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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城迎检 今起集中整治17条街道
■记者 曹磊 马恩义
■实习记者 边巴卓玛
昨日下午， 拉萨市市政市容
管委会召开创城迎检动员会，市
政府副秘书长、 市政市容管委会
主任强巴江才宣读了 《拉萨市市
政市容管委会迎接 2011 年全国
文明城市综合测评实施意见》。强
巴江才表示， 根据拉萨市创建文
明城市迎检测评工作要求， 拉萨
市市政市容管委会创城迎检主要
分为集中整治、迎检测评、巩固提
高三个阶段。

连续整治 12 天
强巴江才介绍， 创城迎检集
中整治从 8 月 20 日全面启动，将
一直持续到 8 月 31 日。 针对创城
工作任务中存在的问题、 薄弱环
节及未完成指标， 将逐项采取实
质性措施加以落实， 切实做好各
项迎检前的整治工作。
“在巩固创城工作上， 重点

是抓好公共设施维护、主干道设
施建设，维护公共环境卫生。”强
巴江才说，拉萨市市政市容管委
会所属单位要根据创建文明城
市工作职责和任务分工，查漏补
缺， 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及时整
改，确保创城综合测评工作顺利
完成。
为了确保迎接全国 文 明 城
市综合测评公共环境整治工作
有序开展，做到分工明确，责任
到人，拉萨市市政市容管委会成
立了综合测评领导小组。“测评
领导小组主要是指挥各项迎检
工作顺利进行，对创城档案资料
进行完备充实。 ”强巴江才告诉
记者，各单位、科室之间要加强
工作协调配合，积极服从拉萨市
市政市容管委会“六城同创”办
的统一指挥。

集中整治 17 条街道
此外， 城关区市政市容管委
会、 城关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为保持好市区市容市貌整洁有
序， 为确保中央文明办测评组在
城关区的各项测评工作顺利开
展， 两部门依据城关区政府统一
安排部署， 结合城市管理工作任
务，特制定出相关方案，于今日起
对市区 17 条街道开展集中整治，
整治内容包括违章占道经营、占
道施工、 流动商贩乱摆摊设点、
“
牛皮癣”等。
城关区市政市容管委会负责
人表示， 经过加大宣传和整治力
度，市区多条主干道的“牛皮癣”
得到治理，大大改善了城市容貌，
但是目前部分街道“
牛皮癣”有所
反弹，因此，根据《全国文明城市
测评体系》指标要求，城关区市政
市容管委会和城关区城市管理综
合执法局组织所有干部职工召开
迎接全国文明城市综合测评工作
动员大会， 并于今日至 8 月 21
日， 各辖区大队将按照工作实施
方案， 采取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
原则进行整治， 重点集中整治主

次干道上存在的违章占道经营、
占道施工、流动商贩乱摆摊设点、
乱挂乱晒等行为， 保持街道整洁
有序。
8 月 22 日至 26 日期间，各
大队将联合辖区乡、 街道办事处
城管办公室工作人员， 整治各种
违法占道、乱摆乱放等行为，在屡
次批评教育仍不整改和纠正的，
将暂扣物品， 加大对涉嫌违法占
道和乱摆乱放行为处罚力度。 8
月 27 日至 29 日，各大队针对辖
区内沿街墙面、 变电箱、 通讯设
施、电线杆等上面张贴、喷涂的小
广告进行逐一清理和粉刷。同时，
还将做好清理整治之后的巩固工
作。 各大队将督促检查“
门前三
包”落实情况，确保 17 条主次干
道干净整洁， 对不落实“门前三
包”的单位和商户进行处罚，并在
媒体上通报。 各大队将联系各街
道办事处进行联合执法和巡查，
以确保街道干净整洁，预防“
牛皮
癣”反弹。

开展
“
创城”工作 居委会也忙起来了
■记者 赵延 张雪芳
■实习记者 李孝华
昨日上 午 ， 扎 细 社 区 居 委
会、扎细新村社区居委会、雄嘎
社区居委会、 团结新村社区居
委会、 统建社区居委会分别为
创城工作开展了丰富多样的宣
传活动，其间，他们在各自的辖
区内发放宣传册， 并联合共建
单位对辖区的卫生、 小广告进
行了集中清理。
扎细社区居委会： 与共建单

