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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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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大力倡导爱国奉献精神
新华社北京 8 月 6 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近日对王继才同志先进事迹作
出重要指示强调，王继才同志守岛卫
国 32 年，用无怨无悔的坚守和付出，
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
华章。我们要大力倡导这种爱国奉献
精神，使之成为新时代奋斗者的价值
追求。
习近平指出，对王继才同志的家
人，有关方面要关心慰问。对像王继
才同志那样长期在艰苦岗位甘于奉献
的同志，各级组织要积极主动帮助他
们解决实际困难，在思想、工作和生
活上给予更多关心爱护。
王继才生前是江苏省灌云县开山
岛民兵哨所所长。开山岛位于我国黄
海前哨，面积只有两个足球场大，战
略位置十分重要。1985 年部队撤编
后，设立民兵哨所，但因条件艰苦，
先后上岛的 10 多位民兵都不愿长期值
守。1986 年，26 岁的王继才接受了守
岛任务，从此与妻子以海岛为家，与
孤独相伴，在没水没电、植物都难以
存活的孤岛上默默坚守，把青春年华
全 部 献 给 了 祖 国 的 海 防 事 业 。 2014
年，王继才夫妇被评为全国“时代楷
模”。今年 7 月 27 日，王继才在执勤
时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去世，年仅
58 岁。

四举措全力做好
我市防汛工作
本报讯（记者 樊娅楠）进入夏季以
来，持续的降水让我市面临严峻的防
汛形势。为进一步强化汛期环境安全
防范工作，有效遏制重特大突发环境
事件，切实保障汛期环境安全，市环
保部门按照安全第一、预防优先、有
效应对、妥善处置的原则，以四举措
积极开展汛期环境安全风险隐患排查
整治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环境健
康。
市环保部门全力防范化解重特大
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全面分析评估环
境风险特点，认真梳理环境管理重点
领域和薄弱环节，突出抓好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湟水河干、支流等重点区
域的环境风险防控工作；加大对危险
废物产生、处置、危险化学品生产、
使用、存储单位及污水处理厂等重点
行业企业的监督管理力度，坚决杜绝
危险废物和危险化学品进入水体对环
境造成污染。组织开展汛期环境安全
检查工作，加大环境执法力度，增加
重点企业检查和河道巡查频次，确保
企业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加强对
辖区水环境质量环境监测工作，特别
是对河流、重点污染源排水口水质及
时取样监测，密切关注水质变化；开
展暗查、突击检查，严防不法企业利
用雨天偷排偷放，对企业恶意违法排
污行为，依法从严从重处罚。督促企
业完善汛期环境应急工作机制，重点
企业要在大雨、暴雨后及时开展自
查，有针对性地加强汛期环境应急管
理，强化保障措施和应急物资储备管
理，切实提高汛期突发环境事件的应
对能力；一旦发生环境污染事故，第
一时间启动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案，
做到早发现、早报告，确保应急处置
过程及时、有序进行。同时，加大对
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信访的查处力
度。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严格落实
24 小 时 应 急 值 班 制 度 ， 畅 通
“12369”环保举报热线和网络平台作
用，第一时间接听来电、第一时间交
办、第一时间查处，切实保障群众环
境健康权益。

学习贯彻市委十四届七次全会精神

用全会精神武装头脑切实履行纪委监督专责
本报讯（记者 肖芳）8 月 3 日，市纪委
监委召开全体干部职工会议，迅速传达学
习市委十四届七次全会精神，强调要以监
督执纪问责和监督调查处置为抓手，为高
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市委常委、
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刘兴民出席会议并讲
话。
会议指出，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
把学习贯彻市委十四届七次全会精神作为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大政治任务，准确
把握领会全会精神实质，切实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全会确定的各项决策部署上来，
为全市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会议强调，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
深刻把握全面从严治党新理念新要求，聚

焦落实“两个维护”这一重大政治责任，
聚焦党对反腐败工作集中统一领导这一根
本目的，聚焦监督第一职责，聚焦稳中求
进这一基本工作方针，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切实坚定“四个自信”，坚决落实
“两个维护”，忠实践行“两个绝对”，深
入学习贯彻全会的安排部署，从职能职责
出发，找准着力点，通盘谋划一体推进，
问题导向靶向治理，依规依纪依法履责，
不断强化自主学习、分析研判、创新落实
的能力，努力推动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实
现高质量发展；要围绕市委十四届七次全
会部署，加强对各级党组织贯彻落实市委
十四届七次全会精神情况的监督检查，推
动落实“两个责任”。要依规依纪依法履

职，深入开展作风领域专项治理，深化扶
贫领域专项治理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继
续深化监察体制改革，启动县区提级交叉
巡察，精准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持续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为推动实现市
委十四届七次全会确定的目标任务提供坚
强纪律保障；要勇于担当作为，聚焦增强
纪检监察队伍履职本领这一重要支撑，准
确把握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新使命新任
务，切实树立纪律部队良好精神风貌，以
监督执纪问责和监督调查处置为抓手，为
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会上，市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机
关厅部室、纪检监察组、巡察组代表作了
学习体会发言。

