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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举措推动“两个绝对”具体化

妨碍重点项妨碍重点项目进度目进度

中区“拔除”10户钉子户

生态造林生态造林22..11万亩万亩

北区让荒坡添新绿

本报讯 （记者 张弘靓 通讯员 李雪
娟）在湟源县申中乡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内
能够看到，前来采摘草莓的游客络绎不
绝，农户们忙得不亦乐乎，一派热闹的景
象……在这里，游客不仅亲近了自然、体
验了亲手采摘的乐趣，也让合作社农户找
到了增收的新路子。

目前，湟源县申中乡现代农业示范
园 区 有 草 莓 温 室 大 棚 22 座 ， 占 地 25
亩，所种植的 5 个草莓品种在营养、口
味等方面较其他大众水果都具有优势。
优良的草莓品种和休闲购物环境吸引越
来越多的游客前来采摘，特别是节假日
期间，日接待人数达 200 人以上，每周
收入达 1 万元。

据介绍，近年来湟源县农林牧局党
委紧扣“四个扎扎实实”重大要求，对标

“两个绝对”，充分发挥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党支部党员干部的科技助农优势，以党小
组为重点，进一步明确了支部、党小组和
党员在促进特色经济作物发展上的职责和
分工，形成了“支部+党小组+党员+企
业+群众”的党建服务产业格局，强化了
组织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作用。按照“创先
争优谋发展、特色产业促增收”的工作思
路，在园区内推广种植草莓，探索走出一
条以自主采摘、销售为主结合网络营销的
发展模式。下一步，园区将以市场为导
向、增收为目的，在现有的基础上扩大到
300亩，发展有机无公害蔬菜种植，包括
黄瓜、西红柿、韭菜、油麦菜，同时继续
发展草莓、葡萄、西瓜、毛桃等特色水果
种植。湟源县农林牧局党委将继续在组织
领导、政策引导、科技支持等方面提供服
务，把党的建设融入产业发展的各个环
节，利用优势互补，结合网络销售和田园
生态采摘，并辐射带动周边农户就业，达
到发展特色经济、增加农户收入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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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青海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8年第一批引商入柜公开比选的公告
青海移动2018年第一批引商入柜公开比选项目自本日起开始线下报

名（本次项目不再出售电子招标文件）。凡有意参加者，请于比选公告发

布之日起至2018年4月14日12时00分，联系相关分公司人员进行项目报

名并领取应答文件。纸质应答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18年4月19日10

时；评标地点：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青海有限公司1楼1号会议室（青海省西

宁市城东区昆仑东路48号）；请投标商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的授权代理人

准时参加。

报名联系人：
西宁：刘萤飞13709759832 海东：韩 雪13909729700
海北：巨元英13909700595 果洛：姜晓花13897554777
玉树：张生春13909760260
项目咨询人：汪金萍13709759501 刘维乐13709759809

本报讯（记者 芳旭 通讯员 武海英）多
年来，北区紧紧围绕建设“生态宜居北区”目
标，通过“三北”防护林、退耕还林、“四边”绿
化、天然保护林、南北山三期等重点生态造林
工程，辖区造林绿化面积不断扩大，森林覆盖
率不断提高，荒山荒坡绿化效益日渐显现。

据了解，近年来，为了打造生态宜居
区，北区全力开展生态造林工作，到 2017
年底，北区荒山荒坡绿化面积达到 79689
亩，占辖区总面积的 38.6%，仅 2015 年—
2018 年实施南北山三期高标准生态造林
21755亩。今年开展的南北山三期生态造林
工程项目位于城北区二十里铺镇，涉及二十
里铺村至花园台村4335亩、小桥办事处大
酉山770亩。南北山三期生态造林项目水利
管网配套工程也在加紧实施，该工程位于城
北区刘家沟至哑巴沟前坡，目前已完成5个
50吨蓄水池、支管7897米、斗管4000米等
部分管网建设，预计4月底全面完工，可彻
底解决西山4500亩林地绿化灌溉。

为了加强树苗的成活率，今年4月初，
北区农林牧水局为高铁、高速沿线及“四
边”造林绿化生态景观建设组建专业管护
队伍，组织开展整地、清理枯树、苗木补植补
栽及浇水除草等工作。计划投资69万元，采
购云杉、油松、河北杨、丁香等苗木4.9万株，
完成补植补种。

本报讯（通讯员 永志）4月11日，城中区
组织建设、城管、国土、安监、环保、南滩街道
等部门，对省市级重点项目凤凰山快速路项
目征迁范围内拒不签约的10户被拆迁户的
房屋进行拆除。这是城中区在无数次协商
谈判无果、拒不搬迁的情况下，为保证省市
重点项目顺利推进而实施的联合房屋拆除
行动。

