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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兴起学习贯彻十九大和全国两会精神热潮

王建军在全省民主党派座谈会上强调 不忘合作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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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携手前进

共同把青海的事情持续不断地办好
本报讯（特约记者 罗藏）12 月 6 日，全省民
主党派座谈会召开，纪念中共中央“五一口号”
发布 70 周年，听取各民主党派的意见建议，进一
步凝聚同心同向的思想行动共识。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建军强调，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记多党
合作光辉历程，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坚决维护”，不忘合作初心，继续
携手前进，共同把青海的事情持续不断地办好。
省委常委、统战部长公保扎西主持，省委常
委、秘书长于丛乐出席。民革省委主委刘同德、
民盟省委主委王绚、九三学社省委主委杜德志、
民建省委主委王舰、农工党省委主委张周平发
言。
在认真听取发言后，王建军代表中共青海
省委向各民主党派表示感谢。他说，各民主党
派在中共青海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心往一处想，
事往一处谋，劲往一处使，力往一处用，政治协
商有新进步，民主监督有新提高，参政议政有新
作为，自身建设有新气象。
王建军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
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要增强政治
意识。党内干部、党外干部都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干部，必须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
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政治立场、政治方
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中共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努力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要跟上时代步
伐。面向新时代、站在新起点，要发扬优良传
统，争取更大光荣，在实施“五四战略”，推进“一
优两高”的实践中施展才华、建功立业。要发挥
党派优势。大家都工作生活在青海，青海的昨
天、今天、明天都与民主党派息息相关。要打造
参政议政的“强项”和“品牌”，做中共青海省委
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要加强政党合作。
进一步深化对参政党地位、性质、作用、使命的
认识，进一步增强合作的意识和自觉，进一步坚
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态度，进一步坚
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行动自
觉，当好政党合作的参与者、实践者、推动者。
要注重自身建设。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练好“内
功”，在政党协商上做到会说话、说好话、好说
话，在参政议政上做到有想法、有章法、有办法，
在作风建设上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在队伍建设上做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要当
好中共诤友。敢于讲真话、讲诤言，及时反映真
实情况，勇于提出建议和批评，知无不言、言无
不尽,荣辱与共、肝胆相照。
公保扎西指出，民主党派要始终坚持正确
政治方向，切实担负新使命、树立新形象、展现
新风貌，为青海改革发展添砖加瓦，为我省多党
合作事业增光添彩，共同谱写新时代新青海的
壮丽篇章。

我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多措并举学《条例》
本报讯（记者 肖芳）自新修订的《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公布以来，我
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通过集中学习、交
流讨论、督促检查指导等措施，进一步
掀起学习贯彻《条例》的热潮。
《条例》颁布后，市纪委监委立即召
开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专题学习，并
把《条例》纳入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计
划逐条逐句进行原文学习，真正学深悟
透。委机关党委将《条例》的学习纳入
“两个绝对”三季度学习清单，各党支部
书记积极发挥“头雁效应”，把学习新
《条例》列为党支部理论学习内容，通过
例会等形式选择重点进行专题学习，帮
助干部加深理解，深化学习效果。同
时，及时下发通知，要求全市各级纪检
监察机关从讲政治的高度切实增强学
习贯彻《条例》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把学习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重
要政治任务，在集中学习的基础上展开
自学，确保党员干部学深、学透，融会贯

本报讯（记者 一丁）近日，
《青海省农村公路
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经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
据悉，根据省委省政府和交通运输部有关
推进交通运输事业法制化建设的要求，省交通
运输厅党组结合我省农村公路事业发展实际，
积极推进农村公路立法建设工作，于 2016 年底
组织相关单位和部门起草完成《青海省农村公
路条例（讨论稿）》，并积极向省政府、省人大等
部门汇报沟通，争取将《条例》纳入我省立法计
划。经过多次修改完善后，
《条例》于 2018 年初
经相关部门批准纳入了我省 2018 年立法计划，
最终经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
该《条例》是我省第一部规范农村公路的责
任主体、规划与建设、养护与运营、资金筹集与
管理、路政管理、法律责任的地方性法规，其颁
布实施标志着我省农村公路事业发展步入了规
范化、法制化轨道，对推进我省交通运输事业法
制化建设，促进农村公路事业快速规范发展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全面从严治党
—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

我市举行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诗歌朗诵大赛

本报讯（实习记者 严进芳 摄影报
道）12 月 5 日，由中共西宁市委宣传部主

办，西宁市总工会、共青团西宁市委、西
宁市妇女联合会、西宁市教育局、西宁
市科学技术协会、西宁市工商业联合会
承办的“抒怀四十年 燃情新时代”西宁
市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诗歌朗诵大赛
在西宁市艺术实验中学剧场举行。
大赛现场，来自我市文艺、教
育、交通等战线上的干部职工，以诗

