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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宣传教育活动
连日来，我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结

合各自实际，及时组织党委中心组学习，通过
集中学习、报告会、座谈会等多种形式，认真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一
系列重要论述，教育引导国家工作人员准确
把握总体国家安全
观的内涵和实质，并
积极组织开展国家
安全教育“进机关、
进乡村、进企业、进单位、进社区、进学校”活
动，切实将维护国家安全的使命放在心上，把
责任扛在肩上。

市司法局、市公安局、市国家安全局、市
普法办及各县区充分利用“全民国家安全教
育日”契机，推动国家安全法制宣传与执法实
际紧密结合，围绕宣传《国家安全法》《反间谍
法》及其实施细则、《反恐怖主义法》等国家安
全领域法律法规，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
动，不断扩大覆盖面。

4月15日，市委政法委、市委国安办、市

国家安全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文化旅游广
播局以及各县区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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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和青海、西宁解放70周年”为
主题，在中心广场、朝阳广场、力盟广场、新
千广场集中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各相关部门
利用公益短信、微博、微信、客户端以及商圈

LED、楼宇显示屏、公交出租车滚动屏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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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维护国家安
全意识深入人心，营造人人参与、维护国家
安全的良好社会氛围。

全市学生同上国家安全教育课
连日来，西宁教育系统在全市各级各类

学校广泛开展以“千万学生同上一堂国家安
全教育课”为主题的国家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活动中，全市学校引领广大中小学生深
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

国、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思想、重要指
示,充分认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维护国家
安全的丰富内涵和重大意义；学习宣传宪法
规定的关于公民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
益的基本义务；学习宣传国家安全法以及网
络安全法、反恐怖主义法、核安全法等涉国家
安全法律；紧紧围绕新中国成立70周年,广泛

宣传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国在维护国家
安全方面取得的伟
大成就。

全市各级各类学校还充分利用“三会一
课”、组织生活、主题党日，或通过党组织书
记上党课、举办教师专题讲座等形式，或发
挥思政课教师、法治副校长、法治辅导员等
的作用，开展国家安全法治宣传教育，切实
增强广大师生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引导师
生自觉成为社会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的维
护者。同时通过家长学校、家长会等形式面
向家长做好国家安全法治宣传教育，推进国
家安全意识入脑入心，为全民国家安全教育
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和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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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西宁市党政领导干部任前公示
办法》规定，现将近期拟提任干部的有关情
况公示如下：

郭秀萍，女，汉族，1974年4月生，中共
党员，党校大学学历，现任西宁市审计局副
局长，拟提任为正县级领导干部。

祁延民，男，汉族，1966年9月生，中共
党员，大学学历，现任西宁市人民政府副秘
书长，拟提任调研员。

朱庶凯，男，汉族，1965年6月生，中共
党员，党校研究生学历，原西宁市经济和信
息化委员会（西宁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副主任，拟提任调研员。

田小琴，女，汉族，1969年9月生，中共
党员，大学学历，原西宁市环境保护局副局
长，拟提任调研员。

刘惠忠，男，汉族，1964年5月生，中共
党员，党校大学学历，现任西宁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副局长，拟提任调研员。

林志红，女，汉族，1966年7月生，中共
党员，党校大学学历，原西宁市政府法制办
公室副主任，拟提任调研员。

曹志林，男，汉族，1964年10月生，中共
党员，在职大学学历，原青海省无线电管理
办公室西宁管理处处长（副县级），拟提任
调研员。

王殿辉，男，汉族，1971年5月生，中共
党员，党校大学学历，现任中共西宁市委副
县级督查员，拟提任为副县级领导干部。

马祯青，男，撒拉族，1973年2月生，中
共党员，大学学历，原法治西宁建设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副调研员，拟提
任为副县级领导干部。

赵国鹏，男，土族，1966年8月生，中共
党员，在职大学学历，原西宁市国土资源局
副调研员，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国土资源
局局长，拟提任为副县级领导干部。

周方明，男，汉族，1979年3月生，无党
派，博士研究生学历，现任西宁市交通运输

局总工程师、副调研员，拟提任为副县级领
导干部。

叶智平，男，藏族，1974年4月生，中共
党员，在职大学学历，现任西宁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副调研员，拟提任为副县级领导干
部。

