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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13日，省委中心组召开学习会，
省委书记王建军、省政协主席多杰热旦等省委中
心组成员出席会议。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宋志平作了“新时代国有企业创
新和转型”的辅导报告。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张
西明主持学习会。

宋志平以中国建材集团为案例，从创新的理
论和模式、创新的实践、企业的转型3个方面，对新
时代国有企业如何创新和转型作了深入阐释和解
读。与会同志感到，报告内涵丰富、视野开阔，深入
浅出、讲解透彻，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有很强的
指导性和针对性，对于深化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
制改革经验与前景的认识，充分发挥国有资本、民
营资本以及外资的各自优势，形成强强联合、协同
发展的良好格局，帮助和启发很大，增添了信心，

增强了进一步做好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中央和省委的部署要

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
革的重要思想和对青海工作“四个扎扎实实”的
重大要求，努力践行“一优两高”，坚持党对国有
企业的领导不动摇，全面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
的建设，筑牢党建这个“根”和“魂”；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
建设，积极稳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构建灵活
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强化创新发展，推动企业提质增效、转
型升级，提高发展质量效益，增强核心竞争力；坚
持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持续改进监
管方式，进一步提升监管的针对性有效性系统

性，有效激发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动力和创新转
型的活力，加快形成具有中国特色、青海特点的
国有经济实现形式、国有资本运营方式和国有企
业运行机制、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推动我省国企
改革取得新成效、再上新台阶。

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秘书长，省
委、省政府副秘书长，省委各部委、省直各机关
单位、各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高等院校、在宁
的省管企业和中央驻青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学习会。

省委中心组召开学习会
王建军多杰热旦出席宋志平作报告

本报讯（记者 啸宇 摄影报道）树桩、电
线杆、垃圾桶、路灯、公交站亭、道路名牌立
杆等被拆移后，遗留下小螺栓、废弃基座等
障碍物，严重影响了道路安全，连日来，我市
全面开展了市政设施集中整治，近期特别对
市区道路中这些“障碍物”进行了清除，以提
高市政设施功能，为市民提供良好出行环
境。

昆仑路路南植物园公交站后移后，遗留
下的小螺栓高出人行道路面几厘米，行人走
过时一不小心就会被磕绊。5月13日，记者
到现场采访时看到，市政养护人员正在进行
氧气乙炔切割处理，虽然是一个不大的螺
栓，但处理起来却颇为麻烦，花费了很长时
间。在柴达木巷口人行道上道路名牌立杆
拆除后，留下的水泥堆基座也高高耸起，成
为路面上的安全隐患，市政管养部门及
时进行了切割清理。记者跟随工作人员
了解到，城区街道上这种由于道路施工
或垃圾箱更换，树桩、电线杆、公交站亭、

道路名牌立杆等被拆移留在地面上的螺栓、
膨胀螺丝、水泥堆残留物和其他材质的基座
等“障碍物”不少，成为街头安全隐患。这些
残留障碍物属于各相关建设单位的遗留问
题，如果能及时清除干净就不会留下隐患。

连日来，我市城乡建设部门组织各区市
政管养单位已对存在障碍物隐患的近百条
人行道进行了专项整治，人行道上5200余处
存在安全隐患的障碍物被清除。

记者同时了解到，除道路障碍物被清除
外，城区内一些道路破损、坑槽、裂缝和井
周破损下沉、人行道地砖松动、路灯设施受
损等路上病害整治也已展开，存在问题的
这些“病害”路将得以全面“诊治”，市区的
市政道路将更平整，设施将更完善，交通将
更顺畅。

本报讯 （记者 悠然） 为进
一步加强城管综合执法队伍管
理，严肃工作纪律，推动城管队
伍“强基础、转作风、树形象”
和规范化建设，我市对全市城管
综合执法人员、城管助管员发出

“十条禁令”。
据了解，今后对城管执法

队伍中违反“十条禁令”的人
员，将依据有关纪律和规定严
肃处理。“十条禁令”内容具体
为：一、禁止工作时间擅离职
守，做与工作无关的事。二、
禁止工作日饮酒和酒后执法、
酒后驾车。三、禁止在非工作
期 间 着 制 服 或 者 驾 驶 公 务 用
车、执勤用车出入经营性娱乐
场所和公共餐饮场所。四、禁
止故意刁难、粗暴对待行政相
对人。五、禁止吃、拿、卡、
要，侵犯群众利益，侵吞罚没
钱物。六、禁止乱收、乱扣、
乱批、乱罚，代办审批和处罚
手续，滥施自由裁量权。七、
禁 止 徇 私 舞 弊 ， 利 用 职 权 谋
利。八、禁止庇护违法违规行
为，违法执法。九、禁止从事
与本职工作有关的第二职业。
十 、 禁 止 参 与 “ 黄 赌 毒 ” 活
动，充当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

