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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宁组）近日，西宁
市召开来宁援青干部欢迎会议，贯彻落
实省委省政府第三、第四批援青干部人才
轮换交接大会精神，欢迎、交接第四批援
青来宁工作的8名干部，并对新一阶段对
口支援工作提出了要求。市委副书记马
坚讲话，市委常委、副市长王剑锋介绍市
情，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赵海成主持会
议。

会议指出，对口援青重大战略部
署，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青海
的特殊关怀，广大援青干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以出色的工作业绩、良好的
为民形象，有力促进了全省特别是西宁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族团结。会议
要求新一批来宁援青干部要充分把握
好这一提升自我的宝贵机遇，专心致志
抓学习，心无旁骛干工作，聚精会神想
问题，不负时光，不负使命，在建设绿色
发展样板城市和新时代幸福西宁的广
阔舞台上收获梦想、实现价值。

会议强调，西宁作为受援方、受益
方，要一如既往地全力支持、协调好援青
工作，最大限度发挥好援青干部的重要

作用。各受援单位要珍视国家机关高层
次干部来宁工作的难得契机，妥善解决
援青干部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为
援青干部用心、用情、用智援青解除后顾
之忧、创造良好条件、提供坚强保证。市
委组织部作为工作主管部门，要统筹落
实好各项关心关爱措施，全力做好服务
保障和“留才”文章，努力让援青干部在

“第二故乡”建功立业、书写精彩。
会上，援青干部张广栋、市发改委

主任吴密森分别代表援青干部和受援
单位作了表态发言。

本报讯（记者 小言）8月13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
晓容主持召开全市重点项目投资调度会，分析当前投资
形势，研究解决困难和问题，对项目和投资工作进行再
动员、再部署、再推进、再落实。张晓容强调，各地区、各
部门要按照省委十三届六次全会和市委十四届九次全
会精神，咬紧目标、迎难而上，扎实开展“夏秋季攻势”专
项行动，全力以赴抓项目、促投资、稳增长，确保如期完
成年度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市委常委、副市长王剑
锋，副市长韩生才、杨小民、吴志城参加会议。

张晓容指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发
展环境和持续加大的经济下行压力，在市委、市政府坚
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深入开展“百日攻坚”“会战黄
金季”专项行动，主动作为、紧盯关键、深度挖潜、狠抓落
实，为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工作作出积极贡献。

张晓容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咬定
目标不放松，以有力举措推进项目，以超前眼光谋划项
目，全力以赴抓好项目投资工作。一要坚定信心，全力
决战“夏秋季”。要坚持问题导向，对于未开工项目，要
加强联动、压实责任，集中力量逐个击破“审批、资金、征
拆”等方面的困难，为项目开工创造条件；对于在建项
目，要抢抓项目建设黄金期，倒排工期、接续奋战，努力
形成更多实物工程量。二要加大协调，迅即提质保要
素。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严格执行“周检查、旬协
调、月督办”机制，强化要素保障，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强化沟通、密切配合，为项目尽早实现开复工、达产投
效提供保障。三要主动服务，优化环境下先手。要进
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增强主动服
务意识，压缩审批时限、优化办事流程、提高办事效
率，积极为企业解决水、电、暖、气等方面问题，最大限
度利企便民、激发市场活力、服务经济发展。四要狠抓
谋划，生成项目抓前期。要全面落实省委、市委全会关
于新型城镇化建设战略部署，坚决扛起加快省会隆起、
建设现代高原美丽幸福“大西宁”的历史重任，围绕做
强西宁、做优西宁、做大西宁，积极融入“一带一路”

“兰西城市群”建设，迅速启动2020年和“十四五”重大
项目谋划工作，认真梳理生成一批打基础、立长远、增
后劲的大项目、好项目，促进项目接续滚动、有序接
替，为奋力推进“一优两高”、建设绿色发展样板城市
和新时代幸福西宁提供有力支撑。