据了解，城中区凤凰山快速路项目
既是省市重点市政道路项目，同时也是
凤凰山路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涉及城
中区区域线位长 3.6㎞，涉及征收房屋约
1530 户约 53 万㎡。自 2016 年 1 月启动该
项目以来，城中区分为苦水沟、东片、西
片 3 个区域，以网格化推进方式，按照《征
收方案》的规定实施征收，在项目征迁工
作中，房屋征收干部始终坚持“平衡、平
和、平稳”的“三平”工作法，做足做细被
征收户的思想工作，得到了绝大多数被
拆迁群众的理解与支持。截至目前，签约
拆除 1469 户约 50 万㎡，完成率达 95%。但
该项目区域少数征收对象因对拆迁补
偿、拆迁安置期望值过高，提出的房屋补
偿价格远远超出补偿标准和政策允许范
围，始终未能达成协议，拆迁期限一次次
延期，征拆延迟 2 年之久，多次协商耐心
劝说后无果，项目建设进度严重受阻，导
致道路主线位无法贯道、抗滑桩无法施
工、分流匝道无法实施等。为加快推进重
点项目进度，保证道路年底前全线贯通，
当天，城中区对严重阻碍施工进度的 10
户被征收户进行拆除，严格按照财产保
全、家具搬运、安全保卫、临时安置、机械
拆除等流程，分工明确、协作有序。此次
行动共出动机械 4 台，搬家车辆 4 辆，执
法人员 270 多名，拆除面积约 5700㎡。

本报讯（记者 一丁） 我省海南州贵
德县一直以“天下黄河贵德清”闻名于
世，近年来，贵德县的旅游业也随着知
名度的提高取得了长足发展。记者4月11
日从贵德县旅游局获悉，围绕建设“国
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的总体目标，贵
德县旅游局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
宣传方式，不断扩大宣传半径，使得该
县的客源市场从我省周边逐步扩大到了
省外市场。

据悉，为扩大“天下黄河贵德清”
的美誉度，近日，由贵德县旅游局牵
线，青海启明星旅行社组织云南、河
南、河北等省市的百家旅行社126人到贵
德县境内的国家地质公园阿什贡七彩峰

丛景区、千姿湖湿地公园等景区进行踩
线活动。此次踩线活动中，贵德县旅游
局紧紧抓住机会对该县的旅游资源和特
色风土人情进行专场推介，就推广当地
旅游资源与各家旅行社达成了诸多合作
意向。

通过此次踩线活动，使得“高原
江南”成为了贵德旅游的标签，“天下
黄 河 贵 德 清 ” 成 为 了 贵 德 旅 游 金 名
片。来自云南一家旅行社的负责人在
踩线活动后表示，他被贵德县悠久的
历史文化和独特的地理环境所吸引，
回去后将尽快制定旅游线路，让更多
的云南人走进贵德、了解贵德、爱上
贵德。

本报讯（记者 刘瑜）4 月 11 日下午，
城西区兴海路街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兴海路地区讲习所”
成立并开始第一讲。辖区干部群众齐聚
一堂，聆听了内涵丰富、与众不同的党
课。

“讲习所”的设立，体现了基层党组织
积极将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成果转化为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宣
讲针对受众实际，邀请城西区讲习所成员
单位、街道领导班子、社区书记、辖区群众
组成“讲习所”指导讲师团。通过理论辅导
菜单培训、专家领学、交流研讨等创新型
宣讲方式，更好地宣传新思想、阐释新理
论，鼓舞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矢
志奋斗！

“‘讲习所’的成立，可以让最基层的
广大群众第一时间了解和掌握党中央的
重大决策部署，更好地推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在兴海路地区家喻户晓、深入人
心。”兴海路街道工作人员李红兰说。

本报讯（记者 徐顺凯 得舟）为着力推动
“两个绝对”具体化，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忠实践行“两个绝对”，城东区东关社区以

“个性化”“专题化”“公开化”“常态化”四个
举措让“两个绝对”植根于心付诸于行。

“个性化”举措：为避免内容出现形式
化、雷同化，结合社区实际，制定《关于推进

“两个绝对”具体化的实施方案》，提出注重
“两个要求”、坚持“两个导向”、明确“两个定
位”、把握“两个度”，立足职责和岗位实际，
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以政治合格为标准，强
化政治担当，找准政治定位，制定符合个人
实际的“两个绝对”践行标准。

“专题化”举措：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对
照“两个绝对”要求和全区组宣统会议精神，组
织全体党员干部职工开展专题学习讨论活动，
采取领导讲要求、党员谈标准、同事提建议、领
导严把关的方式，社区各级党组织按照全年基
本工作、重要工作、个性工作制定出共性标准
12条，结合岗位实际认真查找自身在忠实践
行“两个绝对”切实履行工作职责上存在的问
题，制定出党员干部职工个性标准90条。

“公开化”举措：社区党工委在严格把关
审核后，要求各级党组织及时在学习园地、党
务公开栏、各居委会宣传橱窗等地方对共性

标准和个性标准进行公布，接受群众监督。
“常态化”举措：为避免党员干部职工

在制定标准中只是“嘴上说说、纸上画画、墙
上挂挂”，在践行标准的过程中，加大对党员
制定个性标准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力度，社
区党工委制定《关于考核评定党员干部职工
个性标准落实情况的工作方案》，采取个人自
评、党员互评、领导点评、群众测评等方式，对
党员制定的个性标准完成情况进行监督和评
定，确保“两个绝对”个性标准制定完成情况
达到党组织、本人和居民群众“三满意”。

为巩固“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持续推进“美丽夏都·清洁西宁”品牌建设活动，4月
11日，城中区环卫工人对昆仑桥两侧地下通道和护栏进行全面冲洗，让整座通道保持
清洁亮丽，为美丽夏都增添光彩。 芳旭 摄

兴海路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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