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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召开常委会议
本报讯 4 月 15 日，省委召开常委会会议，传达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省凉山州木里县森林火灾作
出的重要批示，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
建军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批示，是针对森
林防火灭火工作的重大要求，也是对安全生产工作提
出的谆谆告诫，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
遵循。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落实责任、抓好工作。
会议强调，安全生产没有淡季，天天都会有风险。
今年大事多、
喜事多、
要事多，
安全生产是保证平安稳定
的底线。省委省政府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了明确部署，
提出了具体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提高政治站位，
高度
重视安全生产工作，
切实落实安全生产、森林防火等部
署要求，
坚决防止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和森林火灾，
确
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确保全省社会大局安定。
会议要求，要坚持消灾于未起、防患于未然，始终
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要加强应急队伍防灾减灾救
灾能力建设，坚持专业化科学防范、应对和处置，提高
应急管理水平。要树立大安全生产观，切实扛起保平
安、促发展的政治责任，举一反三，动态研判，经常排
查，把安全生产抓紧抓细抓好。
会议审议了《关于脱贫攻坚中央专项巡视反馈问
题整改进展情况的报告》
《关于进一步促进民营经济
和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听取了关于中
国法学会第八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精神及我省贯彻
意见的汇报、关于 2018 年度目标责任（绩效）考核结果
和改进完善 2019 年度考核工作意见建议的汇报，研究
了其他事项。

工会“集中要约”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本报讯（记者 得舟）记者从省总工会获悉，为进一
步深化集体协商工作，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省总
工会于 4 月 10 日-5 月 15 日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以“稳就
业、促发展、保权益”为主题的集体协商“集中要约”月
活动，以有效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推动集体协商提质
增效。
据了解，我省集体协商“集中要约”月活动将区分
不同生产经营效益企业的实际，分类提出协商要约的
重点内容。一是对于生产经营困难的企业，工会提出
协商要约、开展集体协商的重点放在保岗位、保工资
上，从维护企业发展和职工队伍稳定的角度出发，通
过协商推动企业“不裁员、少裁员，不减薪、少减薪”。
二是对于生产经营一般的企业，提出协商要约、开展
集体协商的重点放在建立职工劳动权益的保障机制
上，从职工在岗或待岗培训和轮班休息、工资支付办
法、最低工资、社会保险等与企业方进行协商，建立工
资支付等制度，保证职工获得基本劳动报酬的权益。
三是对于生产经营良好的企业，工会提出协商要约、
开展集体协商的重点放在建立职工工资和福利待遇
的调整增长机制上，从职工的工资水平、奖金分配、社
会保险、福利待遇等与企业方进行协商，力求职工工
资水平增幅与企业发展相适应。
为确保此次“集中要约”月活动取得实效，对无理
拒绝或变相拒绝要约、不按时回应的，将按规定程序
提出整改意见或约谈企业负责人，督促其开展集体协
商。对逾期不整改的，将提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责令其限期改正，直至追究其行政或法律责任。对无
正当理由拒绝、拖延开展集体协商的，将在新闻媒体
上进行曝光。

青海特色文化图书吸引读者眼光
本报讯（记者 王紫）在 2019 青海文化旅游节上，丰
富多彩的青海精品图书展，吸引了省内外来宾和读者
的眼光。
省新闻出版局组织青海民族出版社、
青海人民出版
社有限责任公司、
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及西海民
族音像出版社，围绕庆祝新中国成立和青海解放 70 周
年的主题，
集中展示展现了近年来我省出版的弘扬时代
精神、讴歌建设成果、反映特色文化的精品 500 余种、
2000 余册，
展出省外精品图书500余种、
1400 余册。
大十字新华书店展出全国各出版社的 569 种图
书。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举办的“朗读者”活
动，邀请宴浩、苏小艳、多杰等朗读者为读者朗诵《大
写的中国》
《祖国颂》
《可爱的中国》等文章，让读者感
觉语言文字的魅力，深入推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
好”的学习理念。同时，会展期间举办多场形式多样
的阅读分享活动。通过“图书展出+阅读分享+书法演
示”相结合的会展模式，进一步丰富文化旅游节活动
形式及内容，推动“全民阅读，书香青海”建设。青海
民族出版社组织开展的《宝贝世界》
（绘本）系列丛书
阅读分享活动，邀请西宁市城中区万伦幼儿园的师生
与大家分享了阅读的乐趣。

