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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一丁）记者7月31日从省交通运输厅获
悉，备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全省目前最长高速公路隧
道——大力加山隧道顺利贯通。

据悉，大力加山隧道是大力加山至循化高速公路（以下
简称大循高速）中的一座隧道，大循高速公路是连接甘、青两
省的又一条重要大通道，是《国家公路网规划》中G310线连
云港至共和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兰州
—西宁城市群发展规划》提出的在甘肃、青海两省构建“一带
双圈多节点”发展的新格局，是我省集旅游、农业和水电资源
开发于一体的重要干线公路，对促进沿黄河经济带发展、建
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意义重大。而大力加山隧道则是大循
高速公路的控制性工程，是全省目前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
也是大循高速最后一座贯通的特长隧道，由中交基础设施养
护集团设计施工总承包。隧道双洞长约11公里，地质结构复
杂，高差起伏大（58米），沟壑纵横狭长，施工周期短，施工难
度大，自2014年8月20日开工建设，计划2018年10月中旬投
入运营，此次贯通为隧道通车奠定了基础。预计隧道通车
后，循化到甘肃临夏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为1小时。

本报讯（通讯员 祝静）近年来，城西区认
真贯彻全国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
会和全省城市基层党建现场会精神，制定《城
西区加强基层党建工作的若干措施》，在统筹
提升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水平上积极探索、大
胆实践，并取得一定成效，为建设全省高端现
代服务业发展核心区提供了坚强组织保证。

坚持以“三基”建设为支撑，率先在全市
出台《城西区深化街道“三基”建设、提升服务
能力改革实施方案》，对街道内设科（室）进行
优化整合，统一设置“党建服务中心、综合服
务中心、综合执法中心”，各街道内设科室由
原来的8个统一精简为3个，精简率达55%，并
制定《社区规范化服务手册》，大力推广“移动
办公桌”“楼院管家113”“延时、错时上班制”

“微信预约服务”等服务机制。完成27个社区
党建阵地规范化建设，试点推行村（社区）年
鉴制度，加强基层工作基础。

坚持以“区域联动”为平台，建成8个区域
化党建标准阵地，免费向驻区党组织开放；共
同打造“端午龙舟赛”“六湟系列活动”等文化
品牌；相继推出区域化大党课、成员轮值+、党
建+公益等互融共赢机制，提升驻区党组织参
与城市基层党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坚持以“两个覆盖”为抓手，随着第三产
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蓬勃发展，今年，按照

“一线（党建）四点（环新宁广场商圈、总部经
济大厦、唐道、万方城）一张网”的总体规划，
集中力量打造“环唐道商圈党建共同体”和

“万方城（兆维）党建共同体”，探索实施在新
的城市商圈和互联网领域推进“两个覆盖”的
新举措，推动党的工作延伸到城市的“角角落
落”。

坚持以“幸福西区”为统领，大力推行城
市管理综合执法改革，将城管、公安、交警、综
治、司法等多家单位列入街道综合执法中心，
在街道建立了“综合管理、多元服务”的工作
新机制。制定出台了《城西区进一步改进社
区工作的十条措施》，街道社区党组织依托网
格化管理，推出“三化五覆盖”“圆桌听证会”
等推进社区治理、扩大社区民主新做法新举
措。共建立“红袖标”群防群治队伍213支，充
分发挥“观察点”和“流动哨”的作用，为建设

“平安西区”“法治西区”提供保障。

本报讯（记者 施翔）为进一步推进“两个绝对”具体
化，扎实做好“八一”期间的双拥工作，进一步增强军政军
民团结、筑牢双拥工作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促进城东
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7月27日，国际村社区党工委
联合城区妇联、区文化馆、公交集团三分公司在武警西宁
支队举办了忠实践行“两个绝对”共叙军民鱼水情庆“八
一”主题文艺汇演暨慰问活动。

活动中，慰问组一行慰问了武警西宁支队官兵，为他
们送去了价值2800余元的慰问品，并向全体官兵致以节
日祝福和崇高敬意，感谢官兵们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的重大贡献以及对妇女儿童工作的大力支持。文艺汇
演在区文化馆带来的舞蹈《吉祥》中拉开了序幕，先后表
演了舞蹈《中国茶》《江南雨》《沂蒙颂》、京剧《江姐》、男声
独唱《消愁》《海阔天空》《我的祖国》等精彩节目。其中，
备受好评的舞蹈《两个绝对在心间》唱响了东区广大干部
群众扎实推进“两个绝对”具体化、建设和谐东区的主旋
律。随后，武警西宁支队官兵为大家带来的精彩《战术表
演》再次点燃了现场观众的热情。

