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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协作““双宁记双宁记””

本报讯（记者 徐顺凯）全
省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召开
后，我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迅速掀起学习会议精神的热
潮，大家一致表示，要认真贯
彻落实全国、全省宣传思想
工作会议精神，牢记职责使
命任务，努力开创新时代宣
传思想工作新局面，为建设
富裕文明和谐美丽新青海，
加快打造绿色发展样板城
市，建设新时代幸福西宁贡
献力量。

西宁市社科联主任权国
兴表示，市社科联将全面贯
彻落实全国、全省宣传思想
工作会议精神，牢记职责使
命任务，忠实践行“两个绝
对”，加强学会管理服务，深
入开展科普活动，巩固壮大
社科阵地。大力推进智库
建设，高质量完成国家、省
级立项课题，在拓展研究力
量，提升研究水平，培育研
究环境、转化研究成果上下
功夫，切实提高市级立项课
题研究数量和成果质量，扎
实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西宁落地
生根开花结果，为打造绿色
发展样板城市，建设新时代
幸福西宁提供智力支持。

城中区仓门街街道办副
主任李婷婷表示，全省宣传
思想工作会议为基层宣传思
想工作树立了目标、指明了
方向。作为街道宣传思想工
作者，将自觉担负起新形势
下基层宣传工作的使命任
务，努力把会议精神全面贯
彻到街道各项宣传工作当
中。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
面加强街道宣传思想制度建
设，以能力建设为重点，时刻
把握时、度、效三个要点，并
全面提升“四力”，为加快打

造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建设
新时代幸福西宁营造良好的
舆论氛围。

湟中县共和镇党委书记
莫彧功表示，将带领全镇上
下认真抓好全国、全省宣传
思想工作会议精神的贯彻落
实。作为乡镇党委书记将牢
记使命任务，强化责任担当，
坚持守正创新，牢牢掌握意
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同时加
强基层精神文明建设，涵育
文明乡风，进一步扎实开展

“五星级文明户”创建评选活
动，推进“好家风”建设，注重
传承传统文化，弘扬文明风
尚，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育新人，全力推进乡村振兴
战略。

前营街社区书记张若蕾
认为，作为基层服务居民群众
的社区工作者，要不断适应新
时代新要求，自觉钻研各种宣
传业务，提升自身的综合素
养，全面增强履职履责能力，
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
强、务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宣
传思想工作队伍。要做好思
想战线的宣传员，坚持正确的
政治方向，在工作质量和水平
上下功夫，推动宣传思想工作
不断强起来，为更好满足居民
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而
不断提升文化影响力。

李家山镇岗岔村党支部
书记汪如平表示，作为基层
党员干部将学习好、宣传好
全省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
神，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利
用好全省第一个“村级农民
书画培训室”，为村民提供更
多传统道德文化教育读物，
更好提升岗岔村文化氛围，
以文化人，带头移风易俗，带
领村民不断提升道德水准和
文明素养。

本报讯（特约记者 罗藏）11 月
15日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王建军在西宁会见韩国驻华大
使卢英敏一行。省委副书记、省长
刘宁一同会见。

王建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卢
英敏一行来青访问表示欢迎，并简
要介绍了青海省情。他说，近年来，
中韩两国领导人加强高层交往，推

动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入开展。青海
重视和韩国地方发展友好关系，增
进民间友好往来。韩国有美景、美
食、美容，汽车、电子、钢铁、通讯、文
化传播等产业发达。青海有大江、
大河、大草原，新能源、新材料、生物
医药、高原特色农牧业等方面具有
优势。希望韩国地方和青海增进人
文交流，加强经济往来，促进旅游合

作，实现互利共赢。
卢英敏表示，韩方高度重视加

强与青海地方间交流合作。韩国在
中国的贸易投资正在从沿海地区向
内陆延伸，青海有丰富的土地、水、
清洁能源等资源，韩国与青海未来
合作空间巨大，将在已有基础上进
一步深化项目建设，提升合作水平。

副省长杨逢春参加会见。

王建军会见韩国驻华大使卢英敏
刘宁一同会见

本报讯（记者 芳 旭）“迈
开新步伐、规划大格局”，以西
宁为中心，打造环夏都200公
里的旅游圈，西宁旅游即将驶
入全域旅游发展新时代。按
照“省内大众游、省外高端游”
的发展定位,今年，我市着力
打造“一核、两圈、三轴、三区、
五大产品”的全域旅游发展格
局，迈开大步向全域旅游进
发，争当全省旅游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排头兵。

据了解，今年我市将重点
打造“一核、两圈、三轴、三区、
五大产品”的全域旅游发展格
局，“一核”，即主城区打造以
商贸、购物、休闲、美食为主的
全域旅游发展核心；“两圈”，
即推进提升环市区乡村旅游
圈、环夏都 200 公里旅游圈；

“三轴”，即打造湟水河沿线城
市生态旅游发展轴、海湖多巴
现代休闲旅游发展轴、西宁卫

城及博物馆群多元文化交融
发展轴；“三区”，即创建大通
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湟中
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湟源丹
噶尔古城产业改革创新区；

