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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东聚焦民生领域织密“保障网”
时报讯（记者 胡生敏 通讯员 范
经营户已安装了客户端，纳入平台
文娟）今年以来，海东市市场监管部 “透明厨房”企业 150 多户，已安装执
门结合职能深入贯彻“一优两高”战
法终端的执法人员有 277 名，为全面
略部署，狠抓食药安全、特种设备安
铺开智慧监管奠定了坚实基础。
全、产品质量安全、计量惠民、标准引
在保障特种设备安全方面，至目
领等五大领域监管，全力推动保障和
前，已检查各类特种设备 938 台，发
改善民生工作。
现安全隐患 37 处，已整改 27 处，立案
针对节日重点区域、重点商品、 查处各类案件 4 起。开展燃煤锅炉
重点场所，海东市监局先后开展了食
大排查行动，根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
品领域的 6 次专项检查，共检查各类
组督察反馈意见，将列入整治清单的
食品生产经营主体 1.3 万家次，查处
35 台燃煤锅炉进行拆除，至目前，除
食品违法案件 8 起，有力保障了节日
循化县还有 7 台未拆除以外，其他县
市场安全。强化食品抽查，抽检 260
区均已全部拆除完成整改任务。在
批次食品及食用农产品，检出不合格
计量惠民方面，重点检查了集贸市
食品 5 批次，抽检合格率 98.08%。全
场、商场（超市）、餐饮场所在用计量
力推行“安康河湟”食药智慧监管平
器具 836 台（件），不合格 3 台（件）；抽
台，全市现有食品经营企业中 90%的
检预包装、定量包装商品 231 批次，

合 格 227 批 次 ，不 合 格 的 已 责 令 整
改，
查处计量案件 2 起。
此外，全力保障产品质量，开展
学生校服质量检查，对 2 家企业的 2
批次产品进行了抽检，对 30 余家学
校落实“双送检”制度执行及验收台
账记录进行监督检查，检查情况已反
馈教育部门进行整改。春播期间开
展了农资市场专项检查，完成了 75
批次化肥抽检，合格率 97%；查处农
资案件 4 起，有效杜绝了坑农害农事
件的发生。

五四战略
奋力推进 一优两高
深入实施

化隆推动

“两个条例”落地见效
时报讯（记者 胡生敏 通讯员 王
玉山）今年以来，
化隆县各级党组织以
“三结合”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中国共
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中国共
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
（以下简称
“两个条例”
），全面提升党支部组织
力，
提高新时代党支部建设质量，
推动
“两个条例”
在化隆县落地见效。
化隆县结合党员培训全面学。
在今年农村党员冬春轮训等活动中，
把“两个条例”作为培训的重要内容，
给广大农村党员全面系统讲解“两个
条例”的重要内容；各机关、单位、乡
镇、村，在“固定党日”、
“三会一课”等
党内组织生活中，把“两个条例”纳入
学习的内容，组织党员全面学习“两
个条例”。并利用微信工作群、微信
公众平台等载体给各驻外党支部转
发“两个条例”相关视频和内容，不断
扩大“两个条例”
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同时，结合干部下乡精准学。以
千名干部下乡开展“一讲两办三推”
活动为契机，化隆县委组织部及时印
发“两个条例”的宣传手册，让千名干
部在宣讲中央和省委 1 号文件精神的
同 时 把“ 两 个 条 例 ”传 播 到 千 家 万
户。千名干部在做足自身“功课”基
础上，深入村社，分层次分领域，通过
讲座、交流等多种方式，对照重点章
节、重点内容，逐章逐句，用群众看得
懂、听得进、接地气的家常话，精准解
读“两个条例”
。
此 外 ，结 合 党 建 突 出 问 题 深 入
学。把“两个条例”的重要内容与《关
于整改基层党建工作突出问题的通
知》的要求有机结合起来，各机关单
位党组织、各乡镇党委、村党支部针
对基层党组织发挥不明显、软弱涣散
村党组织、村集体经济基础薄弱、村
“两委”班子作用发挥不明显等问题，
对照“两个条例”解读学、细致学、深
入学，交流学习经验，分享学习心得，
深入了解掌握基层党建工作存在的
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及时探讨解决
问题的相关举措，切实用“两个条例”
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虹膜采集

提升百姓安全指数
时报讯（记者 颜金梅 通讯员 费照林）去年 11
月份，海东市公安局经过多方论证、现场测试、比对
分析等方式确定了虹膜最终产品选型及基层单位
配备数量。截至目前，海东市各县（区）虹膜采集识
别终端已经全部安装完成，各县（区）已进入开展虹
膜采集入库工作的阶段。
建设虹膜身份核查系统及本地虹膜信息库，将
人的身份证件信息与其虹膜生物特征进行绑定，通
过虹膜识别快速、精准地确定人员真实身份，全库
虹膜比对能在 2 秒内返回唯一准确结果，发现可疑
人员实时报警，能够有效解决伪造、冒用证件及整
容等手段给身份识别带来的困难。
“将人的驾照信息与其虹膜信息进行绑定，
在交
警移动执法和进行交通违章肇事处理过程中可通过
虹膜识别核查违章肇事司机的真实身份，杜绝冒名
顶替。
”
市公安局科信处负责人蒋卫东告诉记者，
为了
保证配置于基层单位的 158 套采集识别终端在实际
工作中发挥良好的作用，
市公安局科信处于今年 3 月
在全市举办了培训班，
同时带领技术人员赴各县（区）
基层派出所实地安装调试虹膜采集终端。
据了解，全市各部门安装虹膜采集识别终端建
设完成后，通过对辖区常住人口、刑事行政涉案人
员、民事纠纷人员、办理护照及入境外籍劳务人员
等进行信息采集。同时，虹膜信息采集将实现对可
疑人员进行身份核查、对外籍人员身份的准确识
别、发现出境人员更换身份重新入境等用途。

