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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施翔 摄影报道）为进
一步提高广大党员干部以及人民群众的
国家安全观意识，推动形成全民参与、人
人有责的国家安全观建设格局，4 月 15
日，在第四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省国
家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与西宁市国家安
全领导小组办公室在中心广场联合举办
了大型宣传活动，广泛开展了面向人民
群众的国家安全法律法规宣传普及活
动，进一步增强了公民和组织的国家安
全意识，推动全社会形成维护国家安全

的强大合力，共同构
筑维护国家安全钢
铁长城。

活动现场，本次
主题宣传展以“坚持
总体国家安全观，着
力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喜迎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为
主 题 ，以 丰 富 的 图
片、案例，宣传了总
体国家安全观的历
史背景、重大意义、
内涵外延、实践与发
展；介绍了各重点领

域国家安全工作任务；展示了各级有关
部门坚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战略思
想，切实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举措和典
型案例。并以宣传普及《国家安全法》、

《反间谍法》及实施细则、《国家情报法》、
《危害国家安全线索举报奖励办法》等国
家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推广“12339”公民
举报电话为重点，深入宣传贯彻党的十
九大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工
作的重大部署和要求，进一步帮助公民
和组织提高发现防范间谍行为、自觉保

守国家秘密、依法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
和能力。

据了解，“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期
间，全省各地、各系统、各单位结合工作
实际，大力宣传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国家
安全法》《反间谍法》《反恐怖主义法》《网
络安全法》《军事设施保护法》《保守国家
秘密法》等国家安全法律法规。省直各
单位（部门）以党委（党组）中心组学
习、法治讲座、警示片观看、国家安全
教育展览参观学习等多种形式开展相关
活动，加强公务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
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同时，我省各地在
辖区综合利用公益短信、微博、微信、
客户端以及商圈LED、楼宇显示屏、公
交出租滚动屏等线上线下平台，投放、
推送一批应知应会的国家安全常识和相
关法律内容；在主要地段举办主题展
览，发动全民积极参与国家安全知识学
习，通过多种寓教于乐的形式，为广大
群众奉上一系列别开生面的国家安全教
育，不断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此外，
全省各地将组织国家安全教育“进机关、
进乡村、进企业、进单位、进社区、进学
校”活动，努力提高全社会维护国家安全
意识，构筑起维护国家安全的钢铁长城。

本报讯（记者 肖芳）4月15日，市委审计委员会召开
第一次会议，再次学习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精神，
传达学习省委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精神，听取全市审
计工作汇报，审议有关文件。市委书记、市委审计委员会
主任王晓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审计
委员会副主任张晓容，市委审计委员会副主任和成员单
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会议在2018年5月31日市委常委会议学习讨论的基
础上，再次学习了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精神。会
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高度重视审计工作，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新时代党和国家
工作全局的高度，就加强审计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
系统阐明了新时代审计工作的地位作用、方向目标、重
点任务、方法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审计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立意深远，思想深
刻、内涵丰富，深刻回答了做好审计工作的根本性战略
性全局性问题，为我们做好新时代审计工作提供了科学
指南和根本遵循。会议要求，一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强
党的领导，二要突出工作重点，全面履行职责，三要创
新体制机制，加强自身建设，扎扎实实推动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央、省委审计委员会决
策部署在西宁落到实处。

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精神。
会议认为，省委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很重要，王建军
书记的讲话，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
要论述，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和针对性都很强，对
我们做好全市审计工作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会议要求，
一要准确把握职责定位，二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三要
不断提高工作水平，高标准高质量做好全市审计工作。

会议听取了全市审计工作汇报。会议指出，近年
来，全市审计机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
工作的重要论述，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坚持依法
审计、文明审计、廉洁审计，在促进重大政策落实、提
高资金使用绩效、推动深化改革、守住风险底线、促进
从严治党等方面，较好地发挥了审计监督作用。会议要
求，一要加强组织领导，二要运用成功经验，三要狠抓
督查落实，努力把全市审计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市本级2019年度审计项目
计划》。会议要求，一要认真履职尽责。二要督促整改
落实。三要用好审计成果。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西宁市全面加强审计工作
的实施意见》。会议要求，一要全面落实中央要求，二
要着力强化审计监督，三要依法依规开展工作，不断提
升审计质量、监督水平，更好服务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中共西宁市委审计委员会
工作规则》《中共西宁市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工作细
则》。