本报讯（记者 张艳艳 通讯员 徐
志涛）互查互评明差距，互学互鉴促
提高。为推进“两个绝对”具体化落
实到位、提质增效，7月27日，虎台街
道专门组织村（社区）党组织、机关
党支部开展推进“两个绝对”具体化

“互学互评”活动。
据了解，“互学互评”活动主要

采取听、看、谈、评等方式进行。
“听”：分别听取2个社区（海晏路社
区、医财巷东社区）、1 个行政村（杨
家寨村）推进“两个绝对”具体化工
作情况汇报。“看”：实地查阅单位党
组织会议研究部署情况，制定“两个
绝对”具体化标准、措施、“三张清
单”情况，党组织书记、副书记讲党
课情况，填写《城西区干部职工忠实
践行“两个绝对”具体化标准手册》
情况，开展亮点特色活动情况等台
账资料。“谈”：与会人员就单位推进

“两个绝对”具体化谈体会、谈认识、
谈经验、谈措施，大家畅所欲言，相

互交流，对受评单位的经验、做法，
结合实际，借鉴运用；对存在的问
题，提出意见建议。“评”：与会人员
围绕 3 家单位情况介绍、“三张清
单”、“特色亮点”等内容分优秀、良
好、一般进行客观评议。这种互为
裁判员、当好运动员的方式打破了
以往固有模式，不仅拓宽了参与人
员的范围和检查对象的覆盖面，还
给各村（社区）相互学习、相互交流、
共同进步提供了一个平台，在街道
营造了一种互查短板“不留情面”、
补齐短板“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
达到了从“面”上掌握工作进展情
况，从“点”上发现个性问题，互评互
学明差距、互相借鉴促提高的目的，
有效激活了基层党组织的“神经末
梢”。

本报讯（记者 王琼）今年下半年，
湟中县将紧紧围绕 74 个贫困村退出，
2458 户、7373 名贫困户稳定脱贫、全县
实现脱贫“摘帽”的目标，下足“绣花”功
夫，亮出“快、准、实”三招，决胜脱贫攻
坚战。

行动狠抓“快”字，立足全局，以干
为先。目前，335户1042人的易地扶贫
搬迁和 2208 户危房改造工作正在有序
推进；已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6.22亿
元投向扶贫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
域；严把5个时间点，保证10月中旬易地
搬迁和危房改造工作完成入住；10月下
旬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完成，10月
底前完成脱贫摘帽各项目建设工作；11
月进行全面自查；12月中旬迎接国家第

三方评估验收。
施策突出“准”字，多轮驱动，多点

支撑。继续巩固脱贫成效，紧抓脱贫攻
坚问题整改，对县扶贫办摸排出的新增
户、返贫户、低保兜底户等共计362户、
1120人和县扶贫办、民政局核查出的基
础信息不准确的农村低保户118户、410
人及时进行动态调整；瞄准难点攻克易
地扶贫搬迁；健全领导联点推进机制、
联席会议制度，以及部门合力推进的工
作机制，加快推进土门关乡上阿卡、秋
子沟2个村易地扶贫搬迁、330户无能力
危房改造项目；瞄准短板壮大村集体经
济，全面落实村集体经济“破零”工程，
整合扶贫资金1.28亿元，按每村50万元
标准为77个贫困村安排村级集体经济

发展资金；按每村40万元标准为224个
非贫困村安排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资金，
并通过资产租赁、劳务服务、入股分红
等方式，确保村集体经济达标。

责任咬定“实”字，严实当头，碰硬
较真。以开展“脱贫攻坚作风建设年”
活动为抓手，强化扶贫资金的使用管理
和监督检查，认真查找扶贫领域存在的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切实解决侵害群
众利益、损害党和政府形象等问题，建
立长效常态治理机制，推动扶贫领域作
风明显改善，促进脱贫攻坚各项政策措
施全面落实，确保如期完成全县脱贫攻
坚任务。

