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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区“四结合”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
本报讯（通讯员 永志）11 月 14 日，笔者 精神“大合唱”，确保党的十九大精神家喻户
从城中区召开的全区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工 晓，深入人心。二是结合实际做宣讲。结合
作培训会上了解到，即日起城中区将以“四结 “四个扎扎实实”重大要求，结合省、市党代会
合”的形式全面开展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活 各项部署，结合“四个转变”，结合忠实践行
动，推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走进群众、凝聚党 “两个绝对”要求，结合省、市、区委全会安排
心民心、增进社会共识。
部署，结合奋力打造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加快
这“四个结合”分别为：一是结合不同对 建设幸福西宁中区篇章，结合人民群众的关
象、不同群体、不同需求做宣讲。通过交流互 注点和所思所想所盼，通过多层次全方位分
动、生动典型的事例、讲体会感受等群众喜闻 形式的宣讲，使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宣讲全覆
乐见的形式，开展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的面对 盖。三是结合工作特点做宣讲。充分借助道
面的宣讲，迅速在全区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 德讲堂、市民学校、企业讲堂、庭院讲堂、党建
的十九大精神的热潮，形成宣传党的十九大 睦邻点、家庭小党校等阵地，采取报告会、讲

座、座谈、送学上门等不同形式，面对面把党
的十九大精神传达到千家万户。四是结合对
象做宣讲。注重对象化、分众化、具体化、形
象化、互动化，多讲干部群众听得懂、听得进
的语言，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宣讲，
让人听了信服、听了解渴，进一步引导辖区各
族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当日，该区邀请市委党校教育长曾旭霞
从新时代、新矛盾、新思想、新战略、新部署、
新举措、新征程七个方面对城中区党的十九
大精神宣讲团成员和 29 名基层理论宣讲员进
行培训。

北区

文艺小分队唱响十九大精神
本报讯（记者 芳旭 通讯员 范生
栋）
“绿水青山美如画，祖国江山无限
好；人逢喜事精神爽，党的政策实话
好，精准脱贫奔小康，全国人民福祉
大……”11 月 14 日，伴随着二胡、笛子
等乐器，一阵阵优美委婉的地方曲艺
贤孝说唱从城北区大堡子镇严小村
文化大院舞台传出……
初冬的季节，天气虽然带着丝丝
寒意，但是丝毫阻挡不了文艺小分队
热火朝天的演出和广大人民群众聚
精会神地观看。连日来，由城北区委
宣传部、区科技文体旅游局、区文化
馆组织的文艺小分队进社区、进农
村，通过表演地方曲艺、舞蹈、歌曲、
快板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
全面集中展示了北区广大党员群众
昂扬奋发的精神风貌，深入宣传了党
的十九大精神的最新时代强音，深受
广大群众好评。
严小村党支部书记孔启发高兴
地说：
“ 文艺小分队给我们村带来了
十九大的声音，全村百姓备受鼓舞。
在欢声笑语中，让我们更加真切地领
会到了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深刻内涵，
今后我要带领村民按照党的十九大
提出的要求，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全面加快美丽乡村建设加油干！
”
为了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好党的
十九大精神，城北区提前做好文艺宣
讲准备，在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前就组
织专人编写了 60 余首贤孝、评弦、眉
户、快板等歌颂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的地方曲艺唱词，并编辑出版“城北
说唱”，讲好城北故事，传播好城北好
声音。同时由区文化馆组织全区文
艺骨干加紧编排精彩文艺节目，充分
利用百姓大舞台、红色小剧场等设施
和载体，组织文艺宣讲小分队深入机
关、农村、社区、企业、学校、寺院广泛
开展文艺宣讲，采取地方曲艺、文艺
演出等群众喜欢的方式方法、身边的
生动事例，讲清讲透党的十九大精
神，有效回应干部群众的关注关切。
文艺小分队成员林惠春既是十
九大地方曲艺的表演者，也是创作
者。他激动地说：
“ 作为一名基层地
方文艺工作者，编唱歌颂党的十九大
精神的曲艺唱词时激动万分，深感有
责任、有义务用自己的特长为宣传党
的十九大精神贡献力量。每参加一
次演出，对党的热爱就加深一次，对
党的十九大精神就理解得更深一
次。
”
城北区文艺小分队以群众喜闻
乐见的形式，将党的十九大精神送进
基层，形式新颖接地气，演讲内容通
俗易懂，让党的十九大精神家喻户
晓、人人皆知，有效地把全区人民的
思想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统
一到将党的十九大精神转化为北区
人民奋发有为、创先争优，全面建设
生态宜居城区的生动实践上来。

十九大精神在基层·一线传真

共和至茶卡高速通过竣工验收
本报讯（记者 啸宇）近日，共和至茶卡高
速公路通过省交通运输厅组织的竣工验收。
共茶高速建成运行后，共和至茶卡只需 2 小时
即可到达，给往来群众特别是我省海南、海西
两地的人民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共和至茶卡高速公路工程建设项目位于
我省海南州和海西州境内，是国家高速公路网
京藏高速公路 G6 的重要组成路段，也是我省
公路主骨架“二横三纵”中的“一横”的重要路
段之一。项目起点位于共和县恰卜恰镇德吉
滩，终点左线接现有 G109 线 K2260+698 处。
公路路线总长 163.8 公里，建设投资 23.293 亿
元。全线按照高速公路标准建设。
根据《公路工程竣（交）工验收办法实施细
则》，省交通运输厅邀请有关专家组成 6 个组