张玉波，男，汉族，1977年11月生，中共
党员，大学学历，原西宁市农牧和扶贫开发
局副调研员，拟提任为副县级领导干部。

刘波，女，汉族，1981年3月生，中共党
员，党校研究生学历，现任西宁市统计局党
组成员、总统计师、副调研员，拟提任为副
县级领导干部。

王宁，男，汉族，1967年12月生，中共党
员，大专学历，原西宁市环境保护局党组成
员、总工程师，拟提任为副县级领导干部。

拜旭英，男，回族，1969年1月生，中共
党员，大学学历，现任中共大通回族土族自
治县桥头镇委员会书记，拟提任为副县级
领导干部。

星照华，男，汉族，1969年12月生，中共
党员，党校研究生学历，现任大通回族土族
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局党组书记、局长，拟提
任为副县级领导干部。

杨啟成，男，汉族，1972年8月生，中共
党员，在职大学学历，现任湟源县发展和改
革局党委书记、局长，拟提任为副县级领导
干部。

陈得春，女，汉族，1968年1月生，中共
党员，在职大学学历，现任西宁市纪委监委
第二派驻纪检监察组办公室主任，拟提任
为副县级领导干部。

杨勇，男，汉族，1973年9月生，中共党
员，党校大学学历，现任中共西宁市直属机
关工作委员会宣传部部长，拟提任为副县

级领导干部。
程晓强，男，汉族，1980年10月生，中共

党员，大学学历，现任西宁市人民政府办公
室综合科科长，拟提任为副县级领导干部。

高治军，男，汉族，1977年8月生，中共
党员，党校研究生学历，现任西宁市人民政
府办公室秘书六科科长，拟提任为副县级
领导干部。

张博文，男，汉族，1979年2月生，九三
学社社员，大学学历，现任西宁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固定资产投资处处长（正科级），
拟提任为副县级领导干部。

姚宗杰，男，汉族，1971年1月生，中共
党员，在职大学学历，现任西宁市民族宗教
事务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拟提任为副县级
领导干部。

焦永财，男，藏族，1974年11月生，中共
党员，在职大学学历，现任西宁市公安局正
科级领导干部，拟提任为副县级领导干部。

黄才界，男，藏族，1969年10月生，中共
党员，党校大学学历，现任西宁市公安局交
通警察支队副支队长（正科级），拟提任为
副县级领导干部。

祁小军，男，汉族，1970年1月生，中共
党员，在职大学学历，现任西宁市财政局农
牧处处长（正科级），拟提任为副县级领导
干部。

韩艳，女，汉族，1982年1月生，中共党
员，大学学历，现任西宁市财政局金融处处
长（正科级），拟提任为副县级领导干部。

王文渊，男，汉族，1972年10月生，中共
党员，党校大学学历，现任西宁市生态环境
局办公室主任，拟提任为副县级领导干部。

阿润雁，女，蒙古族，1976年10月生，中
共党员，党校研究生学历，现任西宁市住房

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房产市场监管处处长
（正科级），拟提任为副县级领导干部。

陈科，男，汉族，1977年6月生，中共党
员，在职大学学历，原西宁市旅游局规划统
计处处长（正科级），拟提任为副县级领导
干部。

高向伟，男，汉族，1976年11月生，中共
党员，党校大学学历，原西宁市卫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拟提任为副县级
领导干部。

王铁栓，男，汉族，1975年7月生，中共
党员，在职大学学历，现任西宁市应急管理
局应急救援科科长，拟提任为副县级领导
干部。

丁北涛，男，汉族，1968年10月生，中共
党员，大专学历，现任西宁市经济责任审计
局办公室主任（正科级），拟提任为副县级
领导干部。

司立军，男，汉族，1976年2月生，中共
党员，在职大学学历，现任西宁市接待服务
中心正科级干部，拟提任为副县级领导干
部。

曹经红，女，藏族，1966年12月生，中共
党员，大学学历，现任中共西宁市委宣传部
文艺处处长（正科级），拟提任副调研员。

肖凯，女，汉族，1970年4月生，中共党
员，在职大学学历，现任西宁市教育局党委
办公室主任，拟提任副调研员。

公示时间为2019年4月18日至2019年
4月24日。公示期间，请各界干部群众通过
来电、来信、来访等形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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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公正地反映。

