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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肖芳）4月16日，市委召开常委会议，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学习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有关文件和省委常委会议精
神，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审议有关事项。市委书记王晓
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政工作的重要指示
精神，听取了全市民政工作汇报。会议认为，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指示，思想深邃、内涵丰富，饱含着深厚的
为民情怀，体现了鲜明的人民立场，深刻阐述了民政工
作的重要意义、总体要求、职责任务、方法路径，为我们
做好新时代全市民政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会议指
出，近年来，全市民政系统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敢于
担当，勇于改革，善于创新，甘于奉献，一些工作走在了
全国前列，取得了优异成绩。会议要求，一要履行“三
聚三基”使命责任，二要保持真抓实干传统作风，三要
深化民政工作改革创新，奋力开创新时代全市民政工
作新局面。

会议学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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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研究制定了我市贯彻
措施。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关切民
生，关注安全，思想深刻，要求严格，为我们做好消防安
全和森林防火等工作指明了方向。会议要求，一要保
持工作韧劲干劲不松，二要层层传导压实责任压力，三
要动态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四要提高应急救援能力水
平，五要加强宣传教育引导工作，扎实做好森林草原防
火工作，继续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全力保护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
动时的重要指示，听取了全市绿化工作汇报。会议认
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每年身体力行，带
头参加义务植树活动并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树立了
学习榜样、行动标杆。会议要求，一要践行“两山”理
念，牢牢把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成长坐标。二要持
续提高标准质量，着力推动全市国土绿化高质量发
展。三要传承发扬精神财富，持续兴起全社会植绿爱
绿护绿热潮。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
发《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责任制规定》的通知精
神，研究制定了我市贯彻措施，听取了全市食品安全工作
汇报。会议认为，《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责任制规
定》，是第一部关于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责任的党
内法规，建章立制，明确责任，为确保人民群众食品安全
提供了坚强制度保障。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全市食品安
全工作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强化责任落实，突出问题
导向，深化改革创新，加强监督管理，取得了明显工作成
效。会议要求，一要对标对表要求，完善落实责任体系，二
要提高思想认识，始终保持高度警醒，三要坚持问题导
向，排查管控风险隐患，四要补齐补强短板，提高监管能
力水平，以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
最严肃的问责，确保“舌尖上的安全”。

会议传达学习了十三届省委第71次常委会会议精
神，并对相关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幸福西宁·清洁西宁提升
行动三年工作方案》。会议要求，一要加强组织领导，
二要强化日常管理，三要坚持城乡一体，四要注重跟踪
督查，五要深化宣传引导，为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成果、加快建设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和新时代幸福西
宁提供有力支撑。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做好全市体育工作的
实施意见》。会议要求，一要加强组织领导，二要健全体
系机制，三要抓好品牌培育，加快建设“健康西宁”。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报讯（记者 刘瑜）记者从省人社厅获悉，一季
度，全省就业形势总体呈现稳中有进态势，就业工作实
现良好开局。城镇新增就业1.26万人，完成年度目标
任务的21%；城镇登记失业率2.6%，控制在3.5%以内；
农牧区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35.44万人次，完成年度目
标任务的33.8%。

从就业失业登记总量分析，一季度城镇新登记就
业1.3万人，核减同期自然减员人数后，城镇新增就业
1.26万人，较去年同期增加2165人，增幅达20%；城镇登
记失业5222人，较去年同期减少1449人，减幅21.7%。
城镇登记失业率仅为2.6%，较去年同期降低了0.4个百
分点。

据分析，一季度进入省人力资源市场的企业提供
就业岗位超过3万个，同期求职人员只有2.7万人，求人
倍率为1.1，即：每个求职人员有1.1个岗位供其选择，企
业用工活跃，就业市场供需总体平衡。从城镇新增就
业人员就业产业分析，第三产业就业 0.97 万人，占
76.8%，第二产业就业0.26万人，占20.6%，三产服务业
成为我省新增就业主渠道。

本报讯（记者 王瑞欣）高技能人才是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青海的重
要力量。日前，记者从省社科院了解到，
截至“十二五”末，我省高技能人才占技能
劳 动 者 总 量 的 比 例 达 27.4% ，与 全 国
27.3%的平均水平基本持平。