对全线工程进行了实地查测。专家经评议认
为，共茶高速公路线性顺畅，路容美观，路基整
体稳定，各主要指标符合规范设计要求，总体
运行状况较好。在项目试运营期内，省高管局
针对运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整改和落
实。
共茶高速公路的建成，完善了我省国省干
线公路网，充分发挥干线公路网主骨架功能，
极大地改善了公路的通行能力，提高了服务水
平，加快柴达木盆地资源开发，推动柴达木循
环经济试验区建设，将柴达木循环经济区与西
宁这两大重点工业经济区紧密相连。随着国
家高速公路网向西部推进和延伸，将会有力地
促进青海省、西藏自治区和项目沿线地区的旅
游资源开发和经济社会发展。

2017年西宁市政策性蔬菜价格指数保险品种每日离地价格监测周统计表
日期
蔬菜品种

甘蓝
大白菜
青蒜苗
大葱
胡萝卜
鸡腿葱

单位：元/公斤

11 月 6 日 11 月 7 日 11 月 8 日 11 月 9 日 11 月 10 日 11 月 11 日 11 月 12 日

0.52

0.52

0.55

已售完
已售完
已售完
已售完
已售完
0.55

0.50

0.50
0.50
西宁市农牧和扶贫开发局

公 告
大园山片区住户：
为彻底解决大园山片区防汛及自然灾害安全隐患，改善居民居住条件，该片区被纳
入 2017 年棚户区改造计划，对东至博文路南延段，西至凤凰山公墓，南至大园山，北至
大园山路拆迁范围内房屋实施拆迁工作。截至目前，已完成 94%的房屋搬迁工作，剩余
住户经我局多次联系未果，户主无法确定已严重影响项目按期完成。为确保住户的生
命财产安全和保证项目按期完成，现我局登报公告，请以下住户自登报之日起五日内与
城东区建设局联系并达成协议，逾期视为自动放弃，不再列入拆迁范围并予以拆除，所
造成的后果自负。
附房屋门牌号：园山路 176 号、178 号、206 号、213 号、214 号、218 号、239 号、277 号、
278 号、287 号、289 号、301 号、319 号、324 号、333 号、340 号、350 号、385 号、404 号、407
号、409 号、414 号、419 号、431 号、434 号、445 号、453 号、455 号、456 号、467 号、466 号、475
号、476 号、477 号、479 号、483 号、516 号、542 号、544 号
特此公告。
西宁市城东区建设局
2017 年 11 月 15 日

东区

十九大精神宣讲进市场
本报讯（记者 徐顺凯）11 月 13 日下
午，城东区在小商品批发市场举行了党
的十九大精神宣讲“进市场”活动启动仪
式，旨在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在全区迅速掀起学习十九大精神
的热潮，使十九大精神家喻户晓、深入人
心。仪式上，为参会的火车站商圈各支
部党员发放了新党章、党徽和十九大学
习资料，与会的所有党员重温了入党誓
词，传达了《城东区食品药品和市场监督
管理局党的十九大精神“进市场”宣讲活
动实施方案》，要求在全区各市场（商场）
及各经营户中迅速掀起学习宣传党的十
九大精神热潮，通过各基层监管所所长
深入管辖区各市场（商场）和各经营单位
开展专题宣讲，发动各市场（商场）主办
方管理人员和个体经营户组建宣讲志愿
队进行流动走访宣讲，切实把党的十九
大精神讲清楚、讲明白，让广大经营户听
得懂、能领会、可落实，并转化为实实在
在的行动，做到让十九大精神在辖区各
经营市场户户知晓、人人明白。
启动仪式后，火车站商圈党总支书
记、小商品市场食品药品和市场监督管
理所所长蔡邦杰为与会人员进行了党的
十九精神宣讲，结合火车站商圈经营情
况和监管工作实际，从多个方面与大家
共同探讨学习了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系
列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大家认真聆
听领悟，并一致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最新成果，党的十九大为广大经营者
指明了今后发展的方向、树立了坚定的
信心。

新主体孕育加速

平均每天诞生
平均每天
诞生77
77个老板
个老板
本报讯（记者 小言）随着简政放权、
放管结合、优化政府服务等政策措施向
着纵深推进，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
潮持续涌动，市场活力与社会创造力均
得到显著激发与释放，成为孕育经济发
展新动能的重要“源泉”。记者从市统计
局获悉，2016 年我市新增各类市场主体
2.8 万户，平均每天新增 76.5 户，也就是
说平均每天有 77 个人当上老板。
近年来，西宁坚持把商事制度改革
作为助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抓
手，持续激发市场活力和发展动力。大
力实施“先照后证”
“三证合一”及“五证
合一”
“一照一码”登记制度改革，新增市
场主体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在稳增长
与促就业等方面持续发挥着关键作用。
市场主体的增加，在吸纳就业的同时，也
使得产业结构加速调整优化。2016 年新
增市场主体在三次产业中的数量呈现三
二一的结构。特别是在信息传输、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等顺应经济转型升级方向的相关行业领
域，新登记企业均呈现快速增长态势，为
新经济的蓬勃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大众创业”的激情被点燃的同
时，
“ 万众创新”的能量竞相释放。在国
家以及各级政府密集出台的一系列支持
创新的政策措施影响下，全社会创新热
情空前高涨。2016 年成功实现创新活动
的“四上”企业达到 284 家，覆盖面占到
34.7%；全年专利申请数为 2585 件。企业
孵化器成为创新摇篮。加快培育科技型
企业提升孵化载体服务功能，引导孵化
载体转型发展服务实体经济，
孵化器得到
了快速发展。经过近年的努力，
涌现出青
海生科中小企业创业有限公司、
青海省创
业发展孵化器有限公司等一批典型的商
业模式新颖、服务能力强、服务成效明显
的孵化器平台和企业。2016 年，
全市拥有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4 家，国家级众创
空间 4 家，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3 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