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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特约记者 罗藏）2 月 1 日，省委
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建军前往海东市
平安区，深入农村走访慰问基层党员群众，
代表省委、省政府送上新春祝福和节日问
候。

巍巍青沙山下，春寒料峭时节涌动着浓
浓年味。当天，王建军来到平安区石灰窑乡
石灰窑村、三合镇寺台村，走访慰问贫困群
众、困难党员、老党员、困难退役军人、优秀
第一书记等。每到一户，王建军都与群众坐
在一起拉家常，询问生活过得怎么样，发展
什么产业，收入有多少，查看春节年货准备
情况。在贫困群众丁有芳家中，王建军详细
了解丁有芳和他母亲的病情，了解各项扶贫
政策是否落实到位，鼓励他们增强信心、振
奋精神、勤劳致富，早日过上好日子。并要
求当地干部想方设法帮助贫困群众改善生
活。在困难党员王学斌和困难退役军人陈
文宗家中，王建军仔细询问他们的生产生活
情况，勉励他们发挥党员作用，发扬革命传
统，争取更大光荣，与全村群众一起把日子
过得越来越红火。在曾经担任了 20 多年村
党支部书记的老党员王昌盛家中，王建军
说，你为带领群众脱贫致富默默奉献，党和
人民不会忘记，叮嘱他保重身体，为乡村振
兴贡献力量。在寺台村党员活动室，王建军
对荣获海东市“优秀第一书记”称号的寺台
村第一书记贺明邦说，作村干部“嗓门要大，
腿要能跑，能给老百姓办事”，希望他继续保
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出色完成好脱贫攻
坚任务。

慰问中，王建军还来到石灰窑乡政府
所在地，看望慰问基层公安干警张振军和
大学生村官张海玲，感谢基层民警和乡镇
干部的辛勤付出。他希望广大基层党员干
部践行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时刻
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头，以群众满意
为最高工作标准，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不
平凡的贡献，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于丛乐一同调研慰问。

本报讯（记者 小蕊）争取让“引黄济宁”
工程年内开工建设；加快推进引大济湟西干
渠、北干渠二期等在建重大工程建设步伐；
加快实施西纳川、杨家水库等 15 处在建水源
工程，新开工诺木洪、浩门等水库工程……2
月 1 日，记者从全省水利工作会议上了解
到，今年我省将加快实施一批水利建设工
程。

今年我省将启动全省“十四五”水利改
革发展规划编制工作，同步开展相关专项规
划的编制。紧扣实施乡村振兴和推进“一优
两高”战略，深入开展全省水安全保障体系
谋划研究，抓紧编制湟水流域水网规划、大
中型灌区节水改造与现代化建设规划、防汛
抗旱水利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和农村水系综
合整治工作方案，为水利长远发展谋好篇、
布好局。

我省加快推进引大济湟西干渠、北干渠
二期、蓄集峡、那棱格勒河水利枢纽等在建
重大工程建设步伐，全面建成黄河谷地水库
灌区，完成黄河干流防洪工程省级验收。做
好“引黄济宁”工程各项建前准备，力争年内
开工建设。加快实施西纳川、杨家水库等 15
处在建水源工程，新开工诺木洪、浩门等水
库工程。

同时，继续巩固提升农村饮水安全标
准。聚焦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好灾后水利
薄弱环节中小河流及重点山洪沟治理、病
险水库除险加固等项目建设，推进大中型
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综合整治农村
水系，不断改善农牧区生产生活条件和人
居环境。积极争取水利部更多支持，适时
开展防汛抗旱水利提升工程建设，促进水
利工程提档升级。持续推进河湖水系连通
项目建设；大力实施水土保持工程、河湖水
系连通工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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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黄济宁”工程

年内争取开建

本报讯（记者 肖芳）2月1日，市委召
开常委（扩大）会议暨市委中心组学习
会，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和
中央有关会议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常委
会会议和省“两会”精神，听取有关工作
汇报。市委书记王晓主持并讲话。

会议学习了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
局会议精神。会议认为，中共中央政治
局会议，为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
导提供了根本遵循。会议要求，一要坚
持把践行“两个维护”作为根本政治任
务。二要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
建设统领。三要坚持把请示报告工作作
为基本工作要求。四要坚持把政治标准
作为选人用人首要标准。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
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
话精神。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立意高远、
发人深省，为我们坚持党管媒体、推动媒
体融合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南。会议要
求，一要高度重视媒体融合发展工作，二
要切实加快媒体融合发展进度，三要不
断提高媒体融合发展实效，牢牢掌握意
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主动权、话语权，
把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原则落到实
处。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
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了十三届省委第65
次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认为，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高瞻远瞩，审时度势，
寓意深刻，指向鲜明，具有很强的思想
性、针对性、指导性，对于我们保持和增
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警钟长鸣具
有重大指导意义。省委常委会会议部署
要求针对性、指导性强，为我们做好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指明了方向。会议要求，
一要保持高度警醒，强化底线思维。二
要扛起政治责任，掌握工作主动。三要
紧盯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工作。四要提
升治理效能，维护社会稳定。五要保持
斗争精神，勇于自我革命。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党外
人士共迎新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
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思想深

邃，内涵丰富，情真意切，为我们做好新
时代统一战线工作指明了方向。会议要
求，一要坚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二要
充分肯定党外人士作用。三要有效凝聚
各方智慧力量。四要健全完善体制机
制。

