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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市委统一部署，2018年8月20日至
10 月24 日，市委第四巡察组对西宁市统计
局党组进行了巡察，并于2019年2月19日反
馈巡察意见。按照党务公开原则和巡察工作
要求，现将巡察整改情况予以公布。

市统计局党组高度重视巡察反馈问题
整改工作，先后召开局党组会、专题民主生
活会、干部职工大会推动落实整改。针对反
馈的 4 个方面 12 个问题，制定 25 条整改措
施，目前已整改完成反馈问题10个。坚持党
的领导方面，制定《局党组议事规则》，严格
落实“三重一大”“四个不直接分管”和“末位
表态”等制度，确保党组领导核心作用得到
充分发挥；持续加强统计法治教育，举办统
计法治及统计执法检查培训班，对《防范和
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督察工作规定》等
文件要求进行再学习再研讨再落实。加强党

的建设方面，修订《局党组党建工作责任
制》，建立《党建工作责任清单》，每季度定期
检查落实情况，强化党组织书记的主责主业
意识；持续开展党组中心组学习，带动全体
党员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党组班
子成员积极参加党支部组织生活会，认真
撰写发言材料，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制定

《西宁市统计局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规程》，
严格按照程序开展干部选拔任用；对全局
各类规章制度进行全面梳理和查漏补缺，
建立完善 15 项制度。全面从严治党方面，
制定《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施办法及考
核细则》，建立《党组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
体责任清单》《班子成员工作责任分解
表》，强化党组主体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
双责”；加强对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情

况的监督检查，每季度听取党组班子成员
及各科室 （中心） 负责人履责情况汇报；
运用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增强干部依纪
依规依法履职意识；制定《局发文办会工作
制度》，严格规范发文办会流程，严把数量和
质量。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方面，修
订《西宁市统计局财务管理制度汇编》，制定

《西宁市统计局内部控制制度》，加强财务
管理，清退违规开支，严肃财经纪律；规范专
项资金的申请、核拨、使用、结算程序，杜绝
专项统计经费挤占、挪用、截留，杜绝不合理
开支。整改期间，责令检查12人。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对巡察整改情况进
行监督。如有意见建议，请及时向我们反映。
联系电话：0971—6142979；邮政信箱：西宁
市黄河路 90 号，邮政编码 810000；电子信
箱：xnstjjbgs@163.com。

根据市委统一部署，2018年8月20日至
10 月24 日，市委第四巡察组对西宁市文联
党组进行了巡察，并于2019年2月15日反馈
了巡察意见。按照党务公开原则和巡察工
作要求，现将巡察情况予以公布。

市文联党组高度重视巡察反馈意见整
改，针对巡察反馈的4个方面13个问题，制
定33条整改措施，目前10个问题已完成整
改。坚持党的领导方面，修订《市文联党
组工作规则》，发挥党组领导核心作用；制
定《市文联所属文艺家协会联络员工作职
责》《西宁市文联专家指导委员会工作职
责》，加强党组对协会的日常管理和监督；
健全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机构，制定《市文
联意识形态工作应急处置制度》《市文联文
艺家协会文艺活动申报制度》 等 5 项制
度，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党的

建设方面，建立党支部书记抓党建工作责任
清单，加强检查督导，压实党建工作责任；修
订《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规则》，党组中
心组集中学习 7 次；制定《市文联党支部
2019年党建工作计划》，督促党支部严格落
实“三会一课”制度；组织发展党员工作
专题辅导，规范党员发展程序；积极安排
党务干部和协会干部参加有关部门举办的
各类培训班，提高党务干部和协会干部综
合能力。全面从严治党方面，修订《党组
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清单》，
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夯实责任压
力；组织党员干部签订廉洁文明家风承诺
书，培养党员干部及家庭成员的清廉理念；
加强机关作风建设，修订《市文联机关人员
请销假和考勤制度》，建立机关人员考勤登
记台账；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对涉及

巡察反馈问题的 7 名责任人进行提醒谈
话。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方面，组
织机关干部认真学习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及
其实施细则精神和省市贯彻措施，规范业
务经费使用，压缩创作采风活动经费预
算，清退违规开支；组织财务人员认真学
习《会计人员管理办法》和《政府会计准
则》，增强财经纪律意识；加强专项资金和
固定资产的管理使用，专项资金实行专人
管理、专户储存、专账核算，固定资产分
类张贴标签并建立登记台账。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对巡察整改情况进
行监督。如有意见建议，请及时向我们反
映。联系电话：0971-6142475; 邮政信箱：西
宁市黄河路90号市政府综合楼市文联巡察
整 改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办 公 室 ，邮 政 编 码
810001；电子邮箱：546264750@qq.com。

