，海东市邮政管理局将充分
发挥综治考核的督促整改作用，认真贯
彻落实全市综治维稳和寄递安全管理
工作有关安排部署，积极开展各项工
作，在维护寄递渠道安全平稳运行及主
动参与社会综合治理方面发挥积极作
用，
全力保障寄递渠道安全畅通。
舆论阵地，决策部署、重点工作、最新理
论、先进经验、热点新闻、社会民生、文
艺杂谈等，一目了然，提供的信息权威、
系统、连贯而丰富，是党员加强全方位
学习的好帮手、好参谋。随着媒体融合
时代的到来，党报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不
但不会削弱，反而会随着主力军转战主
战场，大大提升为党员加强自身学习提
供的便捷性。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读懂党
报，用好党报，才能收获知识、信息，提
升能力、境界。只要不令其蒙尘，物尽
其用，
我们的心才不会蒙尘。

我市 8 类商品

接受计量抽检
时报讯（记者 胡生敏 通讯员 韦海）日
前，海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开展了定量
包装商品计量监督检查，35 家企业的 8 类 82
批次商品接受抽查。
据了解，此次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
监督抽查工作选定的商品分别为：水泥、化
肥、食用油、调味料、白酒、熟肉制品、包装饮
用水、小食品。抽查指标包括定量包装商品
净含量的标注、净含量检验两个指标。为顺
利完成检查，海东市场监管局印发了《海东市
2018 年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省级计量监督抽
查方案的通知》，并对照学习《定量包装商品
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结合批次数量任务要
求，制定企业抽样顺序、抽样方法、抽样时间
等要素，通过随机抽取检查对象和执法检查
人员，由执法检查人员执行抽样任务，海东质
检所协助，最终抽查了海东地区 35 家企业的
8 类商品，
共 82 批次。
从抽查的情况来看，
大多数生产企业都配
备了与经营项目相适应的计量器具，
所用计量
器具能及时检定，
定量包装商品的净含量符合
国家有关规定。同时，通过监管人员指导、帮
助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不断完善计量管理
制度，
提高自身计量保证能力并明确指出生产
者的主体责任，要求切实履行其职责，确保包
装商品净含量计量准确，
真正从源头杜绝不法
经营者缺斤短两、损人利己的行为，全力打造
市场公平、
公正交易的良好环境氛围。

安全生产
责任大于

天

海东小作坊食品生产禁止目录

正式施行
时报讯（记者 胡生敏 通讯员 贾成学）近
日，海东市食品小作坊禁止生产加工食品种
类目录经海东市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印发全
市施行。
据了解，
海东市食品小作坊禁止生产加工
食品种类目录是海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
《青海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
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
）的授权，结合食品安
全风险评估和海东市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生
产经营实际，参照国家食药总局《食品生产许
可分类目录》起草，
经广泛征求意见、
邀请专家
论证等程序后报市政府审批同意施行。
该目录在《条例》禁止小作坊生产加工食
品类别的前提下，按照《办法》规定的传统、低
风险原则，主要针对人民群众日常消费量较
大的面、油、调味品、卤制品、糕点、豆制品、炒
货、淀粉及淀粉制品等传统食品和低风险食
品进行了具体规定，如在禁止小作坊生产加
工发酵性豆制品基础上，允许小作坊集中加
工生产非发酵性豆制品（豆浆、豆腐、豆腐脑、
豆腐干、豆腐皮等）。为控制食品安全风险，
小作坊不允许以液态法或固液态法生产加工
白酒，但为满足群众生产生活需要，允许小作
坊以固态法加工青稞酩馏酒，但不允许外购
原酒进行勾兑出售。
海东市食品小作坊禁止生产加工食品种类
目录的正式施行，
是海东全面贯彻落实《条例》
和《办法》的重要举措，
对于进一步规范全市食
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生产许可及日常监督管理工
作，
确保小作坊食品安全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