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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兴起学习贯彻十九大和全国两会精神热潮迅速兴起学习贯彻十九大和全国两会精神热潮

本报讯（特约记者 罗藏 张晓英）7月10日上午，六盘山片
区政协精准扶贫交流推进会第四次会议在西宁召开。全国政
协副主席杨传堂出席并讲话，青海省委书记、省长王建军致
辞，陕西省政协主席韩勇、甘肃省政协主席欧阳坚、宁夏回族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王紫云等出席会议，青海省政协主席多杰
热旦主持会议。

杨传堂代表全国政协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
说，六盘山片区是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多年来，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党中央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的战略部署，六盘山片区脱贫攻坚工作在陕西、甘肃、宁夏、青
海四省区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国家各部委的大力支持
下，在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下，在片区各级党委政府及广大干
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脱贫攻坚工作成效显著。但由于自然
条件差、基础薄弱、贫困程度深、抗风险能力差，剩下的贫困
地方和贫困人口减贫成本更高、脱贫难度更大。2018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对脱贫攻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脱贫攻
坚时间紧、任务重，必须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我们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实际抓好落实，在
工作中体现中央的精神、人民的期盼，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
态、更加扎实的工作作风，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

杨传堂指出，四省区政协建立六盘山片区政协精准扶贫
交流推进会合作机制，体现了人民政协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
高度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这个会议机制，为地方政协更好履
行职能、发挥作用搭建了合作协商平台，是政协工作的创新之
举。全国政协将一如既往地高度关注会议所形成的意见建议，
积极向中央和有关方面反映，努力推动六盘山片区脱贫攻坚向
纵深发展。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以助力脱贫攻坚为己
任，深入调查研究，注重自我提高，不断提升议政建言质量。四
省区政协要充分发挥好这一合作机制作用，加强联系协作，积极
献计出力，继续为推进六盘山片区脱贫攻坚作出新贡献。

王建军在致辞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诚挚欢
迎，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说，六盘山片区政协精准
扶贫交流推进会已经开了三次，每次开得都富有成效，既体现
出了四省区党委、政府对脱贫攻坚工作的高度重视，又体现出
了四省区政协为脱贫攻坚献计出力的责任担当。青海集西部
地区、民族地区、高原地区、欠发达地区于一身，是国家确定的

“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之一。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对口援青的中央国家机关、省市区、
央企的大力支援下，青海省委、省政府与全省各族人民一道，
强化政治站位，落实攻坚责任，坚持精准方略，累计减少贫困
人口90.7万，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的26.4%下降到8.1%，取
得了阶段性成效。这次会议的召开，必将有力推动包括青海
省在内的六盘山片区的脱贫攻坚工作。他说，有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有社会主义制度无比的优越
性，有“五个特别”青藏高原精神的激励，青海一定能打赢脱贫
攻坚这场硬仗。他表示，我们将借此次推进会的东风，更加深
刻领会总书记对脱贫攻坚作出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应用并放
大推进会成果，密切与全国政协和国家相关部委的汇报沟通，
密切与对口支援和东西部扶贫协作省市的交流合作，共同推
进六盘山片区脱贫攻坚进程，让贫困群众早日摆脱贫困。

会议书面通报了六盘山片区政协精准扶贫交流推进会第
三次会议有关情况。韩勇、欧阳坚、王紫云、多杰热旦分别代
表四省区政协作交流发言。

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黄艳，国务院扶贫办副主
任欧青平，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委员孙来燕，全国政协常委、
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委员于革胜，陕西省政协副主席陈强，甘肃
省政协副主席尚勋武，青海省委副书记刘宁，青海省委常委、
副省长严金海，青海省委常委、秘书长于丛乐，青海省政协副
主席王晓勇、仁青安杰、杜捷、马海瑛、王绚、杜德志，国家部委
相关司局负责同志，陕甘宁青四省区政府、政协相关部门负责
人以及六盘山片区相关市（州）县政协负责人出席会议。

