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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张永志）每天为640余名环卫工人配
送健康午餐；投资800余万元建设爱老幸福食堂“中央厨
房”；解决了700余名干部职工的用餐问题……城中区委、
区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决
策部署，从百姓生活的“一枝一叶”出发，听民声、察民情、
解民忧，切实解决辖区广大环卫工人、困难老人就餐难
题，用实际行动践行为群众谋幸福的初心。

每天为每天为640640余名环卫工人配送健康午餐余名环卫工人配送健康午餐
环卫工人长期吃不上午餐的事儿，一直萦绕在城中

区委、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心头。为切实解决这个难题，
城中区委、区政府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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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理解
以人为本和“民以食为天”的深刻内涵，经过广泛研究和
论证，于2018年11月在中心广场、沈家寨桥环卫驿站、大
同街环卫驿站等地设置6个午餐配送点，每天为640余名
环卫工人专车配送健康午餐，每餐收费3元，让他们在吃
饱、吃好的同时，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对环卫工人的关心
关爱。

800800余万元建设爱老幸福食堂余万元建设爱老幸福食堂““中央厨房中央厨房””
随着社会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城中区空巢、失

能、高龄老人逐渐增多，如何解决老年人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就餐问题，努力提高辖区老年人的生活品
质，成了城中区委、区政府领导时刻牵挂的民生大事。
对此，城中区将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
环境作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重要载体和
有力抓手，在区级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投资800余
万元在辖区逯家寨54号建设城中区爱老幸福食堂“中央
厨房”，采取“中央厨房+统一配送”模式，为全区29
个社区“爱老幸福食堂”提供统一配餐送餐服务。建成
后的“中央厨房”总建筑面积约1500平方米，设置分拣
区、切配区、烹饪区、消洗区等10个功能区，配备的热
风循环高温消毒柜、餐具清洗烘干线、豆浆机、立式电
炸炉等37种餐厨设备均符合国家质量标准，配送规模可
达6000余人，配送范围覆盖全区29个社区，从真正意
义上打通了老年人就餐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老年人
充分享受到改革和发展带来的红利。

解决了解决了700700余名干部职工的用餐问题余名干部职工的用餐问题
与此同时，针对城中区大部分机关单位办公地点位

于城南地区，广大干部职工离家远、就餐难的实际情况，
区委区政府投入资金 150 万元，于 2018 年 1 月建成 1000
余平方米的职工食堂，解决了 700 余名干部职工的用餐
问题。同年11月份启动了市政公用服务中心食堂，又解
决了市政公用服务中心综合办公楼内200余名干部职工
的用餐问题，极大提高了干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归属
感。

在下一步的工作中，城中区委、区政府将从群众最关
心的事情做起，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为老百姓
提供更多贴心服务，竭尽全力用“小食堂”做出民生实事
的“大文章”。

中区：“小食堂”里体现大民生
本报讯（记者 张国静）5月8日，城西

区召开 2019 年旅游旺季服务保障工作
会，辖区22家旅游旺季成员单位、8家旅
游企业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确立
了《城西区2019年旅游旺季服务保障工
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总结
了往年旅游旺季工作中展现的好作风、
好经验，并从旺季服务保障、交通秩序整
治、旅游市场秩序整治、市容环境建设、
服务质量及应急处置五个大方面，提出
了十一项具体举措，为辖区在旅游旺季
期间保障健康、绿色、安全旅游奠定基
础。

记者从城西区文体局获悉，提出的
十一项具体举措，旨在建立健全旅游市
场旺季服务保障长效机制，推进旅游市
场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提升，着力
加强旅游安全监管，着力规范旅游市场
秩序，着力提升旅游旺季服务保障水平，
常态化推进旅游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治
理、市场秩序专项整治、综合执法检查、
应急救援、宣传教育等重点工作，推动责
任落实，努力形成“政府主导、属地管理、
部门联动、行业自律、各司其职、齐抓共
管”的旅游市场监管格局，实现“安全、文
明、有序、便捷、高效”的旅游旺季服务保

