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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兴起学习贯彻十九大和全国两会精神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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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交通”为西宁出行加速度
本报讯（记者 芳旭）如果说汽车保有量体现着一座城
市的消费能力，那么道路畅通率则考量着这座城市的智慧
水平！
近年来，我市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但特殊的双十字河谷地形、汽车保有量逐年快速增长、城
市道路路网密度过低、支路网供给不足、公交线网密度过
高等综合因素，直接导致了城市交通拥堵问题日益凸显，
城市交通拥堵带来的交通安全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成为人
民群众密切关注、政府亟待解决的首要任务。
为解决交通压力，缓堵保畅，2015 年开始，市委市政府
出台《畅通西宁六个专项方案》，在加大城市道路建设力度
的同时，市委市政府在“缓堵”上下大力气作“智慧”文章，
目前已建成高效的城市交通指挥系统智能化平台。该平
台的应用，提升了城市道路交通管控水平，为西宁缓堵保
畅提供了最大的智慧力量。如今，城市交通秩序井然，车
辆通行高效，行人出行安全，智能交通平台成了西宁城市
交通“最强大脑”，为西宁市民出行“加速度”，助推西宁市
入选十大拥堵缓解城市。

目的地评价指标较高，包括具
有浓郁的地域人文、生态、景
观旅游资源禀赋及旅居康养
产业发展优势；具有夏季热月
特别是最热月适于避暑的地
势、海拔、气温、日照、紫外线、
风力、雨量、空气湿度、空气清
新度、负氧离子量等综合旅居
环境舒适度优势，宜于出行的
舒适度天数相对较多，极端高
温时日短促；远足旅游者通过
实地体验对当地夏季旅游舒
适度给予较好口碑赞许等八
个方面。
另 外 ，评 选 的 2018 中 国
十大避暑名城分别为：昆明
市、贵阳市、哈尔滨市、丽江
市、青岛市、西宁市、六盘水
市、临沧市、黑龙江农垦田园
城镇群、秦皇岛市。

畅通秘籍一：
畅通秘籍一
：
提高通行效率加码畅通
【新挑战】如今，汽车已成为很多家庭代步的交通工
具，甚至有的家庭拥有两三辆汽车都不足为奇，车辆的增
多导致城市道路交通承载压力越来越大。据统计，截至
2017 年年底，我市机动车已经突破 50 万辆的保有量，这个
数字导致市区道路车流量加大，停车资源紧张，人车冲突
严重，给交通管理者带来严峻挑战。
【大措施】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全面加大畅通工程建设
力度，打造“智能交通综合管控平台”建设，目前，西宁市交
通指挥调度、道路交通监控、交通信息服务、交通分析研判
等系统全部就位 。今年以来，
“调试交通信号灯、铺设管道
线缆、升级地磁检测系统，170 处道路交通灯控路口联网”
等工作全面就绪。交通系统的优化设置，减少了车辆拥堵
时间，提高了车辆通行效率，为行人和司机带来了极大的
便捷。
据统计，目前我市主城区主要路口路段，车辆平均停
车次数减少 25%，平均行程时间减少 15%，高峰期拥堵时长
缩短 13%，道路平均通行效率提高 15%以上，有效缓解了中
心城区的交通拥堵情况，市民的道路交通出行环境进一步
得到改善，交通“最强大脑”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畅通秘籍二：
畅通秘籍二
：
文明让交通畅行增暖色
【文明标签】今年以来，我市依托交通信号控制系统，
在夏都大街与南大街等 96 个路口对右转机动车辆进行红
灯控制，优先让行人通过，
这一举措让很多市民拍手称赞。
【市民感受】市民张女士说，以前，行人和车辆抢行已
经成为常态，在这些右转弯路口，行人只能“见缝插针”过
马路，经常会引发一些交通事故，现在有了红灯控制，车辆
也放慢了速度，开始礼让行人，这不得不说是文明城市的
又一大体现。
不仅如此，交通部门还针对我市旅游旺季的特点,实行
了昆仑路、夏都大街、七一路、东关大街沿线、建国路沿线
等各路口信号灯的调控时间,不断对全市道路交通灯控路
口信号配时、通行模式进行优化,使畅通工作成为常态。

畅通秘籍三：
畅通秘籍三
：
行人闯红灯也要被曝光
【交通措施】行人“闯红灯”
“翻护栏”已经司空见惯，为
了进一步约束行人，摒弃陋习，市交警支队将西关大街与
黄河路路口作为试点，在 4 个方向的行人过街灯控设施上
设置启用人脸识别系统，实时抓拍行人闯红灯行为，同步
传输至显示大屏上及时曝光，规范行人按信号灯指示通
行。
【文明成效】截至目前，西宁交警共处罚行人交通违法
行为 641 起，非机动车违法行为 737 起，批评劝导达 2000 余
人次，说服教育行人、非机动车在参与交通时，自觉遵守交
通安全法律法规，共同营造安全、有序、文明、和谐的西宁
道路交通环境。

畅通秘籍四：
畅通秘籍四
：
精准调度让通行更高效
【远程调控】上下班高峰是机动车拥堵最厉害的时候，
有时等好几个信号灯却连一个路口都过不去，让司机和乘
客心烦。市交警支队通过利用智能信号系统远程调控交
通流量，利用诱导屏布分流信息，让司机师傅第一时间掌
握最新的车流信息，
选择适宜路段，避免拥堵。
【畅通数据】目前，我市智能交通管控平台建设完成了
PGIS 地图和警员定位系统，现有 2200 余处治安视频监控、
103 处非现场违停抓拍系统、42 个路口 161 个方向电子警察
设备、12 处视频监控系统，通过中心巡检可主动发现警
情。工作人员在第一时间利用对讲系统调度民警现场处
置，平均缩短警情处置时间 50%，
交通秩序得到明显改善。