会议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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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明确审计重点，创新理
念方法，加强自身建设，增强监督合力，不断提高审
计工作的精度、深度和广度，消除监督盲区，加大对
党中央重大政策措施和省市委政策措施贯彻落实情况
跟踪审计力度，加大对经济社会运行中各类风险隐患
揭示力度，加大对重点民生资金和项目审计力度，更
好地发挥审计工作揭露问题、防范风险，服务改革、
完善制度，制衡公权、反腐倡廉的功能作用，为全面落
实“四个扎扎实实”重大要求、奋力推进“一优两高”、加
快建设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和新时代幸福西宁作出应有
贡献，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和青
海、西宁解放70周年。

本报讯（记者 王琼）2019 年室内五人足球甲级联赛
大区赛北二区 （西宁站） 比赛，将于 4 月 20 日至 25 日
在青海体育中心综合馆举办。比赛由中国足球协会主
办，西宁市体育局、青海省足球协会、中体青海体育
中心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承办，西宁文化旅游发展投资
有限公司协办。

本次比赛共有来自陕西、甘肃、宁夏、新疆、武
汉、成都等地的8支专业队伍参赛，在为期5天的比赛
里 （每天 13 时至 21 时正式比赛，23 日休息 1 天），将
为全市人民奉献 16 场比赛，并且所有比赛场次均免费
向市民开放，让全市广大足球爱好者在家门口欣赏到
国家级高水平足球赛事，在全市营造浓厚的足球文化
氛围，扩大足球运动的群众基础，提高足球运动的影
响力，加快推动我市足球运动发展的整体水平。

坚持把高水平的专业体育赛事引入我市，并免费
向市民开放，是继我市各大体育场馆实施免费低收费
开放政策等民生工程的延续和深化，从而更好地使全
市人民分享体育惠民政策释放的“红利”，提升市民的
幸福感和获得感。

市委审计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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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青海省省管干部任前公示办
法》规定，现将拟提任的干部公示如下：

黄国俊，男，汉族，1963年5月生，中
共党员，中央党校大学学历，现任西宁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
任，拟提任正厅级领导干部。

更藏，男，藏族，1963年5月生，中共
党员，中央党校大学学历，现任中共海南
州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拟提任正厅级
领导干部。

王耀春，男，汉族，1968 年 10 月生，
中共党员，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现任青
海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兼青海省领导班子
和领导干部年度目标责任考核领导小组
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拟提任正厅级领导
干部。

简松山，男，汉族，1963年9月生，中
共党员，大学学历，现任青海省人大法制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拟提任正厅级领导
干部。

马德明，男，回族，1963年6月生，中
共党员，在职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青海
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拟提任
正厅级领导干部。

林博，男，汉族，1972年3月生，中共
党员，在职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青海省
信用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拟提任省管企业正职。

石鑫，男，汉族，1964年1月生，中共
党员，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现任中共西
宁市城中区委书记，拟提任副厅级领导
干部。

张胜源，男，藏族，1972年4月生，中
共党员，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现任中共
海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局
长，拟提任副厅级领导干部。

马成芳，男，汉族，1968年4月生，中
共党员，大学学历，现任中共海东市乐都
区委副书记（正处级），拟提任副厅级领
导干部。

杨瑞海，男，汉族，1967年8月生，中
共党员，在职大学学历，现任海西州人民
检察院副检察长（正处级），拟提任副厅
级领导干部。

文森，男，汉族，1971 年 10 月生，中
共党员，在职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玉树
州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拟提任副厅级
领导干部。

