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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区：坚持问题导向狠抓整改落实

本报讯（通讯员 永志） 为全面整改落实“三级”督
导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压实党组织负责人推进“两个绝
对”具体化责任，7 月 11 日，城中区组织召开“两个绝
对”具体化工作整改部署会。会议通报了城中区推进
“两个绝对”具体化督导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了具体的
整改落实措施，明确了下一阶段“两个绝对”具体化工
作要求和目标任务。
会议认为，城中区各级党组织按照市委 《关于推
进 “ 两 个 绝 对 ” 具 体 化 的 实 施 意 见》 要 求 ， 坚 持 以
习 近 平 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
“明、行、讲、督、评”等 5 方面循环式推进“两个绝
对”具体化，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结合自身实际，制
定具体化标准、具体落实措施和“三张清单”，进行动态
调整提升，用活用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讲习所”，深入开展讲习活动，建立“市-区-街镇
和职能部门”三级督导组联席工作机制，实现督导全覆
盖，采用日常纪实考评、季度考评、组织评价、群众测评
等方式，以“评”促管理，以“评”促改进，以“评”
促提升，在全区形成各级党组织共推“两个绝对”具体
化的良好局面，党员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自觉性、主动性显著提升。
但还存在部分县级领导联点指导不够具体，区委督导
组督导工作不够细致，部分党组织书记对推进“两个
绝对”具体化重视程度不高，责任落实不到位，具体
化标准、具体落实措施和“三张清单”等内容审核把
关不严，工作任务和督导问题督促落实不全面、“两个
绝对”具体化宣传推广和总结提炼不积极等问题。
会议指出，各级党组织要进一步将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市委、区委的决策部署上来，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要牢
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始终做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诚实践
者，要真正把“两个绝对”铸入灵魂、融入思想、见诸
行动。一是各县级领导干部要履行好对联点党组织的指
导检查责任，及时向联点片区党组织和联点党支部传达
市委、区委决定和要求，将压力传导到位。二是各督导
组要履职尽责，深入开展具体化标准、具体落实措施和
“三张清单”指导工作，加强督导问题跟踪落实，落实督
导情况报告制度。三是各级党组织书记要积极发挥“第
一责任人”职责，做好践行“两个绝对”的指导员、监
督员、宣传员和推动者，督促建立督导工作台账，落实
问题销号制度。四是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对具
体化标准、具体落实措施作进一步动态调整提升，确保
经得起推敲、经得起实践检验。五是各级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干部要坚持问题导向，制定具体、可操作、可核查
的“三张清单”，严格落实审核机制，建立“三张清单”
审查工作台账。六是充分发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讲习所”和宣讲团作用，深入开展讲习活
动，要及时总结提炼和宣传推广推进“两个绝对”具体
化工作中的先进典型、特色亮点和经验做法。
会议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牢牢
把握正确政治方向，下一阶段推进“两个绝对”具体化
工作要重点围绕三个方面开展工作：一要提高政治站
位，加强政治思想建设，明确政治方向。二要强化责任
担当，统一思想认识，增强政治素质。三要推动成果转
化，破解工作难题，实现健康发展。

以学补拙努力建设健康东区
本报讯（记者 施翔）为纪念中国共
产党成立 97 周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扎实
推进“两个绝对”具体化，进一步提高东
区卫计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公文写作水
平，规范对外接待礼仪，提高办文办会
能力，实现以学促做。7 月 5 日，城东区
卫计系统公文写作及干部行政综合能
力培训班在大众社区党员干部“双育”
教育中心拉开帷幕。
为办好本期培训班，东区卫计局结
合卫计系统工作特点，广泛征集学员
需求，精心挑选安排课程，确保学员
学有所获、学有进步、学以致用。在
开班仪式上，东区卫计局要求全区卫
计系统：一要端正学习态度，提高思
想认识。要充分认识公文处理与信息

培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弄明白为什
么学、学什么、怎么学，要正确把握学
习的方向，做到干中学、学中干、不空
谈、抓实干，把学习当成自己的追求、爱
好、生活方式，持之以恒，贯穿一生。二
要强化理论学习，确保学有所获。要把
学习当做一种精神、一种责任、一种追
求、一种境界，要主动自觉抓学习，努力
使自己成为学习型、知识型人才，成为
胜任文秘和党务工作的行家里手。三要
提升自身修养，注重学习积累。要正
确掌握提高公文写作水平的基本途
径，做到巧借阅读善积累、吃苦耐劳
勤练习、不怕挑剔多修改，要做生活
的有心人，学会观察与思考，关注中
心工作，关注热点问题。要把学习作
为一项长期的、经常的、持续不间断

的任务，不断更新理论知识、提高自
身修养，要与工作对照、与职责对
应、与思想对接，主动审视自身在公
文写作方面存在的不足，以学补拙、
提升能力，为建设健康东区不懈努力。
为期两天的集中培训，邀请到了省
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特聘研究员贾文德
等人分别以写作基础知识、提升综合能
力、摄影技术技巧、常见公文类别、新闻
稿件撰写几个专题，结合自身工作经历
和典型事例，从词法、句法、格式、排版
等内容做了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讲
授。使受训人员熟悉了公文制度，掌握
了写作格式，拓展了思维方式，调动了
主动适应新形势下履行岗位职责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提高了党务工作者的责
任感、使命感。

40 吨水草芦苇彻底
“搬家
搬家”
”
了

本报讯（记者 宁亚琴 摄影报道）入
夏以来，
随着气温升高，
我市白沙滩公园
水溪内水草、
芦苇
“疯长”
，
影响了市区水
体整洁。
为不断向着
“高原绿、
西宁蓝、
河
湖清”的美好愿景前行，全面落实“两个
绝对”具体化，在新的起点上加快打造

