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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瑞欣） 近日，家住海亮大
都汇小区的孙志明多了一个习惯——饭后去团
结公园散散步，因为这里是他曾经的家。“曾经
破旧的老房子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精致漂亮
的主题公园，这真是一个令人欣喜的大变化。
公园让老旧小区焕然一新，这种身边的改变让
我尝到了幸福的味道。真好！”孙志明说。绿
城、花城……今夏的西宁街头处处绿草如茵、
花红柳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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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暑假回家的大学生曹娜也有类似的“幸福
感”。当她带着同学从机场回家经过凤凰山快速路
时，一路美景相伴，一条鲜花簇拥的高颜值大道
让她在同学面前颇有面子。“我外地同学看到这样
的景色一直夸赞，这让我心里十分自豪。”曹娜
说。

近年来，一座座公园惊艳亮相，一抹抹绿色
点亮生活，一点点嫣红透出靓丽……这是我市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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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铿锵有力的脚步声。在推动城乡绿化成果高质量
发展，为全市人民提供高品质生活的进程中，市
民看到了持续加大裸土覆绿力度的切实成果，从
身边的“口袋公园”到街角公园，从中心广场、
新宁广场到北门坡绿地、三角地游园，从中庄铁
路文化广场、长青园到通海桥景观公园、解放渠
游园……很多像孙志明和曹娜一样的西宁市民，
因为城市生态绿化品质的提升，获得了实实在在
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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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志明对团结公园的情怀不仅因为这里将原
有的老旧楼院换了新貌，更是因为在这个公园里
他找到了生活的印记。在他的带领下，记者看到
了原本楼院里建立的蓄水塔，还有生长了几十年
的那棵老榆树。孙志明一边走一边告诉记者：“你
看，这是我们厂建立的一个蓄水塔，本以为拆迁
的时候会把这个拆除，没想到公园开放后我们还
能看到它的身影，真是让人惊喜，这里面都是我
们生活过的回忆啊！”

王强是原毛纺公司的下岗职工，楼院拆迁前
他们一家人一直居住在这里，自从接到拆迁通知
后，他们一家人就对这里的改变充满期待。团结
公园开放了，王强带着家人第一时间赶到，眼前
的景象让他有些惊讶，一个靓丽的主题公园跃然
眼前，从前的破旧楼院彻底改变了面貌，每走一
步他都忍不住环顾四周，细细品味每一处的美
好。“真是太美了，我喜欢这样的改变，也热爱这
样的生活！”王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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姹紫嫣红、绿树成荫，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在昆仑大道绽放，这条贯穿着城东区、城中区、
城西区的道路全线都被绿色所包围。见缝插绿，
破硬建绿，各区统一步调将人行道两侧原本独立
的一个个小树池连接，把原本的颠簸路面建成了
延续性的绿篱。在人行道和分车带内种植了大规
格油松、国槐、丁香、海棠等花灌木，极大地改
变了这里原本色彩单一的绿化面貌。不仅如此，
每一个交叉口或拐角处，也都摇身一变，成了迷
人的小景观，配备栽植着大规格造型油松和各色
鲜花。

火车站休闲广场上，以“一带一路”为主
题的造型草雕融合着环湖赛等独具特色的文化
元素让人眼前一亮，作为迎接各地宾客的大
门，这里可谓一步一景。从西安来西宁的游客
李姗姗不禁感慨：“西宁这座城市真是太美了，
这种不一样的美超出了我的想象，光看广场上
的这些草雕就觉得很新颖，很有文化特色和地
域特色。”

今年，西宁市委市政府提出了要完成新增园
林绿地面积80公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增至12.5
平方米新目标。一场“高原绿”建设行动正在
西宁全面推进！当我们漫步在街头时，总有新
绿映入眼帘，这些城市公园、花街带给我们的
是一份独有的安静与舒适，相信在这样的发展
中，西宁百姓的获得感会越来越强，幸福指数
也会越来越高。

