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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周海新）近年来，海
东市城乡劳动力技能培训工作紧紧围
绕“政府推动、部门监管、劳动者受
益”，以提高劳动者素质、实现技能脱
贫为突破口，通过创新培训体系，完善
培训制度，落实培训政策，突出培训实
效，切实提高了培训就业率和创业成
功率。2018年度全市完成二、三产城
乡 劳 动 力 政 府 补 贴 就 业 培 训 任 务
25268人，完成全年任务的120%。

据悉，在 25268 人中,农民工职业
技能提升培训23268人、城镇化（转户）
失地农民技能培训 2000人、企业职工
转业转岗和技能提升培训 1000人（含
园区企业用工培训）、贫困劳动力技能
培训5358人。

为进一步完善职业技能工作体
系，海东市紧密围绕全市经济转型升

级对技能人才的需求和就业结构性矛
盾的变化，从完善政策、推进项目、
实施活动等方面着力健全面向城乡劳
动者的职业培训体系。坚持用好用足
贫困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职业技能
鉴定、项目制培训、参加失业保险职
工技能提升等各项补贴政策，努力做
到了深度贫困地区每户有劳动能力的
贫困家庭至少有一人掌握一门就业技
能。

同时，海东市积极组织职业培训
机构和技工院校、企业等根据实际情
况采取集中培训、弹性培训、上门培训
等方式开展进乡镇、进社区、进家庭等

“点对点”“一对一”精准培训，提供免
费政策咨询、就业培训信息等服务，特
别是针对贫困劳动力的实际情况灵活
提供集中培训、弹性培训、课堂教学、

工厂实训、“互联网+培训”、多媒体资
源培训等多种培训方式，使学员学得
到、看得懂、用得上。

针对拉面从业人员多且在外的实
际，海东市采取走出去到内地拉面从
业人员集中的地方，送培训到拉面馆
的灶堂上，开展 SYB 创业培训和“技
能+创业培训”，海南、四川、江苏、上海
及广州近3000名拉面从业人员参加了
培训，帮助他们提高了掌握做“老板”
的基础知识和必备能力和创业意识及
创业能力。

据相关人士介绍，截至去年底，海
东市共培训城乡未就业劳动力近60万
人次，占全部农村劳动力的 40%左右，
共培训城乡贫困劳动力近5万人，一大
部分贫困劳动力通过掌握技能，提高
了就业能力，实现了脱贫致富。

我市补贴就业培训2.5万人

时报讯（记者 陈钰月）2018年，全省节能减
排工作取得成效。据悉，我省在去年把淘汰落
后产能工作作为促进全省节能减排、调整工业
结构工作的重要抓手，明确任务目标、强化监督
检查，有效确保了各项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首先，我省积极推动提升重点工业企业污染
物排放自动化监测水平，其中纳入传输有效率考
核基数的共66家企业，在75家企业安装137个视
频监控探头，联网率达到85%，建立污染物自动
监控“日巡查、周汇报、月通报、年考核”工作模
式。并且，持续开展各类专项环境执法检查活
动，检查各类企业及项目8314家（次），发现环境
违法企业372家，对251家企业进行了行政出发，
处罚金额1524.1万元，责令关闭取缔7家，查封扣
押26家，限期停产8家，移送司法机关7件。

同时，完成了钢铁、水泥、电解铝 3个行业
23户企业的能耗限额标准及阶梯电价政策执
行情况的专项监察；完成了烧碱、纯碱、合成氨、
焦化等 5个行业 10户企业的能耗限额专项监
察；完成了 2017年 6户违规企业整改落实情况
的跟踪监察。在此基础上，组织开展2018年水
泥产品省级风险监测工作，共抽检了20家水泥
生产企业的20个批次普通硅酸盐水泥，并责成
对 3批次不达标产品生产企业进行了整改，并
约谈3家生产企业负责人。

此外，2018年我省完成15万吨规模以下煤
矿全部关闭退出工作任务，涉及海北州、海西州
10处煤矿，产能（规模）每年69万吨。加大资金支
持，提升行业技术水平，对技术改造提升无望的
设备予以淘汰，全年共淘汰12500KVA矿热炉6
台，下拨奖补资金600万元。大力推进余热发电
和节能改造，不断优化高耗能行业运行效能，全
年支持水泥、铁合金企业节能改造资金250万元。

去年青海节能减排工作

获成效

时报讯（记者 杨璐 通讯员 金云）
近日，记者从海东市民政局获悉，为进
一步提高城乡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
保障水平，根据省政府统一部署，从 1
月1日起，提高全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标准。

据悉，此次城乡低保提标将惠及全
市7.65万名城乡低保、特困供养困难群
众。提标后，我市城市低保标准为每月
568元；农村低保标准每年 4300元（每
月358 元），其中，A类4200元每人每年
（350元每人每月），B类3600元每人每