本报讯（记者 张弘靓）7月25日，记者从湟源县文化
旅游体育局了解到，为优化旅游市场环境，连日来，湟源
县成立旅游旺季服务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对全县范围内
的旅游市场进行专项检查。

据了解，此次专项检查由文旅、公安、食药监、交通等部
门密切协作联合开展，重点检查是否存在“黑车、黑社、黑
导”，非法揽客等非法经营旅游业务的行为。此次检查对旅
游旺季涉旅市场加强监管，打击涉旅市场违法违规行为，对
发现的部分景区出现硬件设施和软件服务方面的问题限期
整改，特别是对部分景区指示牌不醒目，旅游厕所维修保养
不到位、卫生不达标的问题进行督查，针对问题，下发整改
通知，要求各旅游企业立即整改。交通管理部门将加大对
旅行社与无资质运输企业签订不正规合同（协议）、租用“黑
车”从事旅游业务和旅游包车无证经营等问题的整治力度，
坚决遏制涉旅道路交通事故发生。

湟源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湟源县
旅游旺季服务保障工作领导小组联合县公安、交通、食药
监、文旅局等相关成员单位在湟源县境内对旅游市场进
行综合整治，尤其是在109国道沿线对私自摆设的摊点还
有旅游大巴，以及导游、旅游团队进行了联合检查，进一
步规范了湟源旅游市场秩序，创造一个安全文明有序的
旅游环境，同时也保障了游客的合法权益。

为推动园区各企业职工广泛开展岗位练兵和技能比武活动，全面推进群团
改革各项措施落到实处，扎实推进“两个绝对”具体化，7月27日，由市总工会主
办，南川工业园区工会工作委员会承办的西宁市第五届职工技能大赛枪刺、络筒
比赛举行。来自园区3家单位的87名女职工，顺利通过理论知识考试，参加实际
操作的比赛。 樊娅楠 摄

全省最长高速公路隧道贯通

★快捷支付奖积分
2018 年 3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在微信

支付、京东支付、唯品会和支付宝绑定中
国银行信用卡，并在活动期间进行快捷支
付即可累计积分奖励。每名客户每月最多
获得 10 万积分奖励。活动需通过中国银
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或缤纷生活 App 报名
参加 。

★微信绑卡支付享5元立减
2018年6月15日至2018年9月15日，首

次使用中国银行信用卡绑定微信支付钱包，

即可获赠微信支付5元立减金，绑定后使用中
国银行信用卡进行微信支付即可立减 5 元。
活动期间，每名客户可参加一次,活动名额有限。

★畅享美食
1、即日起的每周六、日，在西宁九记火锅

店（五一路店）、旧院牛肉火锅（夏都大街）和金
钟大排档（王府井B馆负一楼）消费，持中行信
用卡单笔满120元可立减60元，数量有限。

2、即日起的每周五、六、日，在万达广场
外婆小厨和小鹿披萨，持中行银联信用卡单
笔消费满 100 元可享随机立减 60-100 元优

惠，数量有限。
★畅观大片
即日起的每周六、日，持中行信用卡在西

宁万达影城（海湖店）可享 10 元观 2D/3D 影
片，20元观IMAX影片的优惠，在奥斯卡影院
可享 10 元观 2D/3D 影片。持中行信用卡在
格尔木盐湖数码影城和领航国际影城可享19
元观影、在海南州百佳影城和大通县天麒上
影国际影城可享9元观影优惠。

★畅快购物
即日起的周二、四、六和日，使用中国

银行缤纷生活 APP 绑定 62 开头中行银联信
用卡在惠客家超市（小桥店、民和路店、南
山路店、兴海路店和互助店）进行二维码支
付，可享满 60 元立减 30 元优惠,数量有限，
先到先得。

（以上活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
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最HIGH中行卡，优惠

享不停，更多优惠可下载“缤
纷生活”APP，扫一扫即可下
载）

惠聚中行日，给您更多惠！中国银行信用卡钜惠来袭！

湟中脱贫攻坚亮出“快准实”招

脱贫攻坚

西宁在行动

社区互学互评提质“两个绝对”具体化

西区

加强街道党组加强街道党组织织““轴心轴心””建设建设湟源多部门专项检查旅游市场湟源多部门专项检查旅游市场

东区切实做好新形势下双拥工作东区切实做好新形势下双拥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