障工作目标。
下一步，为做好当下旅游保障工作，

西区提出要对旅游工作中联合执法机制
推进不畅、旅游设施配置不全、服务功能
不够完善、旅游服务质量有待提高等问
题进行全面分析。同时，强调旅游旺季
服务保障工作事关全区经济发展，构建

“安全、文明、有序、便捷、高效”的旅游市
场环境是义不容辞的职责使命，要求各
成员单位树立“我为旅游作贡献”“人人
服务大旅游”的理念，理清思路，落实责
任，锐意进取、真抓实干，持续做好2019
年旅游旺季服务保障各项工作。

本报讯（记者 施翔）5月7日，城东区委召开中心组学
习扩大会，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并按照省委、市委相关要求对青年
培养工作作出安排部署。

会议强调，全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把学习宣传和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
认真做好青年工作，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动员引导青年与全区群众一道，
为加快建设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和新时代幸福西宁和谐东
区作出新贡献。

会议要求，全区各部门、各单位一要不忘初心，争当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重要
讲话精神的表率。二要唱响青春之歌，争当习近平总书
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实践
者。要坚定信念，勇于担当，热爱祖国，甘于奉献，解放思
想，开拓创新，艰苦奋斗，勤勉敬业，刻苦学习，发奋成才，
锤炼品格，恪守道德。三要创造良好氛围，争当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精神的引领者。要牢记使命勇于担当，引领青年坚定不
移跟党走。要凝聚先进力量，带领青年努力建功新时
代。要筑牢群众根基，谱写青年工作新篇章。全区各级
党组织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切实加强党对共青团工作的领导，在引领凝聚青
年、组织动员青年、联系服务青年上创新工作思路、强化
工作措施、狠抓工作落实。广大青年尤其青年干部要紧
跟时代步伐，牢记党和群众重托，不断激发青春活力和创
业热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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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宁和谐东区不懈奋斗！

本报讯（实习记者 严进芳 通
讯员 李银蕊）5月7日，城北区人民
法院、城北区人民检察院联合西宁
市森林公安局、城北区自然资源局
相关工作人员前往西宁市城北区大
堡子镇朱北村后山督查失火山地复
植情况，该失火案被告人朱某及其
亲属详细讲述了在最近一年内他们
恢复种植的山地面积、种植苗木种
类及种植过程。

2018 年 2 月 15 日，被告人朱某
违反森林防火相关法律规定，上坟
时在禁止用火的林区燃放爆竹，
以致引发森林火灾，过火面积3.74
公顷，烧毁各类苗木 5811 株，其
行为构成失火罪，被城北区人民
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
年六个月。后被告人朱某坦白认
罪，并表示自己愿意和亲属以重

植的方式恢复被烧毁的苗木，并
与 公 益 诉 讼 起 诉 人 达 成 调 解 协
议。在案发一年多后，被告人朱
某在其亲属的协助下努力履行公
益诉讼调解书确定的重植义务，
恢复种植苗木的山地面积达 50 多
亩，苗木种类包括云杉、油松、
杨树等。

在当天的督查中，工作人员冒
雨进行，详细检查了解了复植情
况。原先被烧毁光秃的土地已经栽
种上了各种苗木变得绿意盎然，被
告人朱某一年多来辛苦劳作尽力将
烧毁的山林恢复原状，工作人员对
其复植的情况表示满意，并给予了
支持与鼓励，最后告诫朱某要持续
照看复植的幼小苗木，确保复植苗
木的成活率以达到相关单位督查的
绿化标准。

本报讯（记者 张弘靓）记者从湟源县文
明办了解到，近日，湟源县向全县广大群众发
放了移风易俗倡议书，倡导全县广大群众积
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实际行动，遏制铺张
浪费、炫富攀比、大操大办、封建迷信、薄养厚
葬等陈规陋习和不良风气，切实减轻群众人
情消费负担。

积极培育婚育新观念，自觉抵制高价彩
礼，不攀比斗阔，不大操大办，不铺张浪费，不
借机敛财，力戒恶俗闹婚，力求婚礼仪式简
朴，做到贺喜庆祝有分寸、礼尚往来有尺度、
人情世故讲法纪，树立文明节俭、个性现代的
婚俗新风。