本报讯（记者 刘瑜）连日来，市人
社局党组在推进“两个绝对”具体化
工作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教育引导广大党
员干部增强践行“两个绝对”的思想
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扎实推动

“两个绝对”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
入脑入心入行，见人见事见效。

全面动员部署，提出具体要求。
第一时间成立推进“两个绝对”具体
化工作领导小组，召开部署会议，提
出推进“两个绝对”具体化工作必须
要求做好的“三件事”，即：领会精神
实质要“准”，制定标准清单要“细”，
落实整改措施要“实”。要求机关党
委、各处室、局属单位、各党支部要分
别召开推进“两个绝对”具体化工作
专题会议，切实读懂、悟透、坐实“两
个绝对”具体化工作环节、工作内容，
以推进“两个绝对”具体化工作为契
机，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在全局“生根、笃行、见效”。

切实细化标准，制定措施清单。
按照市委推进“两个绝对”具体化整
体工作“具体化、精益化、系统化”的

具体要求，在制定标准措施清单时，要
求党组成员要充分发挥好“种子效应”

“头雁效应”，做到“守住底线、奔向高
线、事事看齐、令行禁止”，切实履行

“以上率下、身先士卒、模范表率”职
责；中层干部要做到“注入灵魂、融入
血脉、见于行动”，切实履行“全程参
与、全程负责、奋力推进”职责，实现具
体化标准措施清单与人社各项工作目
标任务紧密相连，与党员干部在履职
尽责中的问题短板无缝对接。

注重学讲结合，丰富活动内容。
按照市委“两个绝对”具体化工作的
统一部署，在局机关、局属各单位建
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讲习所”，并对“学讲结合”提
出了具体要求。一是要求局党组班
子，在坚持每周一“学习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党章党
规”基础上，着重开展“两个一”活动，
即：“一期专题党课、一
期业务辅导”。二是要
求局机关党委、机关各
处室、局属各单位、各
党 支 部 ，在 充 分 依 托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讲习所”，在坚持好定期学习制度
的基础上，着重推进“一纳入一固
定”，即：按照学习清单要求，把学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两个绝对”具体化工作新动态，
纳入长期学习任务，做出经常学、长
期学的计划安排，做到学习有步骤、
有计划、有安排；把“两个绝对”具体
化作为支部“三会一课”制度重要议
事内容固定下来。

加强联点督导，强化考核评价。建
立“两个绝对”具体化工作领导联点制
度，成立推进“两个绝对”具体化工作督
导组，全力推进“两个绝对”具体化工
作。明确领导联点，明确督导时限，明
确考核评价。使“两个绝对”具体化工
作成为始终对党绝对忠诚的“促进器”，
自我革新自我升华的“孵化器”，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监控器”。

本报讯（记者 得舟 摄影报道）7
月10日上午，民盟西宁市委、民盟济
南市委联合爱心企业山东百格服务
外包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博世数据网
络有限公司、济南云端教学设备有限
公司、济南市莒南商会等在我市青藏

铁路花园学校举行“精准教育扶贫、
学乐云烛光行动”捐赠仪式，向我市
140所中小学校捐赠总价值1500万元
的备课授课教学软件 140 套、智慧课
堂平板电脑 420 台，助力西宁教育信
息化发展。民盟青海省委专职副主

委李居仁，民盟济南市委巡视
员、民盟济南市委专职副主委华
巍，西宁市政协副主席、民盟西
宁市委主委张瑛等出席捐赠仪
式。

据了解，民盟西宁市委历来
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发展，非常关
心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在了解到
对口单位民盟济南市委连续多
年对西部地区进行捐助的信息
后，积极进行沟通，最终促成了
此次捐助活动，此次捐赠必将为
进一步推动我市城乡教育一体
化发展、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注入
新动能、提供新动力。

又讯 当日，南京市园林工
程管理协会向西宁市教育局捐
赠15万元“悦动金陵、七彩暑期”
青少年社会实践活动资金仪式
在湟源县日月乡中心学校举行，

根据《南京市教育局与西宁市教育局
对口帮扶合作交流协议》，7 月下旬，
两市教育部门将用这笔爱心捐款组
织我市三县参与集团化办学的乡村
学校品学兼优贫困家庭中小学生赴
南京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六盘山片区政协精准扶贫
交流推进会在西宁召开