乐都巧用
“坐标系”
眼下，正是乐都长辣椒栽种季节。多年来，乐都区依托湟水，以优势
资源为依托，大力扶持当地种植业发展，先后修建多个拱棚示范基地，农
民群众依托基地发展，鼓起了钱袋子，也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寿乐
镇千栋拱棚示范基地就是其中之一。图为寿乐镇王佛寺村民正在购买
辣椒苗进行栽种。
时报记者 金显花 摄

平安出实招治理城市扬尘
时报讯（实习记者 邓婷 通讯员
陈雯）今年来，海东市平安区根据
《关于打赢蓝天碧水保卫战三年行
动实施方案的通知》，结合平安区工
作实际，精准施策、持续发力，打出
了一份标本兼治、主攻治本的组合
拳。
据了解，针对道路浮尘，平安区
通过深入推行“湿扫+洗扫”作业模
式，定期对人行道和主路面进行冲
洗。随着天气逐渐转暖，现冲洗周
期由之前每半月一次提高到每周一
次。对路面粘贴的口香糖、小广告
等细微问题进行精细化处理。同
时，将重要路段洒水次数由每天 3 次
提高到 6 次，做到白天不间断洒水喷
雾，高强度常态化保洁，达到“路面
见本色、无油污、无积存泥沙”的基
本要求，严控道路浮尘。
按照建筑施工工地“6 个 100%”
要求，平安区对辖区内 8 个施工工地
的雾炮、硬化、洒水、覆盖等扬尘防
治措施布置情况一一进行检查。经

不间断巡查，各工地基本都能按照
要求布置设施。在检查过程中，一
经发现污染问题，严格按照《海东市
城市管理条例》责令其立即停工整
改。另要求施工工地对周边道路进
行冲洗、洒水，在大风、雾霾等重污
染天气时增加冲洗、洒水降尘作业
频次，
使大气污染得到有效控制。
此外，
平安区以晚间九点以后为
主要巡查时段，以城区主要道路、各
施工工地及周边为整治重点路段，
采
取固定与机动相结合的巡查模式，
对
过往工程渣土车密闭措施、抛洒滴
漏、行驶路线等违法行为进行检查，
坚决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整改
一起。近期，共检查渣土车 300 余
辆，现场整改 72 辆，暂扣车辆手续 27
辆，对造成严重抛洒漏的 5 辆渣土车
进行罚款，
共处罚金 2500 元。

培育乡土人才
时报讯（记者 冯大馨 通讯员 董杰伟）近年来，
乐都区以加强乡土人才队伍建设为原点，以培育后
备人才为横轴、强化能力培训为纵轴、选树先进典
型为竖轴，打造乡土人才立体培育坐标系，有效增
强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乐都区通过村级党组织推荐、
党员群众评议、
乡
镇党委考察等程序，
对农村技术能手、
致富带头人、
回
乡知识青年、
退伍军人、
大中专毕业生、
种养殖大户等
进行重点跟踪培养，建立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培
育档案，
目前已形成了 700 余人的全区农村基层信息
库。结合村
“两委”
换届后
“回头看”
工作的开展，
将条
件成熟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调整进入村
“两委”
班子，
把乡土人才从
“幕后”
推向
“台前”
，
实现振兴大
戏人才唱，
为促进农村事业发展壮大了有生力量。
同时，围绕乡村发展需求，分层分期分批精准
举办各类主体培训班次，选拔 44 名村级党组织后备
干部赴华西干部学院参加省级专题培训，组织 40 名
政治素质好、
“双带”能力强的农村致富带头人赴无
锡市惠山区进行第三期乡村振兴专题培训，充分发
挥乡镇党校的主阵地作用。依托党员干部现代远
程教育和“党员空中活动室”平台，实现农村党员干
部“面对面”
“键对键”培训，不断更新乡土人才思想
观念，
促进能力素质提升。
此外，鼓励乡土人才带头兴办经济实体、发展
种养殖业，使之成为带领群众致富的“领头雁”，同
时积极引导成立党组织，点燃乡村发展的“红色引
擎”。广泛宣传以王保金、尹得胜、李连和为代表的
优秀乡土人才先进事迹，激发乡土人才活力，推广
“乡土人才＋合作社＋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带动
乡村经济发展、带动贫困群众脱贫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