传承孝老敬老、厚养薄葬好风尚，让老人
在生前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简化
治丧仪式，服从殡葬管理，不乱搭灵堂，不沿
街游丧，不乱烧纸钱，不乱燃鞭炮，不搞封建
迷信，不修建豪华坟墓，提倡遗体火化和生态
安葬；清明祭祖，不在公共场所违规用火。倡
导网上祭奠、送鲜花、植树、家庭追思会等文
明祭奠活动。

弘扬勤俭节约优良传统，提倡生育、升
学、入伍、生日、升职、乔迁等喜事尽量不办或
者少办，鼓励通过一束鲜花、一条短信、一句
问候等方式表达贺意，杜绝滥发请帖、收受礼
金、大摆筵席、铺张浪费，坚决抵制相互攀比
的不良习气，倡导崇德尚礼、健康节俭、文明
和谐的社会新风尚。

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参
与志愿服务和公益事业，培养健康向上的生
活方式。模范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做
到文明用餐、文明上网、文明过节、文明出
行。严禁涉黄涉毒涉赌，杜绝各类封建迷信
活动。主动传家训、立家规、严家风，营造文
明和谐的家庭环境。

广大党员干部、公职人员要率先垂范，积
极倡导移风易俗，从自身做起，严格遵守和执
行有关政策规定，争做移风易俗、勤俭节约的
表率。要主动做移风易俗工作的宣传者，向
群众传播好、解读好上级关于移风易俗的政
策精神，宣传好移风易俗带来的各种好处，形
成良好的社会氛围。

本报讯（记者 樊娅楠）聚力开展
国土绿化，致力城乡绿化美化彩化，加
强森林草原资源管护，开展全民义务
植树工作……今年，大通县及早谋划，
抓增绿、补短板，围绕构建“一芯两屏
三廊道”城市新型生态格局，以“打造
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建设新时代幸福
西宁大通篇章”为目标，以“高原绿”建
设行动为抓手，四举措扎实推进国土
绿化工作。

今年，大通县科学开展森林经营，
加大中幼林抚育和低效林改造力度，
做好优质苗木、良种的培育及市场引
导。通过国土绿化，实现森林资源总
量的增长，森林质量的提升和生态质
量的提高。国土绿化任务16.66万亩，
已下达任务15.154万亩。致力城乡绿
化美化彩化，以县城街道绿化美化为
中心，辐射各个乡镇，重点绿化美化县

城通往乡村主要道路。计划对桥头镇
体育路、安门路、福园西路等进行基础
绿化建设，绿化面积共3.1万平方米；
乡村道路种植草花226公里，面积22.6
万平方米；以正在编制的桥头公园景
观改造规划设计为蓝图，加强公园绿
化建设，在原有景观基础上加大草花、
时令花卉等景观花卉配置力度，加大
观赏树木引种栽植数量。加强森林草
原资源管护，全面落实 257.99 万亩森
林和250万亩草原的管护责任。以开
展纪念植树节 40 周年及全民义务植
树系列宣传和义务植树活动为契机，
通过义务植树、抚育管护、自然保护、
认种认养、捐资捐物、志愿服务等途
径，确保完成 157 万株的义务植树任
务。加强实施通道、庭院、广场、街道、
小区等绿化工程，开展“花园式”单位
创建申报工作，确保绿化率达到35%。

本报讯（记者 王琼）近日，记者从城北区
民政局获悉，我市两名村民申请临时救助时，
在个人申请和入户核查环节中，存在隐瞒家
庭实际财产状况的情况，因此，两人被列入社
会救助失信对象数据库。

据了解，今年3月份在城北区申请临时救
助的人员中，发现两名村民在个人申请和入
户核查环节中，未如实告知家庭资产信息，经
青海省低收入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发现存在隐
瞒家庭实际财产状况的情况。对此，城北区民
政局根据《青海省社会救助对象失信惩戒暂
行办法》规定，按照评分判定和失信程度，对
两人进行了诚信约谈教育，并将两人列入社
会救助失信对象数据库，6个月内不予受理任
何社会救助申请，同时在城北区进行了通报。

西区十一项实招保障旅游旺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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