破旧老房子变身美丽大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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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肖芳）为进一步发挥典
型案件教育震慑作用，促进群众身边不正
之风和腐败问题查处，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向基层延伸，近日，市纪委通报了4起民生
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典型案例。

城东区原清真巷社区党工委副书记、
纪工委书记马跃梅对残疾人补助金监管
不力问题。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马
跃梅对分管工作疏于监管，审核把关不
严，致使原清真巷社区公共服务中心残联
专干马永梅（2019年3月移送司法机关处
理）多次以取现及刷卡消费的方式将30名
残疾人的重度护理补贴、困难生活补贴资
金共计3.65万元贪污。2019年6月，马跃梅
被诫勉谈话。

城北区朝阳街道朝阳社区原党委书
记、居委会主任白丽芳挪用群众自筹资金
问题。2015年10月至2017年9月，白丽芳
利用职务便利多次违规挪用朝阳社区收
取群众的棚户区及天然气改造自筹资金
共计 121.5184 万元，用于个人支出。2019
年5月，白丽芳受到开除党籍处分，涉嫌犯
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大通县新庄镇下山村原党支部书记
马福全冒领侵吞他人工资、骗取群众补偿

款问题。2014年至2016年，马福全利用职
务之便，以村团支部书记马某林外出务工
无法正常工作为由索取马某林工资卡，虚
报冒领其村干部报酬 4.7 万余元。2009 年
至2017年，马福全以冶某成的名义，骗取
集体土地退耕还林补偿款 0.37 万元等。
2019年2月，马福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违
纪所得全部追缴。

湟源县大华镇红土湾村党支部书记
张桂秀侵占独生子女、双女户参合金问
题。2014年至2017年，张桂秀在发放独生
子女以及双女户参合金的过程中弄虚作
假，伪造未领取参合金农户的签字、手印，
将 0.456 万元农户参合金占为己有，并以
各种借口应付农户。2019年4月，张桂秀受
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纪款项全部追回
并发放给相关农户。

通报指出，上述4起典型案例说明有
的基层党员干部党纪国法观念淡漠，利欲
熏心，胆大妄为，严重损害群众切身利益，
破坏了党和政府形象。通报强调，广大党
员干部要从中汲取深刻教训，引以为戒。
各级党组织要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加强对本地区本部门党员干部
的教育管理监督，切实把整治和查处民生

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作为重要政治任务，
进一步压实主体责任，解决好群众反映的
突出问题。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零容忍
的态度，聚焦民生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严肃查处贪污侵占、虚报冒领、截留挪用、
优亲厚友等群众反映集中的问题，聚焦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集中整治，严查推诿扯
皮、敷衍塞责、冷硬横推等不作为、慢作
为、乱作为问题，特别是县区纪委和乡镇
纪委要敢于担当，敢于碰硬，主动出击，以
严明的纪律确保党的各项惠民政策落地
见效，切实维护好群众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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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悠然）7月15日，记者从
市城管局获悉，我市今年将新建公厕 33
座，提升改造公厕 40 座。目前，四区、园
区、三县建设任务正在有条不紊进行。

开展“厕所革命”，是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厕所革
命”重要指示精神的重要举措，是落实市
委市政府关于公厕建设总体部署的实际
行动，是为民办实事的重要体现，我市城
管部门以打造绿色发展样板城市为契机，
本着“全面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建
改并重、方便群众、卫生适用、有利排放、

便于清运、经济美观”的原则，通过政府投
资建设、市场化方式建设和动员沿街社会
单位对外开放等形式，已达到了住建部

“每万人4座”的设置标准，同时完善辖区
公厕导向标志，在公厕周边主要道路醒目
位置设置500余个公厕导向牌，为市民如
厕提供方便。在公厕建设中，城管部门严
格把控质量，严格落实建设工程质量管控
制度，新建公厕做到“一厕一方案”，严格
落实男女蹲位比例；改建公厕按照三类升
二类、二类升一类的标准至少提升一个档
次；对照公厕建设标准，注重细节，在建筑