据统计，截至“十二五”末我省拥有城
镇技能型劳动者29.8万人，其中，初级工
11.65万人，中级工10万人，高级工6.49万
人，技师及高级技师1.67万人，高级工以
上等级的高技能人才达到8.165万人。高

技能人才的增加是我省通过完善政策法
规体系、健全培养培训制度、创新平价
选拔机制和实施高技能人才培养工程
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显著成果。可即
便如此，我省高技能人才仍然紧缺，
存在分布不均衡，呈现东多西少、北
多南少的分布格局。目前，全省高技
能人才主要分布在西宁、海东和海西
地区，截至“十二五”末，海南州仅
拥有高技能人才 406 人，是西宁高技能
人才总量的 5.8%。

省社科院工作人员表示，随着工业发
展的持续进行，我省技能人才需求也不断
增加。“十三五”时期，省属国有企业对高
技能人才需求人数高于专业技术人才和
经营管理人才。目前，全省高技能人才总
量远远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
在今后一个时期，我省可以立足新能源、
新材料、盐湖资源综合利用、高原生物医
药、高原现代生态农牧业、少数民族文化
等特色优势产业，扎实推动高技能人才聚
集和产业发展深度融合。

本报讯（记者 刘瑜）市民翘首企盼的
晚报车展又来了！4月30日至5月5日，
如约而至的五一晚报车展将会在最美的
时节与最亲爱的朋友来一场“车”的约
会。如果你是车迷或是欲购一族，如果你
想了解汽车界的流行风，如果你想亲眼目
睹豪车与美女带来的惊艳，那就来晚报五
一车展吧！相信与众不同的晚报车展一
定会让你乘兴而来、尽兴而归。还等什
么？让我们一同相约第十八届西宁晚报
五一国际车展，一同在城南青海国际会展
中心享受这场丰盛的汽车文化大餐。

西宁晚报车展已成功举办了十七
届，成为每逢五一、十一假期西宁市民
的一场“汽车狂欢节”，是晚报带给人们
的一份节日礼物。一汽大众、凯迪拉

克、雷诺、北京现代、奔驰、别克、东
风日产、广汽丰田、海马、名爵、福
特、东风雪铁龙、东风悦达起亚、一汽
丰田、东风风行、上海大众、长安铃
木、东风风神、奇瑞、东风标致、广汽
传祺、斯柯达、一汽马自达、荣威、广
本、沃尔沃……晚报车展品牌应有尽
有，这些品牌当中，既有家庭代步物美
价廉的家用小车，也有上百万元的高品
质车型，几乎包括了市场的各个消费群
体。

以最优惠的价格买到最心仪的汽车，
每年的让利优惠是晚报车展最引人注目
的看点之一！除了能在车展现场一睹靓
丽炫车外，市民还可以淘到“巨惠”，记者
从车展组委会了解到，本届车展除了继续

往届零首付、费率低、期限长、免抵押、极
速提车等让利活动外，还提供从千元至万
元不等的现金优惠。

在这个五一小长假里，晚报车展已成
为大多数人必去的休闲处，更是人们现场
看靓车、买好车，享巨惠的一个最好的渠
道，成为市民寻车之旅重要的一站。对于
每年都参展的许许多多参展车商而言，随
着第十八届西宁晚报五一国际车展参展
品牌数量、规模的不断扩大，他们也逐步
成长并收获着。晚报车展为汽车制造商、
经销商及相关产业和消费者之间搭建了
一个很好的展示、交流的平台，得到了汽
车经销商和消费者的普遍认可。

这个五一，晚报车展邀您共赴汽车
盛宴！

晚报五一车展邀晚报五一车展邀您共赴盛宴您共赴盛宴
●时间：4月30日至5月5日●地点：城南青海国际会展中心●优惠：让利幅度历年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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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01版）“在脱贫攻坚进入攻城
拔寨、决战决胜的关键时期，晚报举办的

《你好，第一书记》系列活动，是对我省脱
贫攻坚工作的有力促进和极大鼓舞，为身
处在全省脱贫攻坚一线的广大干部们，鼓
舞了必胜信念和决胜信心。”省扶贫开发
局局长马丰胜对晚报推出的《你好，第一
书记》《信来自四面八方》《众志成城、尽锐
出战》系列策划报道赞不绝口。