字桥底下的白沙滩公园整
治现场时，远远就看到多名
环卫工人在清运水草和芦
苇。环卫工人们穿着雨裤，
钻进齐腰的水里，在河道中
忙碌。有的拿着镰刀在割长
势比较旺盛的水草和芦
苇 ，有 的 用 钉 耙 在 水 里 捞
杂 物 ，有 的 穿 着 雨 裤 站 在
水中用手将水草和芦苇连
根拔起……“用手将水草和
芦苇一根根拔起，虽然带着
手套，但手也疼。泡在水里
的水草滑溜溜的，有时候一
拔还把人给一屁股坐在水
里了，弄得满身是泥水。”正
在拔水草的张生权说，清理
出的水草会利用摆臂车垃
圾斗清运到垃圾场。
据城西区市政公用服
务中心海湖管理科负责人
介绍，往年，整治水草会利
用镰刀、耙子等工具，将水
图为环卫工人清理水草。
图为环卫工人清理水草
。
草割断，再打捞上来，再运
走。可这样一来，水草的根
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奋力建设新时代幸 部还在河床上留着，等来年天气变热
福西宁。城西区市政公用服务中心海湖 时，又再次发芽生长，一年工作下来等
管理科组织 50 名环卫工人对白沙滩公 于“治标不治本”。再者说，利用其他机
园水溪内水草和芦苇进行彻底清理，截 械类工具，对河床的破坏力较大。所以
至目前，
40 吨水草芦苇彻底被清理了。 徒手将水草连根部拔起，清理得更彻底
7 月 11 日，当记者赶到海湖新区共 了，
对河床的破坏也减小了。

西区领跑工程为校长充电

临街商业用房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单位对祁连县八宝镇八宝东路南侧（祁连县
邮政小区一层）九套商业用房进行公开拍卖。建筑面积共
计 957.88㎡，土地用途为：商业用地，该标的水、电、暖等设施
齐全，产权明晰，地处交通要道，周边商业环境成熟，是投
资、经营、办公的理想场所。
预展时间、
地点：
自公告之日起 标的现场（查看费用自理）
拍卖时间：2018 年 8 月 8 日下午 15 时整
拍卖地点：祁连县新城区财政局会议室
竞买须知：凡参加拍卖会的竞买人需携带有效证件并
缴纳竞买保证金：
（一号至八号商业用房）壹拾万元整，
（九
号商业用房）伍拾万元整办理竞买登记手续。拍卖成交后，
保证金转为佣金及成交价款，未成交者保证金如数退还（不
计息）
联系电话：13139089169 尹先生 13709724317 冯女士
查询网址：青海省拍卖行（www.qhpaimai.com）
青海拍卖行业协会（www.qhspx.com)
中国拍卖行业协会（www.caa123.org.cn）
注：中国拍卖行业 AA 拍卖企业
青海省拍卖行
2018 年 7 月 12 日

本报讯（实习记者 谢晔）
“树不修，
长不直；人不学，没知识”，为了不断
强化师资队伍和提高校长队伍专业
化、职业化素养，提升学校管理水平
和教学质量，城西区教育局开展校长
领跑工程研习社培训活动，让全区 60
余名校长通过培训“领跑”西区教育。
教育一直是众多家长和学生所关
心的问题，为此城西区教育局全力打
造让社会、学生和家长满意的西区教
育。校长研习社开展培训旨在进一步

提高校长队伍专业化、职业化素养、 班参加学员共 60 余人，学习期间学员
提升学校管理水平。加强校长培训， 们积极与授课专家们互动、探讨、交
培养和造就一支具有改革创新意识、 流，现场气氛十分活跃。
先进教学理念、高超领导管理能力和
参加本次培训的校长告诉记者：
浓厚个人魅力的校长队伍显得尤为重 “教育就是责任。通过此次培训迫切地
要。长期以来，城西区教育走在全省 感受到了校长队伍发展和建设的紧迫
各区县前列，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 性和重要性，在今后的学校建设中要
认可，全区校长队伍建设培训是必不 进一步更新教育观念，加强师资队伍
可少，培训更能激励校长们在学校改 建设和发展，创新教学管理和教学实
革创新发展的能力和应对深化教育机 践，营造更好的学习环境，全力开创
制、教育教学改革的挑战。此次培训 让学生和家长都放心的教育”
。

应对强降雨北区排查隐患地段
本报讯（通讯员 张燕）7 月 10 日凌
晨，我市突发强降雨，区国土局工作
人员第一时间冒雨赶赴北山大墩岭地
质灾害隐患点，进行现场巡查工作，
并向绿化区看护人员讲解迅速撤离险
情现场的相关知识。
为了确保该区域住户的安全，当
天上午，北区国土局工作人员协同朝
阳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对危险房屋

住户进行查看，并先安排宾馆住宿，
待降雨停止后进行人员搬离工作。随
后，工作人员对二十里铺镇双苏堡花
海周边滑坡地段进行查看，发现除山
体排水量较大外其他一切正常。在对
青拖后山、西杏园垃圾沟地灾隐患点
进行查看时，发现青拖后山地灾隐患
点有人员居住，工作人员立刻进行劝
导并安排撤离工作。同时，对西杏园

垃圾沟上山道路右侧的小型滑坡点进
行现场清理工作。
由于正值汛期，北区国土局将继
续加强对全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监
测、巡查、预警工作，进一步完善地
质灾害应急演练预案，确保人民群众
生命和财产安全。同时提醒广大市
民，近期出行注意安全，请勿在降雨
期间前往地灾隐患区域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