位对社区住房楼道内的小广告进
行了集中清理，同时，对清理过的
墙面进行了重新粉刷， 使该小区
的环境焕然一新。
雄嘎社区居委会：全体工作
人员与童嘎语言学校的师生带
着工具齐动手， 清理路边的杂
草，以及社区电线杆、巷子中的
小广告。 该校的学生索朗央宗
告诉记者，“六城同创” 是整个
拉萨市市民的事情， 他们会积
极 参 与“创 城 ” 工 作 ， 为 了 拉 萨
市“六城同创”出一份力。

团结新村居委会与 扎 细 新
村居委会： 辖区内都搭起了宣
传点，工作人员手拿宣传册，向
过往的市民发放并讲解“创城”
的内容、意义，同时，也发动他
们参与进来。 扎细街道办事处
城市管理办公室主任次仁德吉
表示，开展“六城同创”工作，主
要希望通过街道、 居委会工作
人员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调动
起 居 民“创 城 ” 的 积 极 性 ， 让 大
家 了 解“创 城 ” 的 意 义 ， 从 而 支
持“创城”工作。

统建社区居委会： 参加了嘎
玛贡桑街道办事处开展的创城重
点大会，对“六城同创”的各项行
动进行部署。在宣传、整治社区卫
生的同时， 解决了社区街道积水
严重的问题。
“社区的下水管出现问题，
街道上很多积水， 给卫生清理
带来一定的难度， 社区工作人
员每天都在社区街道上抽积
水， 今天已经没有什么积水
了。 ”统建社区居委会党支部书
记拉巴次仁说。

新闻速读 >>>
“中国创举边地穿越” 拉萨站城市交流
活动昨在宗角禄康公园举行
昨日上午，“
中国创举边地穿越” 大型文化探
索自驾活动在拉萨宗角禄康公园举行城市友好交
流活动。“
中国创举边地穿越”活动是由广东多个
地区近 30 名极富冒险精神和挑战精神的企业家、
旅游爱好者组成的一支越野车队， 他们将环绕中
国一周，全程 8 万里，历时 113 天，完成一次意义
非凡的地理大穿越。
雪域拉萨是边地穿越车队抵达的第一个集结
点城市，也是开展城市交流活动的首站。 在交流活
动中，车队为拉萨人民带来了美食、家电、日化产
记者 母景光
品等。

何文秀晋级
“
十大金牌店长”决赛
记者昨日了解到，2011 年度第七届中国药店
拜耳杯“
十大金牌店长”与“十大金牌店员”评选活
动开展以来，进入复赛的 80 名店长和 80 名店员，
目前已角逐出进入决赛的 20 名店长和 20 名店
员。 值得恭喜的是，我区参赛的 1 名选手何文秀成
功晋级决赛。
据悉，这是我区首次派出选手参加“十大金牌
店长”与“十大金牌店员”的评选。 晋级选手何文秀
来自西藏阜康医药发展有限公司， 是拉萨大药房
店长。 昨日复赛成绩出来后，何文秀是第四名，同
时也是“
金牌店长”的热门人选。
记者 魏强

区直工委开展抽奖仪式
昨日上午 10 时，区直工委开展了“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暨西藏和平解放 60 周年党的
知识竞赛抽奖仪式”。
仪式上，区直工委以公开抽奖方式，抽取了一
等奖 10 名，二等奖 20 名，三等奖 50 名，鼓励奖
100 名。 一等奖及二等奖的 30 名获奖者是从答卷
获满分的 213 个人中抽取的， 三等奖及鼓励奖的
150 名获奖人员是从剩下的满分人员和获 99 分的
人员中抽取的。 获奖人员 20 日内凭身份证到区直
工委领取奖金及证书。一等奖 1000 元，二等奖 800
元，三等奖500 元，鼓励奖100 元。
实习记者 李孝华

颈腰椎病就用“仙草活骨膏”
颈腰椎病 、椎管狭窄根源是纤维环破裂，髓核从破裂处突出压迫神经而引起腰疼、 坐骨
神经疼、 腿脚麻木胀疼 、走不远路及颈肩困痛 、头晕手麻
特效药“仙草活骨膏”专治顽固性腰突、 颈椎病、 椎管狭窄、 椎体增生滑脱 ，5 年疗效验
证，大部分患者 7 天左右见效，两个月左右康复。 愈后不复发，干净卫生抗过敏
“仙草活骨膏”一方不二用，不能除百病，专门针对颈、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椎体滑脱、增
生、压缩性骨折等，不以暂时止痛敷衍患者，5 年疗效验证。