电话不断、信息不断、联络更不断，充满
着温暖、正能量及感召力的《你好，第一书记》
系列报道活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为战斗拼搏在脱贫攻坚一线的第一书记和
扶贫（驻村）干部们注入了强大动力。

“晚报的这次策划活动办到了我们心
坎里，‘寻找我心中最喜爱的第一书记’

‘我的得意之作’的选题视角独特、方式新
颖，西宁晚报脱贫攻坚采访小分队用这样
的方式展现第一书记和扶贫（驻村）干部
的业绩风采，会写出一篇篇让人感人至
深、催人奋进的报道。作为一名扶贫干
部，我们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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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贯彻

省委、市委脱贫攻坚工作会议精神，高质
量打赢脱贫攻坚战，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
满意的扶贫答卷。”西宁市扶贫开发局局
长刘海云说。

“晚报的活动，让我们充满了干劲，脱
贫攻坚进入倒计时，越往后，脱贫难度越
大，越容不得半点松懈，身为第一书记，我
会继续冲在前面、干在一线，和干部群众
继续奋斗，坚决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
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叶格乡龙麻村
驻村第一书记扎巴激动地说。

“契合实际，顺应民意，晚报的这次活
动将会成为我省脱贫攻坚战场上的一抹
亮色。我要把‘我的得意之作’干好，一如
既往地为群众做实事，做好事，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贡献力量。”海东市互助县林
川乡河欠口村第一书记孟曙亮说。

“我想通过《你好，第一书记》讲一讲
第一书记万玛加的故事，自从他来到我们
村，他那雷厉风行的作风把大伙儿都带动
起来了，现在村民们各个都想着法儿挣
钱，日子越过越好。他就是我心中最喜爱
的第一书记……”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
窝赛乡依隆村村委会主任肉旦说。

“读了《你好，第一书记》系列报道后，

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我们村的
王书记，他为我们修建了商业
街，给我们带来了致富门路，我
想为他投一票。”大通县城关镇
城关村村民李友松笑着说道。

“晚报策划的这个活动，为
我们的脱贫攻坚增添了活力，
携手前进、奋力拼搏，我相信，
举全省人民的磅礴之力，一鼓
作气、尽锐出战、精准施策，定
能如期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
湟源县寺寨乡副乡长李强说。

用扎实足迹走过田间地
头，用敏锐目光观察城乡变化，
用冷静头脑把握时代脉搏，用
鲜活笔触描绘奋斗图景……为
了鼓舞士气、乘势而上，凝聚智
慧力量，晚报将通过六大平台
不断对第一书记和他们的战友
们的脱贫攻坚工作进行跟踪报
道，采写一大批生动、鲜活、接
地气、暖人心、充满正能量的

精品佳作，让全省越来越多的干部群众
关注支持脱贫攻坚这一项伟大事业，万
众一心，众志成城，夺取脱贫攻坚战全
面胜利。

晚报六大平台等您推荐您最喜欢的
第一书记。晚报将以独特的视角，用报网
融合的最新报道方式，向全省人民立体
式、全方位展现他们的业绩风采。

相关链接：
1.西宁晚报第一书记推荐热线电话：

可 拨 打 0971-8230541、15897145283、
18309710769、18194560043，直接向我们
推荐。

2.西宁晚报官方微博：关注西宁晚报
官方微博，发送私信“推荐身边第一书记”。

3.西宁晚报官方微信：关注西宁晚报
官方微信，在微信后台发送留言“推荐身
边第一书记”。

4.西宁晚报头条号：关注西宁晚报头
条号，发送私信“推荐身边第一书记”。

5.西宁晚报手机客户端：下载西宁晚
报手机客户端青海全搜索，进行推荐。

6.西宁晚报推荐邮箱：直接发送“推
荐 身 边 第 一 书 记 ”相 关 资 料 至 邮 箱
296001998@qq.com。 （记者 樊娅楠）

图为被称为年龄最大图为被称为年龄最大、、乐在其中的第一书记孟曙亮在去贫困户家的路上乐在其中的第一书记孟曙亮在去贫困户家的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