（上接 A04 版） 黄国俊说，高质量
发展，就是要以“新青海精神”来激
励广大干部群众勇于变革、勇于创
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在思想观
念、思维方式、领导能力、基本素质
等方面大转变、大提升，实现思想观
念的高质量。高质量发展，可以说是
遵循经济规律、着眼发展大势的前瞻
性选择，从园区来说，意味着经济发
展要改变，要从以前的“有没有”转向
“好不好”，推进现有产业向高质化、高
端化、绿色化转型，推动制造业向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变。依靠的将不
只是汗水，还有灵感，不只是更努力的
劳动，还有更聪明的劳动，这就要求我
们积极培育发展新动能，提高科技创新

驱动力。打造千亿元锂电产业基地，是
西宁贯彻落实“一优两高”战略的一个
落脚点。在上一阶段，园区致力做大锂
电产业发展规模，而在下一阶段的工作
中，园区要在高质量发展上做文章，紧
紧围绕锂电等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准确
把握投资方向和重点，有针对性地引进
一批投资规模大、产业关联度高、带动
能力强的项目，全力推动产业链不断延
伸壮大，打造从正负极材料到新能源汽
车的全产业链链条。
“科技创新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核
心驱动，南川工业园区正成为科技型企
业成长的沃土。”黄国俊说，园区高新技
术产业快速发展，前 10 个月，高新技术
企业产值较上年同期增长 40%，高新技

《青海省农村公路条例》

明年起实施

通。各县区委、纪委监委将《条例》纳入
纪在前，把党纪党规深深地刻印在心
到中心组学习计划，利用区委常委会、 中，应用在工作中。
理论学习中心组、党支部学习会、
“周五
据了解，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积极配
早课堂”等形式加强专题学习，多形式
合各级党委（党组）抓好《条例》的学习
学习宣传《条例》。
宣传贯彻，督促各县区、驻在部门党委
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将学习《条 （党组）切实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的主
例》与规范党内生活结合起来，以支部
体责任。把学习宣传贯彻《条例》情况
为单位开展了认真热烈的讨论。市纪
作为纪律监督、巡察监督和派驻监督的
委监委各常委、委员在中心组学习会上
重要内容，同时还作为年终考核及党风
结合工作实际交流了心得体会。大家
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中的必查项目。
纷纷表示，新修订的《条例》，对纪检机
督查人员综合运用各种监督措施和手
关监督执纪问责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
段加强对《条例》贯彻落实情况的日常
求，纪检监察干部作为执纪者，要在学
监督和专项检查，真正让《条例》入脑入
习贯彻《条例》中快速形成“头雁效应”， 心，融入贯穿到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推
做到学习在前、贯彻在前、守纪在前、挺
动《条例》各项规定落到实处。

为媒，用真挚的情感，饱满的热情，
讴歌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们党带领亿万
人民铸就的丰功伟绩，讴歌改革开放
40 年来伟大祖国披荆斩棘取得的辉煌
成就，讴歌改革开放 40 年来人民不懈
奋斗获得的幸福生活，讴歌改革开放
40 年来各条战线英模奋勇拼搏展现的
时代精神，用激情点燃新时代幸福西
宁将改革进行到底的昂扬斗志，在打
造绿色发展样板城市的生动实践中续
写新篇章。通过朗诵的形式使全市广
大干部职工进一步坚定改革开放再出
发的信心和决心，在市委的坚强领导
下，紧紧围绕“将改革开放进行到
底”这一主题，开拓进取、扎实工
作，发扬“新青海”精神和西宁精
神，为加快打造绿色发展样板城市、
建设新时代幸福西宁新篇章汇集正能
量、作出新贡献！
比赛中 16 支参赛队伍以“干在实
处、走在前列”的精神面貌和“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的昂扬姿态，颂扬改革
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丰功伟业，再现西宁
市坚持改革开放以来的光辉历程，充分
展现出我市广大干部职工奋发向上的
良好风貌。大赛最终评选出一二三等
奖，一等奖由西宁市公安局、昆仑书苑、
西宁市艺术实验中学三家单位共同摘
得。

术企业产值比重占园区全部产值的
56%，对经济拉动作用明显增强。截至
2018 年 10 月 ，园 区 有 效 发 明 专 利 71
件。今年截至 10 月，园区专利申请量
265 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量 37 件，占专
利申请总量的 14%。园区企业专利申请
授权
“提质增量”，提高了核心竞争力。
作为全市乃至全省重要的战略新
兴产业基地，南川工业园区发展潜力
巨大，空间十分广阔。站在新时代的
发力点上，园区将解放思想，开拓奋
进，努力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上走在
前列。饱含激情，抢抓机遇，大力推
进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着力打造经济
发展新引擎，为全市经济增长作出新
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