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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组织收看国务院有关电视电话会议
时报讯(记者 周海新）7 月 31 日，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严防聚集性
疫情做好秋冬季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
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市疫情防控处
置工作指挥部指挥长王林虎，副指挥
长朱向峰、黄国俊、任瑞翔、熊嘉泓、袁
波、张胜源、袁林等在海东市分会场收
听收看会议实况。
市指挥部各成员在市分会场参加，
各县区相关同志在县区分会场参加。
同日，
我市还组织收听收看了全国
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市安全生产委
员会副主任熊嘉泓、
白万奎、
马统邦、
张
胜源、
袁林、
何延年等在市分会场参加。
市、
县区安全生产委员会成员单位负责
同志分别在市、
县区分会场参加会议。

“诚邀全国人民游青海”
活动在平安启动
时报讯（记者 张傲）7 月 31 日，
“ 大美
青海旅游净地——诚邀全国人民游青海”
活动启动仪式在海东市平安区平安驿·河
湟民俗文化体验地举行。省文化和旅游厅
党组书记、厅长张宁，党组成员、副厅长常
红安、
郭法祥、
扎西，
海东市委常委、
市政府
副市长李青川参加启动仪式。
7 月 15 日，省文旅厅在全国率先重启
跨省团队游，成为全国首批恢复跨省团队
旅游的三个省份之一。从 7 月 31 日开始
延续至 12 月底，省文旅厅将以全省遍地

开花的各类活动为载体，为全国游客准备
一场精彩丰富的文旅盛宴。
据悉，
这场文旅盛宴由全省文旅管理部
门齐抓共进，
全省政企共同推动，
上下协同、
省内外互动，
市场主体积极适应后疫情时期
新变化，
抓住机遇，
积极创新经营模式，
努力
提供更多高质量旅游产品和服务，
推动文旅
市场繁荣，
形成大市场环境，
打造安全、
诚信、
文明令消费者满意的
“大美青海旅游净地”
文
旅市场；
全省文旅行业将以开放、
自信、
包容、
合作的胸怀与态度，
全域、
全季、
全时向全国

近年来，海东市互助土族自
治县依托独特的气候和地理优
势，通过土地流转、引进企业规模
化种植的方式，大力发展青藏高
原现代农牧业，不断提高群众收
入、拓宽群众致富渠道。图为互
助县台子乡长寿村村民在家门口
种植基地务工，该基地蔬菜远销
省内外。
时报记者 周海新 摄

全省乡村教师职称评选

首次纳入“双定向”
时报讯（记者 李永兰）近日，青海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启动 2020
年基层专业技术人员“定向评价、定向
使用”工作。其中，首次将全省乡村教
师纳入“双定向”
实施范围。
据介绍，今年，我省将进一步突出
脱贫攻坚和基层导向，加大政策供给，
进一步扩大实施范围。实施领域“4+
1”：在现有四个实施系列基础上，首次
将全省乡村教师（从事教育教学）纳入
“双定向”实施范围。实施范围“6+2”：
在六州农牧、林草、水利实施“双定向”
的基础上，首次将西宁市大通县、湟源
县、湟中区和海东市各县（区）级以下
（不含县本级）事业单位纳入实施范围。
同时，进一步放宽享受条件，对工
作时间长、待聘时间长、任职时间长和
任现职以来在基层工作业绩突出的人
员，给予更具精准性、操作性的政策引
导和服务。在农牧、水利、林草行业乡
镇事业单位连续工作满 15 年且近 5 年
有连续 2 年考核为优秀等次的专业技
术人员，申报“双定向”中级职称时，学
历可视情况放宽至高中（职高、
技校）学
历；在乡镇专业技术岗位工作满 30 年
的专业技术人员，
不受本单位岗位结构
比例限制，优先申报上一层级职称；在
乡镇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聘用满 10
年及以上的，
竞聘本单位同一职务层级
内上一等级岗位时，
不受本层级内最高
等级、
岗位数额限制。对在新冠肺炎疫
情防治工作中表现突出、
作出重大贡献
的基层专业技术人员，
个人获得省部级
表彰（不含省级工作部门表彰）或记大
功奖励者，不受学历、资历、论文限制，
直接申报评审高一层级职称；
个人获得
市（州）党委政府、
省级工作部门表彰或
记功奖励者，放宽任职年限要求一次，
提前一年申报高一级别职称。
此外，强化聘用保障，加强岗位设
置和管理，由各地区、各单位按规定单
独核定“双定向”高级、中级专业技术
岗位，主要用于聘用取得“双定向”职
称的基层专业技术人员。同时，对在
定向评价前已取得全省统一职称资
格、尚未聘用到岗的基层专业技术人
员，也可在单独核定的“双定向”高级、
中级岗位比例内优先予以聘用。

人民展示大美青海文旅资源、
文化底蕴。让
全国游客在青海有得看、
有得玩、
有得吃、
有
得买，
更要留下来，
感受令人神往的
“大美青
海旅游净地”
旅游目的地和令人向往的
“大美
青海旅游净地”
网红打卡地的独特魅力，
形成
大旅游格局。
李青川表示，海东市将以此次活动为
契机，不断打造旅游新业态，创造旅游新
供给，进一步推介宣传海东旅游精品线
路，推动海东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助推全
省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