“保护伞”。
城管执法人员违反禁令，

或者对违反禁令的行为隐瞒不
报、压案不查、包庇袒护的，一
经发现，要从严追究责任；城管
助管员予以辞退或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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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樊娅楠）为加强生态环境
保护领域信用体系建设，激励企业持续改进
环境行为，近日，我市对全市117家重点排污
单位进行环境信用评价。环保良好企业99
家，环保警示企业8家，因停产、破产、未验收
投运等原因未评价的10家。

近年来，我市积极探索建立完善环境信
用机制，将企业环境信用评价作为实施生态
环境领域联合奖惩的基础性工作，不断优化
工作流程、细化评价标准、扩大参评范围，按
照企业自评、县（区）生态环境部门初评、市
生态环境部门复核、复核结果报省生态环境
部门审核的流程，从污染防治、生态环保、环
境管理、社会监督4个方面21项评价指标对
参评企业进行评价。同时，鼓励企业自愿申
请参加评价，我市参与环境信用评价的企业
数量由最初的48家逐步增加到117家，此项
工作的开展对我市环境信用体系建设起到
了有力地推动作用。

今后，我市将进一步强化对企业环境信
用评价结果的运用，按照《西宁市环境信用

“红黑名单”发布和联合奖惩实施细则》相关
规定，将符合“红黑名单”认定条件的参评企
业列入环境信用“红黑名单”，同时通过约
谈、加大环境行政执法监察频次、从严审查
行政许可事项等措施加强对“黑名单”企业
的监督管理，督促企业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
任，改正环境违法失信行为。

本报讯（记者 樊娅楠）记者从省生态环
境厅获悉，近期，我省全面开展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整治督导检查，对全省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进行全面“体检”。

近期，我省组成4个督导检查组，在全省
范围内开展地市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整治

“回头看”、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整治情
况督导检查和重点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全面排查整治工作，地市级地表水型饮用水
水源地环境问题整治成果得到有效巩固，45
项县级地表水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
题已完成整治26个，完成率为57.8%。排查
出涉及水源地保护区内存在原住居民生活面
源污染、交通穿越等12个新问题。

今后，我省将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敢
于动真碰硬，切实做到排查无盲区、整治无
死角、环境违法问题全部按期清零。继续统
筹抓好2019年县级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
专项行动工作，开展“千吨万人”饮用水水源
地环境问题排查整治工作，对需整治的问题
倒排工期，明确时间节点，集中力量攻坚整
治，确保按国家时限要求完成整治任务。同
时，持续开展全省饮用水水源地专项整治行
动的督导检查工作，进一步做好现场复核，
查遗补缺，做到不留死角、不留隐患，确保全
面完成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立、
治”三项重点整治任务。

本报讯（记者 王琼）5月12日，我市举
办首届西宁市广场舞大赛，来自全市各社
区舞蹈队和广场舞爱好者组成的 26 个代
表队、500余人踊跃报名参赛。

据了解，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70 周年暨青海、西宁解放 70 周年，营造
喜庆、祥和的气氛，围绕市委提出的“砥
砺奋进七十载，幸福西宁新时代”宣传主
题，通过开展群众性的体育健身活动，不
断激发广大市民的爱国热情，5 月 12 日，
由西宁市体育局、西宁市体育总会主办的

首届广场舞大赛如约而至。此次大赛是自
去年西宁市广场舞协会成立以来，我市举
办的第一次大型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共有
来自全市各社区舞蹈队和广场舞爱好者组
成的 26 个代表队、500 余人踊跃报名参
赛，其中，年龄最大的参赛人员为 76
岁。比赛主要进行团体赛 ， 分 为 锅 庄
舞、民族舞、健身操等项目，取团体前
三 名 进 行 奖 励 ， 并 设 有 5 个 优 秀 组 织
奖。来自卓仓桑迈舞蹈队的锅庄 《弦子
舞》 获得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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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小蕊实习记者
刘蕊）“青海的太阳能资源非常丰
富，这具有很大的开发利用价值
和发展潜力”“看到青海宣传片里
面的农牧业展示，很亲切，真想把
自己的项目带到这里来。”5月13
日，亚洲财富论坛首次走进青海，
助力我省经济发展。

据介绍，亚洲财富论坛是亚
洲政商界的常设机构，于 2008
年在亚洲多国政府及国内相关部
委的指导下创办。论坛根生中
国、立足亚洲、辐射世界，是为
亚洲各国之间、亚洲各国与世界
其他地区之间经济与商务交流的
重要平台。此次亚洲财富论坛携
全国知名企业来青海，旨在搭建
经济交流、商务合作、文化融合
的有效平台，助力青海经济发
展。

亚洲财富论坛执行主席韩剑
锋表示：青海具有独特的气候优
势、资源优势，发展前景广阔，随
着青海对外开放步伐不断加快，
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生态建设等
不断推进，亚洲财富论坛与青海
将有广阔的合作空间，我们将充
分发挥品牌及平台优势，与青海
加强交流合作，实现高质量发
展。此次来青的企业有能源、金
融、农业等领域，企业家们对青海
的投资环境以及相关项目表现出
了浓厚的兴趣，纷纷进行咨询了
解。接下来，企业家们还将赴西
宁、海东考察重点项目，寻求合作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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