一个高寒干旱的高原城市，会让你
联想到什么？

缺 林 少 绿 、色 彩 单 调 、黄 土 漫
天 ……

进入西宁，你的“联想”就会被彻底
颠覆！

从北京来西宁避暑的徐晶被这座
城市惊艳到了——干净整洁的街道、路
旁绿树成荫、鲜花簇拥，一座座公园游
园、一块块绿地如绿色宝石般散落在大
街小巷，这个城市宛如一个大花园。更
让她惊讶的是，这个城市正在打造一处

“中央公园”，建设规划面积达217平方
公里的西堡生态森林公园，同时，还在
打造西部地区首个国际园林博览园，
6540亩工业用地用于建设这座园博园，
相当于每年放弃170亿元的工业产值。

“真没想到，西宁这样迷人！”“蓝天
绿树碧水，真是一座独具魅力的高原城
市 ！”“ 生 活 在 这 样 的 城 市 ，挺 幸 福
的！”……行走在街头，我们经常能听到
外地游客如此说。

处处可见绿拐角遇公园

近年来，细心的市民发现，不经意
间，身边街头的游园绿地在悄然增加，
广大市民感叹“现在的西宁真是处处可
见绿，拐角遇公园！”

“近年来，我市先后建设了西宁环城

国家级生态公园、湟水国家湿地公园、长
青园、苦水沟公园等一批大大小小的公
园，在大力提升城市绿量的基础上，今年
启动‘幸福西宁·花园城市’绿化美化彩
化行动，全力打造一批多彩公园游园，构
筑彩色绿化空间。今年七八月份，6座公
园游园已建成并向市民开放，我市计划
在九十月份还将为市民奉献4座公园游
园，来提升广大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市林草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说。

“气候凉爽宜人，一条条街道满目
葱茏，一座座公园鸟语花香。生活在西
宁这座城市的市民真是幸福！”前不久，
从南京来西宁避暑的赵磊，向他在西宁
工作的同学表达了羡慕之情。赵磊的
感受，也是西宁市民的深切体会：今日
幸福西宁美不胜收，近看满街花，鸟瞰
满眼绿。

咱们家门口就有好风景

“2016 年我们买了新房子，搬来海
湖新区，当时建设得还没有这么好，也
就几年的功夫，这里越来越漂亮了。你
看，我们家周边，有新开园的湟流春涨
园，还有湟水国家
湿地公园、西宁环
城 国 家 级 生 态 公
园，星期天带家里
的老人到公园游园

转转，心情都变好了，孩子爷爷说，出去
旅游那么累，咱们家门口就有好风景。”
采访时市民刘林说。

西宁的公园游园绿地既镶嵌在通
过30年绿化已满目苍翠的南北山间，又
沿着三河六岸分布，同时，还见缝插绿，
让一处处位于高架桥或立交桥下，曾经
水泥化、破碎化的地块变成一处处活力
十足的公园游园，前不久刚刚开园的湟
流春涨园、园树游园就是建设在高架桥
下的游园。我市致力柔化高架桥硬质
界面，优化城市死角，营造怡人绿化空
间。高架桥下的“口袋公园”，让街道环
境更加优美，也成为周边市民茶余饭后
散步的首选。

老家属院旧厂区“变”成公园

原毛纺厂家属院南院蝶变成为一
座精品主题公园——团结公园；

原电化厂被打造成了市民家的“后
花园”——东胜公园；

7月1日，党的生日这天，团结公园
正式向市民开放，一大早市民不断涌入
公园，一睹新公园的亮丽风采。仅仅一
个月后，另一座公园东胜公园开园，令
周边市民欣喜不已。

“我们家门口也有这么漂亮的公园
了！东区公园少，以前大家坐三四十分
钟公交车，就为了逛人民公园，现在我
们也有了‘后花园’，市委市政府为咱们
老百姓办了实事、做了好事！”曾经是老
毛纺厂职工、近三十年一直住在附近的
赵媛媛对记者说。

