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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永志）2月11日，节后上班第
一天，城中区召开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精神及省“两
会”精神，传达市委工作专题会议精神，安排部
署节后各项工作，收心归位，节后无缓冲，一心
抓落实，迅速切换至工作模式。

会议要求，全区各级党组织要严守党的政治
纪律和政治规矩，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
要讲话精神和省委、市委全会精神及省“两会”
精神，结合中区实际，切实抓好经济社会发展、
民生福祉改善、生态环境建设、规范党内政治生
活等热点焦点问题，一件一件抓具体，一项一项
抓到位，自觉做中央和省、市方针政策和决策部
署的践行者，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落实新举措，
全力打好节后“第一仗”，确保各项工作实现

“开门红”。
会议要求，全区各级党组织要以坚强的定力

和深厚的韧劲，按照省委、市委全会精神和省
“两会”提出的新目标、新思路和新要求，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牢固树立“四个
意识”，不断坚定“四个自信”，全面落实“四个
扎扎实实”重大要求，深入实施“五四战略”和

“一优两高”战略部署，扎实推进“两个绝对”
具体化，全面贯彻“巩固、增强、提升、畅通”
八字方针，注重打好破、立、降“组合拳”，不
断深化“五个必须”的规律性认识，以永不懈怠
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全力做好中
区各项工作，用实际行动把省委、省政府的各项
要求在中区贯彻好、实践好、落实好，把中区建
设好、治理好，让中区群众生活得更加美好、更
加幸福。

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要进一步统一思
想，迅速进入工作状态，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
貌、更加高昂的工作干劲和更加积极的工作态
势，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一年工作中，结合各自
工作实际，深入实施“一优两高”战略部署，以

“两个绝对”为标准，以“两个绝对”具体化为
载体，在工作落实上下功夫，在工作创新上做文
章，做到早谋划、早安排、早动手、早落实，确
保全年工作开好局、起好步。

中区：节后无缓冲 一心抓落实
本报讯（通讯员 区委办）2月11日，春

节长假后上班第一天，城西区召开区委工
作专题会，及时传达学习市委专题会精
神，安排部署当前重点工作。会议听取各
常委和各副区长分管工作汇报，并对近期
重点工作进行再明确、再强调、再推动。
会议认为，今年春节期间全区社会大局整
体稳定，节日市场供应充足、价格平稳，旅
游市场繁荣有序、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处
处洋溢着欢乐喜庆、祥和热闹的气氛。

会议要求，节后各项文化活动仍在继
续开展，各类会议又比较集中，特别是3月
初即将召开全国“两会”，要切实做好各类
文化活动及“两会”期间的维稳安保工
作。一要思想到位。要坚决克服麻痹松

懈思想和厌战情绪，把维稳安保工作作为
当前重要政治责任，以最强的组织领导、
最高的工作标准、最严的工作措施，把维
稳安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二要人员到
位。要严格执行领导带班和干部24小时值
班制度，按时间要求、工作要求，确保
人到眼到、身到心到。三要机制到位。
要认真总结以往重大活动维稳安保工作
经验，对应急处置预案进行再完善、再
细化，实行一活动一预案，进一步加强
各单位之间的联系配合，扎实做好突发
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四要措施到位。按
照“属地管理，谁主管、谁负责”的原
则，盯集体性隐患，防大规模上访，盯
重点人员，防进京上访，盯重点难点部

位，防突发事件，切实做到任务明确、
责任到人、工作到位、有备无患。

会议强调，全区上下要迅速收心归
位，全力以赴抓好工作落实。一是心思要
迅速集中。把节日期间放松的状态迅速
调整过来，安心谋事、加油干事，确保人
在、身在、心在，以良好的精神状态投入工
作，确保各项工作有序高效开展。二是纪
律要从严要求。始终绷紧纪律这根弦，强
化纪律规矩意识，严字当头，实干苦干，以
铁的纪律保障工作开展。三是工作要加
快推进。要以“起跑即是冲刺，开局便是
决战”的状态，全力做好重点项目前期等
各项工作，起好步、开好局，确保一季度实
现开门红。

本报讯（记者 施翔）“停水3天了，别说洗
澡洗衣，喝水做饭都成问题。”日前，家住城东
区大众街街道办事处辖区警苑小区的多位居民
向办事处反映，家中一直处于无水状态，给生
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因该小区属无人管理楼院，在接到警苑
小区居民用水困难的反映后，大众街办事
处、凯旋社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前往该小区
排查原因。经查是由于小区自来水管道老
化，又加数九寒天，自来水管道冻裂，但由
于天气寒冷暂时无法开挖管道，供水无法恢
复。鉴于此现状，为了不影响居民群众生
活，大众街办事处及时向区市政公共服务中
心求助，区市政公共服务中心立即协调了一
辆大型洒水车，从 2 月 7 日开始每天中午 11 点
将生活用水送到小区门口。

“大众街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一直将居民们
的需要挂在心上，为居民解决困难。百姓的事
无小事，送水车开到家门口，热情服务暖人
心。”在小区门口接到水的张大妈为社区工作人
员竖起了大拇指。

本报讯 （实习记者 刘蕊 通讯员 李玉屯）
打造“生态宜居北区”城北区一直在奋斗的
路上。城北区严格按照我市“三个开拓前
进”总要求和打造“生态宜居北区”目标定
位，持续加大生态保护和城区建设投入力度，
城区整体面貌得到极大改观，城市建管水平得
到极大提升。