会议传达学习了省人大十三届三次
全会、省政协十二届二次全会精神，研究
制定了我市贯彻措施。会议认为，这次

“两会”是一次高举旗帜、奋发有为、团结
民主、风清气正、凝心聚力、继往开来的
重要会议，对于动员引导全省各族干部
群众为谱写好伟大复兴中国梦青海篇章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王建军书记在省人代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和参加人大有关代表团、政协有关界别
时的讲话，具有很强的思想性、针对性、
指导性。会议要求，全市上下要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把学习贯彻省“两会”精神与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结合起来，与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
年大会、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
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
合起来，与全面落实省委十三届五次全
会精神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王建军书
记、刘宁省长去年12月调研西宁时讲话
要求结合起来，与履行“做强西宁、服务
全省”的责任担当和“领头雁”“排头兵”

“施工队”新使命结合起来，一要坚持党
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二要坚持稳字当
头，实现稳中有进，三要强化思想动能，
深化改革开放，四要坚决守住底线，防范
化解风险，五要保持奋进状态，勇于担当
有为，以打造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建设新
时代幸福西宁的优异成绩，全面落实“四
个扎扎实实”重大要求，当好新青海建设
的“领头雁”、“一优两高”的“排头兵”、大
美青海的“施工队”。

会议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市
政府党组、市政协党组、市法院党组、市
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会议认为，过去
一年，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市
法院、市检察院党组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一中、二
中、三中全会精神，在市委的领导下，把

“两个绝对”具体化作为树牢“四个意
识”、践行“两个维护”的思想方法和实践
载体，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不断提高
政治站位和政治能力，坚决贯彻市委决
策部署，紧紧围绕全市工作全局，认真履
职尽责，加强党组自身建设，贯彻执行民
主集中制，履行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工作
服务全局各具特色、亮点纷呈、成效显
著，为不断开创全市工作新局面作出了
突出贡献。会议要求，一要牢固树立“四
个意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二要坚
持党的全面领导，提高党的建设质量。
三要保持良好精神状态，齐心协力团结
合作。四要落实管党治党责任，着力加
强自身建设。

会议传达了全国地方外办主任会议
精神，研究制定了我市贯彻措施。会议
要求，一要提高全市外事工作的政治性
纪律性，二要提高全市外事工作的使命
感责任感，三要提高全市外事工作的影
响力贡献力。

会议听取了关于中央第一巡视组对
青海省开展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反馈问题
整改方案的汇报。会议要求，一要坚持
领导带头、压实整改责任，二要坚持严格
标准、提高整改质量，三要坚持举一反
三、扩大整改实效，四要坚持强化督查、
确保整改实效，把中央第一巡视组对青
海省开展脱贫攻坚专项巡视情况反馈会
议和省委、市委整改动员部署会议要求
落到实处。

会议听取了西宁市“十三五”规划中
期评估情况汇报。会议要求，一要坚持
稳字当头、守住底线，二要正面引导预
期、增强信心，三要坚持奋发有为、真抓
实干。

会议听取了 2018 年市委市政府民
生实事项目完成情况及 2019 年民生实
事项目初步安排的汇报。会议要求，一
要突出重点、精准发力，二是聚焦问题、
逐项突破，三要加强统筹、办实办好，不
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会议听取并原则通过了关于我市新
增社区居委会有关情况的汇报。

本报讯（记者 肖芳）2月1日，市委书
记王晓深入城中区百韵华居小区、北门
坡行人步行坡道、大十字地下通道、城西
区同仁路人行道、兴海路平价牛羊肉供
应点调研民生改善工作，详细了解百姓
诉求并现场办公，要求相关职能部门商
讨研究，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市
领导王剑锋、管新民参加调研。

王晓一行来到城中区百韵华居小
区，走进小区锅炉房，查看操控室与锅炉
运行、小区供暖保障情况，与小区群众深
入交谈，倾听群众心声，送上新春祝福。
期间，王晓一行走入困难户刘辉兰家中
现场查看室内温度并与刘辉兰亲切交
流，详细了解其生活情况，鼓励其在各方
面关心帮助下过上越来越好的生活。王
晓强调，冬季采暖是重要民生工程，各级
各部门要始终把百姓的冷暖记挂在心
上，扎扎实实地做好日常工作，同时要注

意做好应对极端天气和供热突发事件的
应急准备，消除安全隐患，保证供热质
量。要针对群众对物业服务的需求，启
动物业服务提升工程，推动物业管理向
物业服务转变，让服务贴心、业主满意。

在同仁路、北门坡人行道，王晓一行
一路步行，边走边看，针对雨雪天路面湿
滑等问题，王晓现场研究标本兼治的思
路和措施，要求各地区各相关部门既要
立足于治标，完善应急方案和措施，确保
近期降雪天气期间群众出行安全，又要
着眼于治本，在开春后抓紧组织实施改
造工程，为群众出行提供更多安全便利
条件。

来到大十字地下通道，王晓与相关
市领导和城中区、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
现场研究加装电梯的可行性方案，要求
在做好过街天桥加装电梯工作的同时，
尽快研究提出大十字地下通道通行条件

改善方案，力争解决大十字地下通道老
年人、残疾人等便利通行问题。

调研期间，王晓来到城西区兴海路
“政府补贴牛羊肉供应点”，与店主亲切
交谈，详细询问牛羊肉进货渠道、储备、
销售、群众反映等情况，现场查看肉类
检验检疫、品质和价格，要求各级党委
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加大质量和价格监
测力度，既要稳定价格，又要确保惠民
利民。

王晓强调，民生工作无小事。全市
各级党委、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要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市委“把群
众当作亲人和依靠”的要求，设身处地地
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全面排查
群众日常生活中的痛点、堵点、难点问
题，用心用情用力地解决好群众普遍性
利益诉求，让人民群众共建共享幸福西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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