根据市委统一部署，2018年8月20日至
10 月24 日，市委第四巡察组对西宁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党组进行了巡察，并于 2019
年2月15日反馈了巡察意见。按照党务公开
原则和巡察工作要求，现将巡察整改情况予
以公布。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党组把巡察问题
整改作为重要政治任务，针对巡察组反馈的
4 个方面 10 类 22 个具体问题，研究制定 53
条整改措施，狠抓整改落实，目前已整改完
成20个具体问题。坚持党的领导方面，组织
全体干部职工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并将
中央、省、市对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的有关部
署和要求纳入党组中心组理论学习和干部
职工集体学习计划，力求吃准悟透，融入工
作实践；开展专题教育辅导、学习交流4次，

提升了学习教育效果；完善《西宁市公共资
源交易项目进场交易管理制度》《招标代理
机构进场交易管理制度》《投标保证金管理
制度》等 8 项工作制度和建设项目、政府采
购、土地矿产、产权交易等8类（项）交易流
程，初步形成全市7大类28项《公共资源交
易目录清单》，进一步规范交易活动。加强党
的建设方面，把党建工作目标纳入整体工作
目标考评体系，党组班子成员与各部室签订
年度《工作目标责任书》；建立《中心领导工
作督查调研台账》，修改完善《党组议事规
则》《党组定期研究部署党建工作制度》等制
度 38 项，有效促进了党建与业务工作的深
度融合。全面从严治党方面，印发《党风廉政
建设主体责任清单》，签订《党风廉政建设工
作目标责任书》《廉洁自律承诺书》，建立《干
部廉政档案》；制定岗位廉政风险点防控措

施及工作台账，党组主要负责人及班子成员
不定期对分管部室进行检查问效；开展谈心
谈话17人次，及时解决倾向性苗头性问题。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方面，认真开展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集中整治，全体干部职
工自查发现问题91个，建立整改台账，不断
增强整改成效；修订《财务管理制度》《财务

“一支笔”审批制度》《固定资产管理制度》
《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使用管理制度》等，规范
程序、堵塞漏洞。整改期间，提醒谈话和批评
教育7人。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对巡察整改情况进
行监督。如有意见建议，请及时向我们反映。
联系电话：0971-7661385；来信地址：西宁市
城北区海西路25-107号西宁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办公室，邮政编码810003；电子邮箱：
2186038291@qq.com。

中共西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党组关于巡察整改情况的通报

中共西宁市统计局党组关于巡察整改情况的通报

中共西宁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关于巡察整改情况的通报

本报讯（记者 悠然）近日，记者从市城管局
获悉，2018年住建部对全国46个重点城市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考核中，西宁市位列第20名，是
西北省会城市首位。2019年我市全面推进生活
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到年底生活垃圾分类达标
小区覆盖率将达到60%。

目前，西宁市区已有25个街道办事处、106
个社区、85个居民小区、45个机关企事业单位、
115所学校和3家市级医院被列为生活垃圾分
类试点。累计投放室外分类式垃圾桶 2000 余
组、购置生活垃圾分类运输车8辆，更新分类垃
圾箱17000余个。截至目前，全市生活垃圾分类
达标小区居民户数达9.6万户，生活垃圾分类达
标小区覆盖率达到30%，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
过半的目标要求。到2019年底前，生活垃圾分
类达标小区覆盖率达到60%，垃圾分类工作人
员和督导人员培训率达到90%，生活垃圾分类
知晓率不低于85%，达标单位覆盖率达90%，可
回收物和厨余垃圾的回收利用率合计达到25%
以上。同时，加强对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环
节的督导检查，研究探索适合西宁实际的、行之
有效的垃圾分类收运、处置系统，最终实现生活
垃圾的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利用。并积极推
进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旅游景点等重点行
业领域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通过党政机关示
范带头、企事业单位积极推进、全社会共同参与
的模式，实现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生活垃圾分
类全覆盖，A级景区和各大公园等旅游景点生
活垃圾分类全覆盖。另外，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
宣传活动，通过集中培训、设置提示牌、监督岗，
发放文明倡议书，配备引导员等方式，全力推进
生活垃圾分类进学校、进社区、进医院、进机关。

年底我市生活垃圾分类

达标小区覆盖率将达到60%

本报讯（记者 芳旭）6 月 9 日，青海又一次
刷新了世界纪录！自 6 月 9 日零时至 23 日 24
时，我省启动连续15天360小时全部使用清洁
能源供电，所有用电均来自水、太阳能以及风力
发电产生的清洁能源。与“绿电15日”同时发
布的“绿电指数”，用于综合反映绿色电力发展
总体水平，是清洁能源发展的又一创新实践。