本报讯（记者 王瑞欣）据市气象局预测，今年主汛期（6
月-8月）西宁地区降水量与历年同期相比偏多3-5成，强降水
引发的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度较高。为
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今年上半年，市国土资源局对全市地
质灾害隐患进行了再排查，共查明现有地质灾害隐患点439处
（中型及以上地质灾害隐患点52处）。其中，城北区11处、城
东区 96 处、城西区 2 处、城中区 10 处、大通县 134 处、湟中县
127处、湟源县59处。

地质灾害不仅具有隐蔽性，存在的突发性和危害性更是
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重大威胁。做好地质灾害
防治工作，是保障人民安全的“生命工程”。据了解，自今年5
月下旬进入汛期以来，市国土资源局按照属地化原则和任务
分工，组织专业力量对全市的地质灾害隐患进行一次全面排
查，重点排查可能存在隐患的南北山绿化区灌溉设施、重要铁
路、公路等交通干线和重要工程建设活动区，以及城东区老关
沟、城西区张家湾、海湖桥北等重点滑坡灾害点。对新发现的
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登记、建卡，就其危险性作出科学准确判
断，制定防范措施，切实做好预防和治理工作。

我市严密监测我市严密监测439439处地灾隐患点处地灾隐患点

我市我市140140所学校获赠所学校获赠15001500万元教学设备万元教学设备

市人社局扎实推进两个绝对具体化市人社局扎实推进两个绝对具体化

图为图为““精准教育扶贫精准教育扶贫、、学乐云烛光行动学乐云烛光行动””15001500万元教学设备捐赠现场万元教学设备捐赠现场。。

本报讯（记者 王琼）为认真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中央《关
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工 程 的 意 见》《传 统 工 艺 振 兴 计
划》，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文
化自信，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助推全省各族人
民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
推进“四个转变”、实施“五四战
略”，凝心聚力推进新青海建设，7
月 12 日-13 日，我省将举办以“民
族团结·巧手绣锦·守望家园·追梦新
时代”为主题的全省首届“民族团
结进步”刺绣展暨刺绣大赛，来自
全省各地的刺绣艺人在现场将大展
刺绣绝活。

据了解,此次展览分致敬经典、

巧手绣锦、一针一线、针上流韵四个
展区。致敬经典展区主要以展现我省
各民族历史上优秀的传统刺绣作品
为主；巧手绣锦展区主要以近年来各
民族妇女刺绣作品为主，体现刺绣艺
术的保护成果；一针一线展区重点展
示我省盘绣、堆绣、河湟刺绣、藏绣等
刺绣技艺的工具、花样等；针上流韵
展区主要展示传统刺绣融入现代生
活的新亮点。全省首届“民族团结进
步”刺绣大赛设一、二、三等奖，优秀
奖，巾帼创业奖，创新奖，优秀组织
奖等奖项。

刺 绣 艺 术 作 为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承载着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
学价值，蕴含着各民族珍贵的历史
文化记忆。近年来，遵循“保护为
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

展”的十六字方针，我省对民间刺
绣艺术进行了深入挖掘、整理和保
护。依托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保护，通过

“寻根行动”“研培计划”等一系列
扎实有效的保护举措，刺绣艺术得
到进一步繁荣发展，形成了种类丰
富、特色鲜明、传承有序、成效明
显的发展格局。首届刺绣艺术展以
展示、展演为载体，将充分展现全
省各民族刺绣艺术的保护成果，增
强刺绣艺术从业者的文化自信，激
发他们的创业热情，体现各民族团
结协作、共建家园的精神风貌，助
推我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区创建，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文化名省战
略的实施，谱写青海各族人民昂扬
向上、奋发有为的时代新篇章。

全省首届全省首届““民族团结进步民族团结进步””刺绣展暨刺绣大赛明日开幕刺绣展暨刺绣大赛明日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