目前，西宁公园游园建设正逐渐向
城市东边延展、向城乡接合部延伸，公
园游园东边少、西边多的问题逐步得到
解决，得到东区老百姓的交口称赞。西
宁市委市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从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入手，科
学决策，在寸土寸金的城市中，一块块
地块不搞开发搞绿化，为市民打造出一
处处精品公园游园，让老百姓享受到更
多绿色福利。 本报记者 小言

本报讯（记者 施翔）8月7日，市公安局党委召开理
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贯彻市委十四
届九次全会精神。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潘
志刚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市委十四届九次全会深刻阐述了事关我
市当前和长远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奋力推进“一
优两高”、建设现代高原美丽幸福“大西宁”、加快推进新
型城镇化建设进行了全方位的把脉定向，具有重大的现
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全市公安机关要迅速把全
警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全会精神上来，以创新理念
引领全市公安事业发展进步，用能力建设保证职责使命
有效履行。坚决做国家政权的捍卫者、平安西宁的建设
者、公平正义的维护者、群众权益的保障者。

会议要求，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市委全会精神，
是当前全市公安机关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全市公安机关
要深悟原理、搞好结合、务求实效，进一步推动全市公安
工作全面发展；要深刻领会、精准把握市委全会对建设
现代高原美丽幸福“大西宁”的总体要求；要深刻领会、
精准把握市委全会对西宁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的路径方
法。要切实找准贯彻落实市委全会精神的切入点和结
合点，为“做强、做优、做大”西宁再立新功，拉紧责任链
条、倒逼工作落地，以优异的成绩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和青海西宁解放70周年献礼。一要打好安保
维稳工作的主动仗。始终把工作基点放在有效防控和
应对各种安全风险上，持续深化专项打击行动、持续排
查整治治安隐患、持续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持续抓
好网络安全管理，落实好市委全会各项决策部署。二要
打好巩固创城成果的攻坚仗。牢固树立大局意识，按照
市委市政府的统一安排部署，统筹规划、全警参战、强势
推进。三要打好纪律作风建设的持久仗。坚持严管和
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以队伍形象的进一步转变、
精神面貌的进一步提升，确保全力以赴做好大庆安保维
稳工作。

本报讯（实习记者 严进芳）8 月
13 日，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普法
协调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
会普法协调小组组长王霞主持会议并
讲话。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全面依法治
国委员会第一、二次会议精神、省委全
面依法治省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精神、省
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
小组第一次会议精神和市委全面依法

治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精神，审议通过
《中共西宁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普
法协调小组工作规则（试行）》及《2019
年全市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要点》，部署
全市普法年度重点工作。

会议强调，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四个
意识”，不断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以“两个绝对”为标准，以
“两个绝对”具体化为载体，紧密结合实
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确保中央重大决

策和省市委的工作要求不折不扣落到实
处，全面推动新时代全市普法工作。一
是提高站位，把方向，着力提升新时代
普法工作的政治引领力；二是把握重
点，抓融合，着力提升普法工作的感染
力；三是狠抓落实，明定位，着力提升普
法工作的统筹力，围绕建设现代高原美
丽幸福“大西宁”、当好全省新型城镇化
建设排头兵的奋斗目标，为加快建设绿
色发展样板城市和新时代幸福西宁营
造浓厚法治氛围。

张晓容在全市重点项目投资调度会上强调

咬定目标不放松 全力决战夏秋季

全面推动新时代全市普法工作

我市召开来宁援青干部欢迎会议

真没想到，西宁竟这样迷人

市公安局传达学习贯彻
市委全会精神

团结公园团结公园。。 闫鸿摄闫鸿摄

加快建设绿色发展样板加快建设绿色发展样板
城市和新时代幸福西宁城市和新时代幸福西宁

学习贯彻市委

十四届九十四届九次全会精神次全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