颜高国，男，汉族，1968 年 10 月生，

中共党员，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现任中
共青海省委办公厅综合三处处长，拟提
任副厅级领导干部。

赵会凡，男，汉族，1965年2月生，中
共党员，在职大学学历，现任中共青海省
委办公厅人事处处长，拟提任副厅级领
导干部。

张海军，男，汉族，1970年6月生，中
共党员，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现任中共
青海省纪律检查委员会、青海省监察委
员会组织部副部长（正处级），拟提任副
厅级领导干部。

王润宇，男，汉族，1973 年 10 月生，
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现任中共青海省委
组织部干部二处处长，拟提任副厅级领
导干部。

刘宗园，女，汉族，1968年7月生，中
共党员，中央党校大学学历，现任中共青
海省委政法委员会政治安全处处长，拟
提任副厅级领导干部。

韩有忠，男，撒拉族，1965 年 10 月
生，中共党员，在职硕士研究生学历，现
任中共青海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行政机构编制管理处处长，拟提任副厅
级领导干部。

谢平，男，汉族，1966 年 10 月生，中
共党员，大学学历，现任青海省人大农牧
委员会副巡视员，拟提任副厅级领导干
部。

郭启龙，男，汉族，1975 年 12 月生，
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现任青海省能源局
副局长（正处级），拟提任副厅级领导干
部。

张海宁，男，汉族，1969年3月生，中
共党员，大学学历，现任青海省司法厅计
财装备处处长，拟提任副厅级领导干部。

鲁俊，男，汉族，1965 年 10 月生，中
共党员，在职大学学历，现任青海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养老保险处（农村社
会保险处）处长，拟提任副厅级领导干
部。

王晓健，男，回族，1962年8月生，中
共党员，在职大专学历，原青海省环境保
护厅机关党委（人事处）专职副书记（处
长），拟提任副厅级领导干部。

李军，男，汉族，1970年5月生，中共
党员，在职大学学历，现任青海省交通运
输厅人事处处长，拟提任副厅级领导干
部。

厍启录，男，汉族，1964年7月生，中
共党员，在职大学学历，现任青海省第四
人民医院院长，拟提任副厅级领导干部。

赵勇，男，汉族，1963年2月生，中共
党员，在职大专学历，现任青海省审计厅
办公室主任，拟提任副厅级领导干部。

刘兴海，男，汉族，1967 年 12 月生，
中共党员，中央党校大学学历，现任青海
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主任，拟提
任副厅级领导干部。

朱文平，女，汉族，1971年1月生，无
党派，大学学历，现任青海省政协办公厅
新闻宣传处处长，拟提任副厅级领导干
部。

马洪才，男，回族，1969年3月生，中
共党员，大学学历，现任青海省政协经济
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拟提任副厅级领导
干部。

兰顺军，男，汉族，1966年4月生，中
共党员，中央党校大学学历，现任青海省
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副主任（正处级）、
审判员，拟提任副厅级领导干部。

郭永发，男，汉族，1964年7月生，中
共党员，在职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青海
大学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机关党委书
记，拟提任副厅级领导干部。

刘建红，女，汉族，1972年5月生，中
共党员，在职博士研究生学历，现任青海
大学医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正处
级），拟提任副厅级领导干部。

吴炳章，男，汉族，1967年1月生，中
共党员，在职大学学历，现任国家税务总
局青海省税务局副巡视员，拟提任副厅
级领导干部。

加洛，男，藏族，1961 年 10 月生，中
共党员，大学学历，现任青海省国外藏胞
工作办公室主任，拟提任副巡视员。

公示时间为 2019 年 4 月 16 日至 22
日。公示期间，请各界干部群众通过来
电、来信、来访、网上举报等形式，署名对
公示对象的德、能、勤、绩、廉等方面的情
况和问题进行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反
映。

地址：中共青海省委组织部干部监
督处（邮政编码810000）

举报电话：（0971）12380
举报网址：http://www.qh12380.gov.cn

中共青海省委组织部
2019年4月15日

青海省委管理干部任前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