4 月 15 日 ，省 委 召 开 常 委 会 会
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省
凉山州木里县森林火灾作出的重要
批示，
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
书记王建军主持会议。

西宁城市中央新添一座大花园

中心广场北扩施工现场。黎晓刚摄
本报讯（记者 芳旭）春回大地，万象
更新。备受关注的中心广场北扩项目
工地上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浇灌、打
夯、焊接、铺砖、种植……工人师傅忙得
不亦乐乎。一大批景观油松、柏树、国
槐、丁香、垂柳、山杏等绿植将安家落户
在中心广场北扩广场上，为城市中心增
添了一抹别样的风景，这里将成为城市
中央的一座大花园。西宁在打造绿色
发展样板城市、建设新时代幸福西宁的
路上不断加速前行。
524 株绿植为广场添彩
作为备受关注的民生工程——中
心广场北扩项目主要实施城市广场、绿
地景观建设，打通北山寺、南禅寺之间
的视线廊道，同时辅助进行规划展览
馆、青少年活动中心等市民文化设施建
设，为市民提供高品质的公共文化空
间，
创造城市形象精品区。
4 月 11 日，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
城
市规划展览馆、青少年活动中心两座建
筑已经初见雏形，工人师傅正在进行外
部装修施工。空地开始铺设地砖，两馆
之间的景观绿化带开始栽植绿植工作，
来自山东、河北、甘肃等地的景观油松、

柏树、国槐、丁香、垂柳、山杏等 31 种 524
株绿植已经陆续在这里安家。高的、矮
的，一株株、一簇簇错落有致，在广场四
周吐露着绿色的新芽。远远望去，这条
景观带像是南川河岸边上的一条长长翡
翠玉带，
为这座城市增添了勃勃生机。
据项目工作人员介绍，该项目绿化
占地面积达到 34%，园路铺装占地面积
为 33%，两馆及其他占地面积为 33%。
所有绿植栽种工作将在本月底结束，树
木种植完成 60%，目前正在进行树木养
护浇水、东侧地形平整、园路石材铺装、
色带种植工作。工作人员表示，到今年
6 月中心广场北扩项目将陆续开放，随
着这些绿植的茁壮成长，这里将变得繁
花似锦，成为西宁城市中央的一座大花
园。
各大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记者从中心广场北扩项目部了解
到，从目前建设进展看，安置区：A、B、C
楼已竣工验收，A、B 楼初步移交
回迁安置业主，C 楼待分配。D
楼已完成玻璃幕墙工程的 65%，
楼内设备安装完成 70%，目前正
在进行幕墙工程异形龙骨和圆

弧龙骨层间防火施工、5—7 层石材龙骨
焊接、规格板安装，楼内正在进行暖气
管道和电缆敷设工作。
广场区地下空间：一、二、三标段地
下空间主体结构已全部完成，一标段安
装工程基本完成，二、三标段安装工程
分别完成 85%、70%，目前正在进行三标
段小市政管线施工，地下空间设备安
装、地下室回填工作。
地 上 景 观 绿 化 工 程 ：一 标 段 已 于
2017 年向市民开放，二、三标段西侧堆
土造型完成 80%、树木种植完成 60%，目
前正在进行树木养护浇水、东侧地形平
整、园路石材铺装、色带种植工作。
两馆项目：青少年活动中心主幕墙
龙骨已完成 85%，
目前正在进行西立面龙
骨安装焊接加固、
屋面铁皮封堵及东侧、
北侧防火岩棉施工，馆内局部二次结构
砌筑、通风风管安装同步进行。城市规
划展览馆完成幕墙工程外脚手架搭设工
作，
目前正在进行幕墙龙骨安装工作。