地址：中共西宁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
邮政编码：810000
电话：0971-12380

中共西宁市委组织部
2019年4月17日

西宁市委管理干部任前公示

本报讯（特约记者 花木嵯）4 月 16
日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刘宁先后来
到新华联国际旅游城、青海国际会展中
心，实地调研文化旅游重点项目建设和
青海文化旅游节展览展示活动开展情
况。他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挖掘我
省文化资源，加快旅游产品开发，促进
文旅融合发展，做亮大美青海品牌。

在新华联国际旅游城，刘宁肯定了
“文化+旅游+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模式，
指出旅游发展要立足青海特色，把握旅
游消费新需求，在文化、旅游、绿色、生
态、科技的深度融合上下功夫，着力抓重
点、补短板、强弱项，大力发展全域全季
旅游，不断放大我省文化旅游的生态效
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囊谦的黑陶、故宫博物院的文创产
品、数字文旅大数据平台……在青海国
际会展中心，刘宁饶有兴趣地看展览、听
介绍，不时与大家交流。他强调，我省民
族文化多元、文化底蕴深厚，要做好文化
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利用，充分挖掘文化
资源，把握文化脉络，提炼文化主题，助
力绿色发展。要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媒
体融合大趋势，大胆运用新技术、新机
制，强化内容内涵建设，推出高质量的精
品力作，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青海解
放70周年献礼。

以数字化的形式呈现首都博物馆正在
展出的《山宗.水源.路之冲 ——“一带一
路”中的青海》展览，是这次青海文化旅游
节的一大亮点。刘宁认真听取工作人员的
介绍，并叮嘱大家要多渠道、多形式做好宣
传，引智借力开发青海的文创产品，让更多
人认识青海、走进青海、感受青海。

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宇燕一同调
研青海国际会展中心，副省长张黎全程
陪同调研。

本报讯（记者 王琼）4月16日，西
宁市委老干部局组织我市 20 余名离
退休老干部前往西宁市城东区林家
崖北山美丽园植树点，开展以“我为
西宁做贡献”为主题的爱绿植绿赏绿
活动，老干部们用实际行动为建设绿
色发展样板城市和新时代幸福西宁
贡献力量。

活动现场，参加劳动的离退休老
干部，热情高、干劲足，大家分工合作，
有的扶苗、有的培土、有的浇水，为春
日里的西宁增添了几分新绿。老干部
们还详细观看了北山美丽园景观建设
情况展板介绍，对西宁市绿化工作取
得的明显成效从内心发出由衷的赞

叹。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离休干部
马效飞说：“西宁市绿起来了、美起来
了，作为一名在西宁工作生活的老同
志，一直关心着西宁的发展变化，我始
终坚信未来的西宁，一定会更加美
好。”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刘乃山说：

“作为老干部要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努力为西宁生态文
明城市建设增光添彩、贡献智慧和力
量。”大家纷纷表示，要用实际行动不
断增强保护生态环境责任意识，充分
发挥自身优势，积极营造爱绿植绿护
绿的良好社会氛围，努力尽自己的绵
薄之力，参与生态建设，推动绿色发
展。

本报讯（记者 小蕊 通讯员 孙杰）4月12日，引黄济
宁工程征地移民实物指标外业调查工作全面完成，标志
着该工程前期基础性工作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据了解，3月29日，省政府印发《关于引黄济宁工程
建设征地范围内禁止新增建设项目和迁入人口的通
告》，3月30日，工程设计单位抽调近200名业务骨干组
成26个调查组，投入29台车辆、6套无人机航测系统、15
套GPS接收机、13台计算机工作站全面开展实物指标调
查工作。截至4月12日，全面完成工程沿线近2000公里
范围内500余个乡（镇）、村的实物调查工作。

此次调查工作采取“边调查边公示复核”“白天外业
晚上内业”的工作方式，创造了此类工作用时最短、效率
最高的新纪录。下一步，设计单位将进行报告修改完
善、专题附件编制等工作，确保按时间节点高质量完成
前期工作。

刘宁在调研文化旅游工作时强调

促进文旅融合发展 做亮大美青海品牌

汇聚维护国家安全强大力量

老干部为西宁绿色发展再添力引黄济宁基础性工作迈出一大步引黄济宁基础性工作迈出一大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