“膝 关 节 病 ” 用 一 个 ， 好 一 个 ！
5 年疗效验证，不花冤枉钱，轻松治好病.
我患病近十年，上下楼关节疼痛、僵硬不灵活，拍片诊断为膝关节滑膜炎、骨刺、关节间隙
狭窄，多种治疗无效，医院建议换关节…绝望之时，听说专门治疗膝关节病的特效产品“仙草
骨痛贴”，没多想就买了 10 盒，用药次日就有好转，不到 ２ 个月，就好的利利索索。
“仙草骨痛贴”根据元代疗骨病奇方研制而成，专治久治不愈骨质增生、滑膜炎、髌骨软
化、半月板损伤，有效成分可快速消除炎症，使滑膜正常分泌滑液，同时促进关节软骨、半月板
的新陈代谢，营养修复受损软骨,急症 24 小时就能见效！ 3-4 个疗程康复，愈后不复发。

本周特大优惠买 5 赠 1，买 10 赠 3

骨病咨询：1588908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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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工程项目编号：LYZZB-11042
墨竹工卡县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建设工程已由相关部门批
准建设。 现决定对该项目的工程施工进行公开招标，选定承包人。
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次招标工程项目的概况如下：
（一）项目名称： 墨竹工卡县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建设工程；
（二）项目性质：新建；
（三）建设规模及结构类型：新建普通温室 100 栋，单栋温室长
40 米、进深 7 米，30 米深井两眼，以及灌溉系统等附属工程。 砖混
结构；
（四）招标内容及标段划分：招标内容为施工图纸及《工程量
清单》中的全部内容；本项目分为二个标段；
一标段：唐加乡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建设工程（50 栋）；二标
段：工卡镇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建设工程（50 栋）；
（五）资金来源和落实情况：援藏资金，已落实；
（六）建设地点：墨竹工卡县唐加乡、工卡镇；
（七）工期：50 日历天；
（八）工程质量要求：达到合格标准。
二、参加投标条件：

（一） 凡具备承担招标工程项目的能力并具备规定的资格条
件的施工企业，均可对上述招标工程项目投标。
（二） 投标申请人须是具备相关单位核发的房屋建筑工程施
工总承包叁级（含叁级）以上资质的法人。
（三） 拟承担本招标项目的建造师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
发的相应工程专业或相关专业贰级（含贰级）以上资质及高原项
目施工经验。
三、本项目对投标申请人的资格预审审查采用资格后审方式。
四、 投标申请人于 2011 年 8 月 19 日至 2011 年 8 月 25 日，每
日上午 9：30 至 12：30；下午 3：30 至 5：30（北京时间，节假日除
外）前往拉萨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原综合执法局、当热中路 23
号）院内拉萨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报名处）报名并购买招标文
件。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详见招标文件，售后不退。 如资料需邮寄，
可以书面形式通知招标人，并另加邮费每套 100 元人民币。招标人
在收到邮购款后 3 日内，以快递方式向投标申请人寄送上述资料。
五、凡有参加投标意向的投标人，请携带公司资质证书（区
内、区外施工企业须提供备案证）、法人营业执照、安全生产许可
证、拟投入建造师资格证书（注册本单位）、公司介绍信及经办人

身份证（以上相关证书须提供复印件并盖单位公章）到上述地点
购买招标文件。
六、投标文件提交的截止时间为 2011 年 9 月 14 日上午 9：30，提
交到拉萨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 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将被拒绝。
七、招标工程项目的开标将于上述投标截止的同一时间在拉
萨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公开进行，投标人的法定代表或其委托代
理人应准时参加。
八、本公告同时在《西藏商报》及《西藏自治区建设网》上发布。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墨竹工卡县农牧局
联 系 人：刘登贵
联系电话：0891-6132473
招标代理：四川良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
地 址：拉萨市罗布林卡路德丹林小区四幢一单元 101 号
联 系 人：饶新元
联系电话：0891-6373759 13989085020
四川良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
2011 年 8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