加快打造绿色发展样板城市
奋力建设新时代幸福西宁

我市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会
本报讯（记者 悠然）4 月 15 日，我
市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第
五次（扩大）会议。市委常委、统战部
部长、政法委书记周戈，市委常委、市
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刘兴民，副市长、
市公安局局长潘志刚，市中级人民法院
院长杭旭参加会议并讲话。周戈主持
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扫黑除恶第
二轮第三轮督导工作动员培训会、省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第六次（扩
大）会议精神，通报全市涉黑涉恶案件
线索核查侦办有关情况，研究部署下一
步重点工作，城东区、城北区、大通县、
湟中县、湟源县、东川工业园区依次就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情况作了交流

发言。
会议指出，今年是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承上启下、深挖治根的“关键之年”，
也是黑恶势力企图隐身变色、躲避锋芒
的“蛰伏之年”，是扫黑除恶难度积累、
瓶颈显现的“攻坚之年”。全市上下要
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不断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以“两个绝对”为标准，以
“两个绝对”具体化为载体，进一步提
高政治站位，真正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安排、市委
要求上来，确保所有黑恶积案清零、所
有问题线索清零、所有整改问题清零，
确保黑恶势力应扫尽扫、保护伞应查尽

查、乱点乱象应治尽治，力争在 5 月底
前主要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确保专项
斗争取得阶段性成果。一是要提高政
治站位，在层层压实责任上下功夫。二
是要强化线索核查，在全面清零上下功
夫。三是要加大攻克大案，在办案质效
上下功夫。四是要强化政策法律法规
学习，在熟练运用法律知识上下功夫。
五是要加大依法严惩，在快诉快判上下
功夫。六是要加大断网打伞，在深挖彻
查上下功夫。七是要强化综合整治，在
源头治理上下功夫。八是要整顿软弱
涣散组织，在夯实基层基础上下功夫。
九是要营造舆论氛围，在创新思路、方
法上下功夫。十是要强化督导检查，在
推动落实上下功夫。

本报讯（记者 徐顺凯 通讯员 钟经
道）为进一步提高全市投资项目管理人
员谋划项目、推进项目、落实项目、运作
项目的能力，全面提升全市投资项目管
理工作水平，4 月 8
日 至 12 日 ，市 委 组
织部、市发展改革委
在南京大学联合举
办西宁市投资项目工作能力提升专题
培训班，来自全市各县区、市直相关部
门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负责同志及业
务骨干共 31 人参加了培训。
据悉，此次培训班是市委组织部和
市发展改革委首次探索开展的联合办

班模式，并实行小班化管理。培训紧扣
投资项目管理的理论和实务，邀请南京
大学知名教授和江浙沪地区行业内专
家，结合东部发达地区的先进模式和成

拓宽了培训人员工作视野，丰富了项目
管理和投融资知识储备，熟悉了投资项
目谋划技巧和管理流程。同时，培训期
间组织学员实地考察了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和江宁开发
区，并赴侵华日军南
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纪念馆接受爱国主
义教育。
下一步，市发展改革委将以举办此
次培训班为契机，
加强培训成果转化，
多
措并举扎实推进全市项目建设，全力以
赴扩大有效投资，为加快建设绿色发展
样板城市和新时代幸福西宁贡献力量。

集中充电提升投资项目工作能力
功经验，深入讲授 2019 年宏观经济形势
分析、政府投资项目管理、重大项目谋
划与推进、项目前期优化、地方政府债
券解读及拟争取项目前期运作、投资环
境优化与激发民间投资等与我市投资
项目管理工作紧密相关的课程，进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