西宁荣登全球避暑名城榜第 51 位
本报讯（记者 芳旭）记者从省旅
发委获悉，日前，由香港亚太环境保
护协会(APEPA)、香港世界文化地理
研究院(ICGA)等部门联合研究评价
评选的第十五届（2018）
“中外避暑旅
游目的地排名”在香港发布。青海西
宁不仅跻身 2018 中国避暑名城排行
榜第 6 位，更荣登了 2018 全球避暑名
城榜第 51 位。在前 100 位排行榜名单
上，西宁与圣彼得堡、哥本哈根、阿姆

斯特丹、巴黎这些城市并驾齐驱。
一直以来，西宁气候舒适度、气
候消暑性、环境绿色性等硬件成为最
吸引人的品牌，西宁旅游以“品牌+活
动”的模式，将避暑休闲理念融入旅
游业发展的各个环节和要素，努力打
造避暑森林生态游、避暑清凉狂欢节
等系列活动，成为我国避暑旅游的一
个重要目的地。
据悉，此次评选的中外避暑旅游

不说两句吗？
不说两句吗
？
想第一时间掌握时事新
闻吗？想与他人分享最新、最
有趣的资讯吗？
您只需打开微
信关注西宁晚报微信公众号，
即可轻松
掌握最快新闻。
同时，
晚报微信公众号
还开通评论功能，
这里有10多万粉丝正
在与 您 交 朋
友，一起畅评
新闻事件，今
日 的 热 点
是 ：全 球 榜
单 ！西 宁 荣
登第 51 位。

在中区掀起推进
“两个绝对
两个绝对”
”具体化热潮
本报讯 （记者 张弘靓） 根据市
路径等四个方面向与会人员进行了
委宣传部安排，5 月 15 日，市委宣讲
讲授。与会人员一致表示，宣讲就
团成员、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韩生
进一步贯彻落实市委推进“两个绝
才到城中区就推进“两个绝对”具
对”具体化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回
体化进行宣讲。城中区县级领导干
到工作岗位后，将把广大党员干部
部 、 副 科 级 以 上 领 导 干 部 ， 农 村 、 的思想统一到市委、区委推进“两
社区党组织负责同志，老干部代
个绝对”具体化的要求上来，把力
表，“两新”组织党组织负责人代表
量凝聚到推进“两个绝对”具体化
等共 200 余人参加。
践行标准上来，在中区迅速掀起推
宣讲围绕引言、“两个绝对”科
进“两个绝对”具体化的热潮。
学内涵、推进“两个绝对”具体化
接下来，中区将以扎实推进
重大意义、“两个绝对”具体化实践 “两个绝对”具体化作为当前和今后

一段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全区各
级党组织将紧紧围绕贯彻落实市
委、区委的部署要求，以此次市委
宣讲团到中区宣讲为契机，结合区委
的具体安排，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
向，全面、准确、深入开展推进“两个
绝对”具体化工作，坚持面向基层面
向群众，紧密联系实际，注重创新搞
活，注重群众自我宣传教育，注重全
面覆盖，做到有效管用，形成推进
“两个绝对”具体化“大合唱”，加
快推进“两个绝对”具体化。

市人防办下大功夫推进“两个绝对”具体化
本报讯 (记者 王琼)为深入学习
思想在人防工作实践中落地生根、开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花结果。
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贯
此次学习培训呈现三个特点：
彻 落 实 市 委 《关 于 推 进 “ 两 个 绝
一是学习内容具体丰富。学习班
对”具体化的实施意见》，5 月 15 日
上，市人防办党组书记作了动员讲
至 16 日，市人防办党组举办了为期
话，并为大家上了题为“践行‘两
两天的学习班，对全办党员干部职
个绝对’具体化，全面提升人防工
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作”的专题党课，邀请市委宣讲团
主义思想进行了专题学习培训。
成员、城西区委书记刘浩年对推进
市人防办党组将推进“两个绝 “两个绝对”具体化进行了专题宣讲
对”具体化作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辅导等 10 个方面内容。二是学习要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求严格明确。学习班严格执行全员
九大精神的最生动实践，作为最大的
参与、点名签到制度，要求党员干
政治任务，突出政治导向，强化政治
部职工对理论学习培训要高度重
担当，要求全办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
视，充分珍惜学习机会，严格遵守
通过学习把思想和行动迅速统一到市
培训工作纪律，一律不得请假，认
委的决策部署上来，统一到全市党员
真撰写个人交流发言材料，实行层
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层审核把关，对思想认识不深刻、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读书班精神上来， 结合实际不紧密的要打回重写，学
牢 固 树 立 “ 四 个 意 识 ”， 更 加 坚 定
习班结束后，全体人员
“四个自信”
，所有参学人员都带着信
要及时上交学习心得体
仰学、带着问题学、带着思考学，把
会进行专栏展示，通过
学习成果迅速转化到推动中心工作、 有效传导责任压力，真
促进人防发展、服务人民群众上来， 正使学习培训入脑入心
确保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入行动，有效避免了形

式化、表面化。三是学习培训成果
丰硕。通过两天的集中学习培训，
人防干部职工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意义和深
刻内涵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对市委
推进“两个绝对”具体化的重要意
义、实践标准、现实路径、任务措
施理解进一步深化，牢固树立“四
个意识”，不断坚定“四个自信”的
自觉性进一步提高。大家一致表
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对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两
个绝对”具体化要再全面学、系统
学、深入学，在学懂弄通做实上狠
下功夫，要紧密联系自身工作实
际，坚持学以致用，用以促学，为
履行新时代人民防空使命任务，打
造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建设幸福西
宁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