设计、设备选型、功能服务、管理水平上力
争有新的提升，打造出一批精品公厕。在
运行中，通过“每天监督+每周检查+每月
联评”模式，对公厕的开放时间“五净、六
无、两好”公厕管理标准、管理人员履职尽
责情况进行巡查和督导。截至目前，全市
城区内共有公厕576座，免费开放公厕281
座。今年以来，为切实解决市民夜间如厕
问题，市城管局在全市中心城区、窗口地
段、人流分布密集等地区24小时免费开放
53座公厕，还对主城生活区域的26座公厕
开放时间延迟至24时。

本报讯（记者 金华山）7 月 16 日，第
十八届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三
赛段的比赛——多巴至贵德赛段在多巴
发枪，本赛段是本届赛事第一个设置有
爬坡的赛段，经过了第一、第二两个赛段
的适应，第三赛段各队已经有相应的战
略部署，争夺异常激烈，特别是对于第一
个爬坡积分的争取更是激烈。最终，甘肃
车队获得最多的爬坡积分穿上圆点衫。法
国马赛车队继续强势夺下赛段冠军，黄
衫、蓝衫均发生了变化。

7月16日，2019第十八届环青海湖国
际公路自行车赛进入到第三赛段多巴至

贵 德 的 比 赛 。比 赛 路 线 为 多 巴 基
地-X158-多巴入口进入G6-扎麻隆出口
转入G0612-西塔高速-S101-贵德县城，
全程140公里。本届环湖赛的第一个爬坡
点设在赛程 82.72 公里处的拉脊山垭口，
坡顶海拔最高达到3782米，是一个HC级
（特级）爬坡点。本赛段在 58.50 公里处还
设置了一个途中冲刺点，217号选手李自
森依旧抢夺了第一名的积分，爱尔兰
EVOPRO 车队的怀特豪斯·丹尼尔和蒙
克·赛勒斯获得本赛段冲刺点的第二、第
三名。

途中冲刺点过后，李自森在 61 公里

处退回大团，领先的 3 人小组变
成了以爱尔兰 EVOPRO 车队为
主的 2 人领先小组，领先 2 人组
的领先优势开始被缩小。比赛
进入到爬坡路段，李自森又从
大团突出，追赶领先集团，此时
3 人在爬坡赛段继续领先。比赛
时差不断被缩小，随后 3 人领先
集团变成了怀特豪斯·丹尼尔 1
人领先集团，领先时间为 2 分 15
秒。

由于本赛段是爬坡赛段，这
对于爬坡型选手来说正是展示技
术的好时机，最终甘肃银行队的
207号选手杜阿尔特·桑多瓦尔拿
下本届环湖赛首个爬坡点第一的
积分。

经过激烈的比拼，法国马赛
车队的 22 号选手格鲁·爱德华
以 3 小时 21 分 14 秒的成绩将第
三赛段冠军收入囊中。意大利内
里索托利车队的帕西奥尼·卢卡
获得赛段第二。青海天佑德车队
的 211 号选手乔纳森·蒙塞夫获
得赛段第三。这是天佑德车队在

本届环湖赛中获得的第二个赛段第三
名的成绩。而当日的黄衫主人是哥伦比
亚麦德林车队 141 号选手塞维亚·奥斯
卡，甘肃银行队的 207 号选手杜阿尔特·
桑多瓦尔穿上了本届环湖赛的第一个
象征“爬坡王”的圆点衫，象征“亚洲最
佳个人”的蓝衫也更换了主人，由米奇
尔顿单车交易车队的 166 号选手刘建坤
获得。

值得一提的是，本土车队在本届赛事
一直保持着一个良好势头，几支国内车队
在前三个赛段都已经登上了领奖台，这在
过去是没有发生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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