年（300 元每人每月），C类2400元每人
每年（200元每人每月）；特困人员救助
标准中，分散供养为10440元每人每年，
集中供养为11484元每人每年。

同时，为切实保障春节期间城乡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我市在元月底前
发放了 1至 2月城乡低保、特困人员困
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金共 5775.54 万
元，其中，为 10845名城市低保户发放
1031.98万元，为 59637名农村低保户
发放3447.26万元，为6044名特困供养
人员发放1296.3万元。

我市全面做好低保提标工作

时报讯（记者 周晓华 通讯员
许正林 严德全）“青海年·醉海东”
系列活动期间，海东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检查
各类食品生产经营主体2976户次，
整改问题经营户 68家，查获 10大
类、35品种、2719袋（瓶、听、罐）假
冒伪劣、过期变质等不合格食品，
查获未经检验检疫猪肉196公斤。

据了解，海东市县区两级市场
监管部门针对此次“青海年·醉海
东”系列活动市场交易频繁、食品
购销两旺的特点，各县区市场监管
局研究制定本级食品相关主体准
入管理规定，实行参展食品相关主
体登记备案制度，对辖区外食品生
产经营主体实行先审查、再参展要
求，对米、面、油、肉制品、水果干制
品、食品添加剂等14类食品进行了
重点审查。期间，共审查食品生产
经营主体1023家。

同时，各市场监管部门全面开
展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抽调执法
人员 240余人，组成 60个执法检查
小组开展食品市场专项整治行动，
加大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监管
力度。在市场、超市、商场、大中型
餐饮服务单位等重要节点，发放

《节日期间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提
示》《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
等宣传资料，扩大社会知晓面。

此外，各市场监管部门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广泛开展食品
安全风险检测与评估，增加食品抽
样检验的批次，全市共抽检 14 大
类、27品种、365批次食品及食用农
产 品 ，与 往 年 同 期 相 比 增 加
82.5%。各县区市场监管部门正式
启用统一配备的食品安全快速检
测车，依托农贸市场、大中型超市
快检室和县区局食品安全快速检
测车辆，检测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
留超标，并在部分超市开展“你送
我检”现场检测工作，确保食品及
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

海东68家食品经营户

被整改

时报讯（记者 周晓华 通讯员 周学宝）2018
年，海东市红十字会围绕产业升级、增加农民收
入、积极巩固脱贫成果的目标，全面推进扶贫村
的脱贫攻坚力度。

据了解，市红会在“实”上下功夫，进一步细
化、完善脱贫攻坚工作实施方案，夯实基础。通
过进一步熟悉情况，掌握贫困户实情，不断提高
扶贫工作精准度。对38户贫困户从危房改造、
家庭牧场、产业发展各方面进行复核，针对问题
进行指导。全面完成确定的贫困户危房改造任
务，入住 26户；修建家庭牧场 25户。组织全会
干部职工到扶贫联点村，开展十九大精神宣讲
及救助慰问活动共4次，为困难老党员、老干部、
因病因灾困难家庭送去救助金及救助物品共计
3.03万元。同时，及时开展救灾除险及灾情摸底
工作，拨专款10万元用于扶贫村道路、桥梁、戏
台等水毁工程的修复。举办各类培训班5期，主
要领导和驻村第一书记亲自授课，让党的好政
策及时地进村入户，传播到贫困群众中间去。

此外，市红会发挥红十字成员单位的资源
优势，通过 15万元的“博爱家园”项目，补齐了
扶贫村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短板，使扶贫工作
实现了从“输血式”到“造血式”的转变。

市红会发挥优势

“真”扶贫

（上接A01版） 目前，在省内外拉面
经营的经营户达到 2.73万家，从业人
员 17.35 万人，实现经营收入 154.86
亿元，实现利润 56.85 亿元。同时，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累计取消行政审
批事项 39 项，下放 93 项，承接 80
项，取消各类涉及群众办事创业证明
事项 60项。开展“马上办、网上办、
就近办、一次办”政务服务事项 108

项，“最多跑一次”政务服务事项 66
项。新增各类市场主体 67527户，平
均增速为 23%。实现招商引资到位市
外资金243亿元。

此外，持续改善生态环境，实现河
长制全覆盖，组织开展春、秋季植树造
林 50 万人“大会战”，完成义务植树
734.5万株，落实造林面积84.6万亩，完
成造林任务57.9万亩。

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在“青海年·醉海东·循化游”系列活动中，为弘扬传
统餐饮文化，打造民族餐饮品牌，使更多人了解撒拉宴制作技艺，在旅游景
点开展现场制作，免费品尝活动，深受游客青睐。图为撒拉族妇女在制作面
食。 时报记者 董健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