聚力修复生态环境：完成南北山三期高
标 准 生 态 造 林 5105 亩 ， 全 民 义 务 植 树 21.6
万株，郭家塔山等 3 个林区政府购买“绿
化 区 ” 管 护 服 务 7980 亩，全区森林覆盖率
达到 35%，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44.8%。全区 92
名河长开展各类专项巡查 460 余人次，创新引
入无人机巡河，实现辖区河流水域岸线巡查
全覆盖。

强化城区扩容改造：7个小区海绵城市改造
项目和湟水花园等 3 个海绵化小区建设全面完
成，2432套棚户区改造项目全面完成，2065套
城镇老旧住宅小区综合整治项目有序推进，21
个新村建设项目已建成入住4个，17个正在加
紧施工，北川河滨河东路等 3 条小城建道路已
投入使用。

城市建管提档升级：强化建筑工地“十个
100%”扬尘污染管控，推行渣土车GPS定位管
理。制定市容环境卫生双向考核及环境卫生问
题函告制度，精细化、智能化、高效化的城市
管理新模式逐步形成。

今年，城北区将牢牢把握省委提出的构建
“宜居宜业大西宁”目标要求，持续深入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推进城市从深度开发建设向未来
发展转型，着力构建城乡新面貌，全力打造潜
力无限、生机无限、活力无限、希望无限的美
丽北区。

1月31日，清真巷街道办事处
在巡查东关大街义东商贸城周边
时，发现有沿街兜售烟花爆竹的
现象，中队执法人员现场拍照取
证，下达执法文书，并暂扣所贩卖

的烟花爆竹，有效震慑了非法销
售烟花爆竹的不法行为，引导市
民群众转变思想观念，共同维护
良好生态环境，助力和谐东区建
设。 严进芳 摄

大通全面展开乡镇纪委谈话室建设

北区城乡面貌改善

迈出新步伐

本报讯（通讯员 杨七姐）为进
一步加强乡镇纪委自身建设，改善
乡镇纪委硬件配备条件，促进乡镇
纪委更好地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
能，确保乡镇纪委执纪审查工作规
范安全，大通县纪委监委以全面推
进乡镇纪委谈话室建设为抓手，以
实现全县乡镇谈话室全覆盖为目
标，全面开展谈话室建设，为全面从
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奠定坚实基础。

近日，大通县纪委监委组织全
县 20 个乡镇纪委书记召开谈话室
建设现场观摩交流会。会上，该县
纪委监委对乡镇纪委谈话室建设
作详细安排，并提出明确要求：
谈话室选址必须在一楼单独设
立，配备桌椅、电脑、时间表、

保密柜、同步录音录像等设备；
加强制度建设，各乡镇结合实际
制定完善 《谈话室使用管理办
法》《纪委“走读式”谈话安全保
障措施》《信访举报工作制度》等
制度，落实专人负责谈话室日常
使用管理，确保场所使用规范
化。截至目前，全县已有3个乡镇
纪委谈话室建设完成，其余 17 个
乡镇纪委谈话室正在陆续建设中。

今后，该县各乡镇纪委将以谈
话室建设为契机，回归主业、聚焦
主业，集中精力抓好基层党风廉政
建设工作，落实谈话提醒、批评教
育等功能，促进乡镇纪委更好地履
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能，确保办案安
全，提高执纪审查水平。

本报讯（通讯员 戴皎） 时至年关，送对联、
包饺子、节前慰问“走亲戚”……饮马街街道上
滨河路社区里“特殊”的年味扑面而来！

有“年”味也有“廉”味。“廉不廉看过
年，洁不洁看过节”，年关也是一道“廉关”，为
使辖区全体党员、社区全体工作人员时刻保持清
醒的头脑，绷紧廉洁自律的弦，自觉抵制春节期
间各种不良风气，在年味中加一道厚实的“廉”
味，社区老党员陈有贵以《廉洁自律绷紧弦，拒
腐防变勿思贪》为主题做了专题党课，通过深入
浅出的讲解使大家筑牢反腐拒变的思想堤坝，时
刻严格要求自己，保持坚定的立场和清醒的头
脑，树起“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意识，
坚守“底线”、不踩“红线”，过一个清新、祥
和、干净、幸福的“廉”节。

有“腊”味也有“辣”味。寒冬腊月，对社
区党员来说，腊月也是一个充满“辣味”的月
份，1 月 30 日的组织生活会上“批评与自我批
评”就是一股最纯正的“辣味”。正是这股“辣
味”，让社区党员干部“红脸出汗、祛湿排毒”，
以保持纯洁的党性和旺盛的战斗力。“一年之计
在于春”，到了春节，也应继续回味这股“辣
味”，充分认识过去一年工作中的不足，反思改
正工作生活作风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以“不带着
问题过年”的决心和毅力，做好“批评与自我批
评”的“后续文章”，切实整改到位，将“辣
味”融入“腊味”之中。

有“亲”味也有“清”味。春节是亲情味最
浓的节日，走亲访友、好友聚会都是再正常不过
的。但是，对于社区党员干部来说，一言一行都
代表了党员的形象，社区节前廉洁提醒会上纪检
委员要求大家：切不可以节日的名义，违反有关
组织规定，参加自发成立的同学会、校友会、老
友会，更不得以权谋私、用公款买单。注意在

“亲友圈”“朋友圈”里划一个“清”的界限，和
涉及利益往来的亲戚朋友保持“清”的来往关
系，时刻保持清清白白、干干净净的做人方式，

“清淡”一点的“年味”也是“人间至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