青海是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的发源地，水电
资源丰富且太阳能资源得天独厚，是国家重要
的区域能源接续基地。秉持“生态保护第一”发
展理念，青海省大力推进能源绿色转型，新能源
产业迅速崛起，“绿电行动”也成为青海推进能
源结构清洁转型的“金色”名片。

15天360小时全清洁能源供电
据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

记祁太元介绍，为进一步提升服务清洁能源发
展水平，助力青海生态文明建设、打造能源转型
青海新样板贡献电网智慧和解决方案。在第二
十届青洽会期间，策划实施青海电网连续15天
360 小时全清洁能源供电，以实际行动践行绿
色发展理念，向人们展示最大限度减少对化石
能源依赖、推广使用清洁能源的广阔前景。

与去年的“绿电9日”相比，省内电网规模进
一步扩大，配置能力进一步增强，青海新能源主
要断面送出能力由160万千瓦提升至240万千
瓦，同比提高50%。目前，全省电源装机达到2975
万千瓦，同比增长12.7%。其中新能源装机达到
1391万千瓦，占比达46.7%，超过水电（1192万千
瓦，占比40%），成为省内第一大电源。

首次发布“绿电指数”
“青海电网已连续三年开展全清洁能源供

电实践，在不断刷新供电时长新纪录的同时，我
们也发现单一时间维度难以准确评价清洁能源
高质量的发展水平。”祁太元说，需要建立一整
套绿电评价标准，规范、系统、科学地评估绿色
电力发展水平，更好地服务清洁能源发展。为
此，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联合国内顶尖科研机
构，研究构建绿电指标体系，探索建立清洁能源
发展评价标准，创新提出“绿电指数”概念。

据了解，“绿电指数”概念旨在解决绿电行动
单一时间轴的延长，不能全面反映清洁能源发展
状况的难题，并能够直观反映“绿电”开发利用水
平及趋势，通过“绿电指数”的对比分析，可为青海
清洁能源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参考。同时，在全国
范围内、国际类似区域具有示范价值和推广前景。

（上接A02版）“利剑一号”集中行动期
间，各级公安机关共清查各类行业场所4492
家（次），办理涉黄涉赌案件42起，治安处罚
152人；查处各类交通违法犯罪案件954起，
查获非法营运车辆并移交运管部门20起；破
获环保领域案件1起；破获毒品案件6起，缴
获毒品3.54公斤，查找、管控脱失吸毒人员
81 名；收缴非法枪支 63 支、各类子弹 1865
发、炸药253公斤、雷管2105枚、索类爆炸物
4114米、管制刀具268把。

●典型案件
一、西宁“以袁某某为首的黑社会性质

组织案”
2018年10月11日，西宁市公安机关根据

举报线索，对以袁某某等人涉嫌组织、领导、参
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立案侦查。相继抓获袁
某某等32名组织领导者及骨干成员，追缴涉

案资产2.2亿余元，同步移交纪检监察部门违
纪违法案件线索154条、4人。经查，该团伙自
2007年成立某集团公司以来，在无履约能力、
无资金实力、无施工资质的情况下，承揽了省
内、外30余个工程建设项目。为达到非法敛财
的目的，有组织地实施了故意伤害（致1人死
亡、多人伤残）、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敲诈勒
索、强迫交易、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强奸、串通
投标、骗取贷款、行贿等违法犯罪活动23起，
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涉案金额数亿元。

二、海西“以殷某某为首的恶势力犯罪
团伙案”

2019年5月31日，海西州公安机关根据
公安部、省公安厅督办的群众举报线索，对
以殷某某为首的恶势力犯罪团伙案件立案
侦查。相继抓获殷某某等9名犯罪嫌疑人，
现场查扣、冻结资金 1300 余万元和其他财

物。经查，殷某某等人长期以来纠集在一
起，以殷某某名下多家公司为掩护，长期垄
断格尔木市蔬菜及猪肉市场，欺行霸市、欺
压商户、控制菜价肉价，涉嫌实施故意伤害、
滥伐林木、强迫交易、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
活动，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社会影响恶劣。

三、黄南“以奴某某为首的恶势力犯罪
团伙案”

2018年12月18日，黄南州公安机关根据
公安部转办的案件线索，对以奴某某为首的
恶势力犯罪团伙案件立案侦查。相继抓获奴
某某等团伙成员14人，追缴涉案资产29万
元，同步移交纪检监察部门违纪违法案件线
索2条、8人。经查，犯罪嫌疑人奴某某等人长
期在黄南州同仁县实施高利放贷、暴力讨债，
并在承包工程转包时实施非法拘禁、敲诈勒
索等违法犯罪活动6起，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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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又一次刷新了世界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