“五大产品”，即培育西部自驾
游、美丽田园乡村游、绿水青
山生态游、幸福西宁城市游、
丝绸之路高端游五大全域旅
游产品。

为了尽快打开全域旅游
发展格局，目前，我市实施重
点旅游项目 33 项，完成投资
73 亿元，持续提升鲁沙尔大
景区品质内涵，加快丹噶尔古
城二期建设，依托藏医药博物
馆、昆仑玉博物馆，加快打造
博物馆群 5A 级景区。熊猫
馆、冰球馆、海洋馆等一批高
层次旅游项目有序推进。倾
力打造唐道637、新千丝路风
情街等城市特色街区，高端旅
游“品牌”逐步显现。

本报讯（记者 李铎业）11 月 14
日，记者从市扶贫协作办公室获悉，
从10月31日至11月14日，我市102
名农村劳动力到江苏就业，其中贫
困劳动力达65名，两市劳务协作取
得阶段性突破，这得益于两市市委
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人社部门的大
力推动。

西宁南京劳务协作，特别是转
移贫困劳动力到东部就业，一直是
两市开展扶贫协作的一个短板。今
年 9 月份以来，南京西宁两市人社
局多次开展深度对接，认真分析新
形势下劳务输出的具体问题，积极
探索创新符合两市实际的方式方
法，共同确定了东西部扶贫劳务协
作“一盘棋”的有效举措。10 月 18
日，南京市人社局与财政局共同下
发《关于深入扎实推进对口扶贫劳
务协作工作的通知》，对成功介绍吸
纳贫困劳动力到南京就业给予奖
补。10月19日，西宁市人社局与南
京工作组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

强东西部劳务协作促进劳务输出的
通知》，明确了西宁籍贫困劳动力到
南京就业在生活用品购置以及路
费、住宿等方面的补助政策。

大通、湟中、湟源三县根据西宁
市关于劳务协作鼓励政策精神，通
过两地政府、就业局、用工企业、人
力资源服务行业协会等多部门配
合、多维度发力、多渠道推动，共同
推进劳务人员向南京及周边城市输
出。湟中县 10 月中旬对有意愿赴
南京实习务工的学生进行了摸底调
查，下旬派遣专人赴南京对企业环
境、工资福利等进行了实地考察，在
湟中县职教中心召开了动员会，将
企业基本情况、工资收入、实习环境
等向学生和家长进行讲解，给学生
和家长吃了“定心丸”。同时，出台
了奖励办法，经初步测算，实习务工
学生每人每月
收入预计可达
4000 余 元 。 湟
源县通过出台

优惠政策，与南京六合区沟通挑选
符合贫困劳动力就业的岗位，组织
专人深入7乡2镇进行六合区企业
岗位用工信息和就业创业政策进行
入户宣传，为贫困劳动力到南京务
工创造条件。大通县举办金秋招聘
月、“就业扶贫日”暨东西部劳务协
作专场招聘活动，南京市雨花台区9
家用工企业及省内 25 家企业提供
就业岗位3110个，求职应聘人数达
1000余人次，现场达成就业意向性
协议57人，既为劳动力外出就业创
造条件，也鼓励贫困劳动力就近就
地就业，激发增收致富内生动力。

据悉，下一步，西宁南京两市将
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提供后续服
务，确保贫困劳务人员既能出得去，
也能留得住。

本报讯（记者 小言）从土木砖
砌的平房到钢筋水泥的高楼，从几
口人遮雨挡风的蜗居到一家人享受
舒适的宜居……改革开放40年来，
我市人居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记者从市统计
局获悉，我市城镇居
民人均住宅建筑面
积由1978年的6.3平
方米增加到 2017 年
的32.5平方米，增加26.2平方米，广
大市民的居住环境持续改善，住房
面积不断增加。

今天我们的城市里处处是高楼
林立、环境优雅的小区，居住空间不

断扩大，生活配套越来越完善，人居
需求的提升和居住环境的改善，见
证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大变化。

“我们一家三口人曾在原毛纺
公司家属院的一栋三层小楼里住了

10多年，房子里没有暖气，冬天真难
熬。现在住房条件彻底改善了!”谈
起住房的变化，市民赵女士颇为感
慨地对记者说，近年来原毛纺公司
家属院多栋老旧楼陆续得到拆迁改

造，赵女士一家告别蜗
居，搬进了带电梯的高层
建筑，住房面积大大增加
了，最令赵女士高兴的是

房子里有了暖气，冬天再也不用挨
冻。不仅如此，现在赵女士居住的
小区周边还建设有商业街、现代化
健身房，生活既舒适又方便。

改革开放以来，在住房制度改
革和房地产市场快
速发展的双重推动
下，我市住房商品化
程度大幅提高，住有
所居，是每个家庭的

梦想，追求更加宽敞、舒适的居住环
境逐步成为现实。40年来，西宁城
市建设步伐稳步推进，一幢幢现代化
楼房平地而起，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生活环境和居住条件大幅改善。据
统计，2017年西宁市累计建成商品
房住宅面积177.97万平方米，累计销
售商品房住宅面积 305.11 万平方
米，较2000年增长10.9倍。

西宁迈开大步向全域旅游进发

开创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新局面

西宁南京劳务协作取得阶段性突破

我市城镇居民

人均住宅建筑面积32.5平方米

11月15日，记者在现场看到，解放渠海绵化改造项目正在进行局部收尾工作。据了解，解放渠海绵化改造项目全长约
1.2公里，结合海绵城市建设理念，打造以解放渠为主体的水脉绿带景观，从根本上改善了解放渠流域及周边环境，成为了
一个以解放渠水系统为主体的集亲水休闲、景观游憩、生态示范、运动健身于一体的城市滨水公园带。 黎晓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