市委组织部认真传达学习市委十四届七次全会精神
本报讯（记者 张弘靓）8 月 3 日上午，
市委组织部召开部机关集体学习会，专
题传达学习市委十四届七次全会精神并
组织党小组开展讨论。组工干部一致认
为，市委十四届七次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紧
围绕省委“一优两高”战略部署和“打造
宜居宜业大西宁”的明确要求，准确把握
全市改革发展稳定新的阶段性特征，对打
造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建设新时代幸福西
宁，当好贯彻“一优两高”战略部署的排
头兵做出了全面精准的安排部署，对坚决
维护以“党旗红”保障“经济好”“生态
美”“日子红”的良好局面提供了强大的
思想指引和力量保障。

会议要求，一要深入学习把握精神
实质。要把省委十三届四次全会和市委
十四届七次全会精神结合起来，围绕
“一优两高”战略定位，进一步找准组织
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着力点。要
老老实实学习、反反复复钻研，深刻把
握全会精神的实质性要求。要优化方法
路径，原原本本学习原文，细化专题深
入研讨，确保学到位、学深入，迅速掀
起学习全会精神的热潮。二要集中精力
抓好当前工作。按照全会关于“着力加
强党的政治建设”“着力激发干事创业激
情”的安排部署，深入开展调研摸底，
认真筹备全市组织部长理论务虚会和全
市组织工作会议，深入挖掘研究健全组

织体系、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
部、集聚爱国奉献的各方面优秀人才的
创新思路和务实举措，切实推动全会精
神落地见效。三要加强组织部门自身建
设。面对新任务新要求，组工干部必须
更有本领、更有担当、更有作为。要认
真践行“讲政治、重公道、业务精、作
风好，打造铁板部门，建设铁军队伍，
做推进‘两个绝对’具体化‘冲锋
队’”的部门标准，认真实施“两个绝
对”具体化“冲锋队”行动方案，持续
建设“讲政治、重公道、业务精、作风
好”的模范部门，以全体组工干部的实
践、实干、实效坚决履行好组织部门的
政治责任。

祁连机场获得机场使用许可证
本报讯（记者 一丁）8 月 6 日，青海机
场公司传来好消息，经过专业部门的联
合检查验收，一致认为新建的我省海北
州祁连机场符合民航运行安全标准，同
意颁发机场使用许可证，这标志着祁连
机场已具备运行条件。祁连机场是我省
第 7 座民用机场，也是西北地区第 24 座
民用机场。
据悉，祁连县位于海北州西北部，
是我省的北大门，除了具有丰富的旅游
资源，还是我省重要的畜牧业基地和矿
产资源重点县。多年来，受制于路程和
雨雪天气的影响，进出祁连仅有公路一
种运输方式。为改善出行条件，促进地

区旅游业发展，带动当地经济增长，
2016 年按照青海省政府的重要决策，祁
连机场开工建设并于 2017 年年底基本完
工。今年 1 月份，祁连机场完成了校
飞、3 月份完成了试飞、6 月份通过竣工
验收。机场位于祁连县东南 38 公里处的
峨堡镇黄草沟村，海拔 3163 米，属国内
4C 级高高原机场。项目按 2025 年满足年
旅客吞吐量 18 万人次、货邮 400 吨进行
规划设计。
祁连民用机场的建设，
将使我省民用机场布局更趋
完善，民航运输保障能力进
一步提高，对加快区域优势

本报讯（记者 啸宇）近期，路经八一路
的市民会发现，八一路已被封闭施工多
日，行车只有绕道。据悉，这里正在进
行的是八一路道路综合提升改造及管廊
工程，记者近日在施工现场了解到，目
前该道路地下综合管廊建
设正在加紧进行，意味着
今后八一路一带雨天积水
状况将会大为改观。
记者在八一路道路综合提升改造及
管廊工程现场了解到，目前，该道路综
合管廊主体结构正在加大力度施工之
中。八一路地下综合管廊东起团结桥，
西至湟中路，综合管廊总平面全长 5.25
公里。整段综合管廊均为两舱管廊，截
面尺寸宽 6.25 米、高 4.35 米，主要设计

内容包括管廊标准段、投料口、进出风
口、管线接出口及附属工程。管廊内主要
设置电力电线、通信电缆、给水管、雨污
水箱涵，并首次将原道路上的信号箱、通
讯箱、路灯控制箱等小市政项目纳入管廊

资源转换，提高抵御自然灾害能力等创
造有利条件。同时对改善当地群众出行
条件，吸引中远程、高端游客，促进旅
游业的繁荣，加快旅游资源开发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下一步，青海机场公司还将迅速制
定整改计划，积极完成通航前各项筹备
工作，确保祁连机场早日通航，成为带
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作为西宁市区东西向交通主干道，
八一路通过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将雨、
污水管线排进综合管廊，确保排水顺
畅，能有效解决道路沿线内涝问题，逐
步消除“马路拉链”“空中蜘蛛网”“反
复开挖”等城市弊病，还
可利用好地下空间资源，
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
内，既可实现统一管理，又能美化环境。 通过道路工程建设，将彻底排除路基沉
目前，综合管廊工程已封闭施工明杏路至 陷、路面裂缝等道路病害，化解道路病
民和路段，长约两公里。剩余作业面为 害给居民生活带来的不便。
湟中路至民和路，长约两
公里；团结桥至明杏路，
全 长 约 1.4 公 里 。 待 综 合
管廊修建完成后，道路将
进行提升改造。

雨污水入廊八一路不再内涝

加快打造绿色发展样板城市
奋力建设新时代幸福西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