海东举办第三代社保卡首发式
时报讯（记者 蒋晖）7 月 30 日，海东市
社会保险服务局和平安农商银行共同举办
的第三代社会保障卡发放仪式在平安区三
合镇举行，来自三合镇和石灰窑回族乡共
32 个村的村民领取了第三代社保卡。
活动现场，
平安农商银行工作人员在做
好居民社保卡发放工作的同时，
主动采集居
民信息，
并为村民答疑解惑，
力争让每位持卡
村民最大限度了解第三代社保卡的功能。
“以前在定点医药机构买药、就医都
要携带社保卡，现在只需拿着手机就能去
药店开药，为我们老百姓带来了极大的方
便。”三合镇窑洞村村民王玉青在领到第

三代社保卡后说。
据平安农商银行副行长马钧介绍，第
二代社保卡只具备磁条和编码，
仅用于社保
卡的查询、
药店的刷卡消费功能，
第三代社
保卡新增非接触功能，
方便持卡人用卡。与
此同时，
可享受社保缴费、
待遇领取、
就医购
药、信息查询、异地就医结算、劳动能力鉴
定、
就业失业登记等人社公共服务，
为老百
姓办理业务提供了更加便捷的通道。
“平安农商银行在多个乡镇布设了第
三代社保卡服务网点，
将为老百姓提供社保
卡的申领、
制卡、
激活、
现金存取等一站式服
务，
让老百姓足不出村就可以办理社保卡业

务，
享受各项惠农惠民政策。
”
马钧说，
接下
来，
平安农商银行将加强与政府、
社保部门
的长期沟通，
不断推动第三代社会保障卡以
及惠农惠民事业向前发展，
将这项顺民意、
得民心的德政工程、
善政工程做实做好。
海东市社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
由平安农商银行率先开展的第三代社保
卡发放仪式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为推动全
市社保卡服务功能、提升申领、使用便捷
提供了多种渠道。同时，市社保局将提高
群众对社保卡的知晓率，提升服务能力，
加强与发卡银行间的合作，为人民群众提
供更便捷、更优质的经办服务。

确保
“十百千万”关爱行动取得实效
时报讯（记者 邓成财）7月31日，
海东市
才，帮助 10000 名困境青少年解决实际问
召开全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十百千万” 题。
“十百千万”
关爱行动既是致力脱贫攻坚
关爱行动推进会。会议旨在进一步分享工
的现实需要也是帮扶留守儿童的有效载体。
作成果，
交流工作经验，
补齐工作短板，
努力
会议要求，各县区关工委要深刻领会
推动全市关工委
“十百千万”
关爱行动健康、 “十百千万”关爱行动重要意义，切实提高
有序、
深入开展。省关工委、
市关工委、
市委
思想认识，相互借鉴“十百千万”关爱行动
组织部、
市老干部局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中有益的做法和经验，
不断拓展工作载体，
会前，参会人员现场观摩了乐都区下
丰富活动形式，
补齐短板不足，
为困境和弱
营乡保金绿色养殖专业合作社和高庙镇
势青少年提供更多新平台，给予更多新关
卯寨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爱，
播种更多新希望。要全面把握
“十百千
会议指出，
“十百千万”关爱行动是中
万”关爱行动目标任务，始终坚持问题导
国关工委的统一部署。2018 年，中国关工
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以关爱帮扶困境
委印发通知，
决定利用两年时间，
培育10个
和弱势青少年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深
全国关心下一代关爱品牌，
培育100个全国
化培育关爱品牌、
努力培育优秀儿童之家、
优秀儿童之家，
在贫困地区培养 1000 名带
着眼培养农村“双带双富”青年人才、重点
头致富、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农村青年人
帮扶农村困境青少年，真正做到在思想上
（上接 A01 版）官兵们表示，部队的建设离
不开市委市政府的支持和群众的帮助。
今后，一定会把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支持转
化为工作动力，以实际行动回报海东市领

导和广大父老乡亲对子弟兵的殷切期望
和关怀厚爱，为海东市经济发展和社会稳
定继续贡献力量。
期间，市领导朱向峰、曹幼平、刘伯

关心青少年、
情感上贴近青少年、
行动上服
务青少年。要不断强化
“十百千万”
关爱行
动工作保障，统筹各方资源，狠抓工作落
实，
找准
“急党政所急，
想青年所需，
尽关工
委所能”工作切入点、结合点和着力点，不
断形成教育
“引”
人、
文化
“有”
人，
典型
“树”
人工作机制，确保“十百千万”关爱行动有
组织、
有计划、
有实效开展。
会议听取了乐都区、平安区、互助土
族自治县关工委“十百千万”关爱行动工
作汇报，
各县区关工委作了交流发言。

林、李青川、孔令名等分别前往 68709 部
队、青海陆军预备役步兵旅炮兵团、海东
军分区进行了慰问活动，向广大驻地官兵
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节日的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