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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11日，省委召开常委
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中央有关会议和
条例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听取
有关工作汇报，审议相关文件。省委
书记王建军主持。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中青年干
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从
历史、现实、将来三个维度阐述了

“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的
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为
加强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提供了重
要遵循。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
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
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通结合
起来，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
要练就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
招，在不断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
练、实践锻炼中发扬斗争精神、增
强斗争本领，经受“四大考验”，防
止“四大危险”，努力展现新时代新
担当新作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纳入第二批主题教
育并开展专题研讨，把发扬斗争精
神与弘扬奉献精神结合起来，扎扎
实实推进第二批主题教育走心走实。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致第一
届国家公园论坛的贺信，为办好论
坛、建好国家公园指明了方向。第一
届国家公园论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
生态文明思想，讲好青海故事，传播
青海声音，举办得很成功。要把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精神，与推
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
系示范省建设结合起来，组织好面向
基层群众的宣传宣讲，着力推动贺信
精神进机关、进社区、进企业、进学
校、进乡村。要着力抓好论坛成果转
化，不断拓展、延伸、放大西宁共
识，把论坛取得的成果转化为青海建
设国家公园示范省的具体实践，全力
推进三江源、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
点工作，保护好青海的绿水青山，为
建设美丽中国作出贡献。

会议指出，新修订的 《中国共
产党问责条例》，体现了党内制度的
与时俱进，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又一
重要制度创新，充分彰显了党中央
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要学习
好，结合开展主题教育，在学懂弄
通上下功夫。要理解好，深入领会
精神实质，严明党的纪律戒尺。要
宣传好，有效覆盖每一名党员，确
保知纪守规、警钟长鸣。要把握
好，避免泛化、简单化，体现政治
性、精准性和实效性。要执行好，
扛起管党治党责任，坚决维护 《条
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会议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周年民族工作创新与发展座谈
会，是盘点民族工作成就、总结民
族工作经验、部署民族工作任务的
重要会议。要认真贯彻座谈会精
神，总结好全省民族工作，谋划好
下一步民族工作创新发展的体制机
制，不断为全国的民族工作贡献青
海智慧。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
央高度重视脱贫攻坚工作，现在到了
最关键的时候，思想不能放松，工作
不能懈怠。要统筹抓好脱贫攻坚各项
工作，与时俱进做好脱贫攻坚后续工
作，用最大的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
确保交出合格答卷。要对历史负责，
做好基础基本工作，迎接好明年的国
家普查。

会议决定追授宽卓太同志“全省
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听取了十三届
省委第五轮巡视综合情况和省交通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组建进展情况的汇
报，审议了《落实〈关于加强金融服
务民营企业的若干意见〉 的若干措
施》，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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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肖芳） 9 月 11 日，市委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指导组培
训会召开，省委第一巡回指导组有关同志出
席会议并对指导组工作给予具体指导，市委
常委、组织部长、市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副
组长赵海成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纪
委书记刘浩年主持会议。

会议宣读了市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关
于成立西宁市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指导组的通知》，为扎实推进主题教
育，市委决定派出10个指导组，全程指导7
个县区和92个单位。

会议强调，第一，要提高政治站位，
切实增强使命感责任感。指导组的每名成
员，尤其是指导组组长，要站在讲政治、

讲大局的高度，充分认识扎实开展好这次
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充分认识主题教育
指导工作所担负的重要使命，充分认识在
主题教育中经受历练是难得的重要机遇，
一定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精神和省
市委要求上来，进一步强化使命感、责任
感，始终以严的标准、严的措施、严的纪
律，认认真真、不折不扣把好质量关，确
保主题教育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第二，要
找准工作定位，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工
作。一要抓实主体责任，二要抓实学习教
育，三要抓实调查研究，四要抓实检视反
思，五要抓实整改落实，六要抓实组织生
活，督促指导各县区各部门各单位主题教
育迅速启动、扎实推进，做到不偏、不

空、不走样变形。第三，要讲究方式方
法，提高指导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一要
坚持严督实导，二要坚持分类指导，三要
坚持无缝衔接，四要坚持严谨细致，以高
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强烈的事业心，全身心
地投入到工作之中。第四，要加强自身建
设，树立指导组良好形象。一要振奋精
神，二要刻苦学习，三要加强团结，四要
严格自律，始终带头做践行初心使命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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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西宁的底色是绿色，幸福西宁的天
空是蓝色，而随着幸福西宁首次开通“中国
红”城市快客公交线路，它的色彩将更加绚烂
多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也将无比骄
傲。9月11日上午，西宁市举行城市快客运
营开通仪式，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晓容出席开
通仪式。

颜值高，
中国红城市快客上线运营中国红城市快客上线运营

红色代表着吉祥、喜庆、激情，具有浓浓
的中国元素，此次全新定制的城市快客公交
车车身颜色就选择了红色作为底色，在高原
绿、西宁蓝、河湖清的映衬下，中国红城市快
客公交车将与西宁的城市环境融为一体，彰
显绿色出行新风范，这么高的颜值一定会成
为西宁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记者从中国红城市快客公交线路开通运
营仪式上获悉，此次首开的城市快客公交线
路，早班车发车时间为早6点40分、末班车发
车时间为晚7点，采用双向对发智能的定时定
点发车模式，在早、中晚高峰期平均5至10分
钟就能发一趟车，票价为投币、扫码2元/次/
人，使用公交IC卡刷卡1.5元/次/人，老年卡、
学生卡按照票价批复与“快速公交”（301—
304线路）票价执行。 3条城市快客公交具体
运行线路如下：

K1线：海湖新区—凤凰山快速路—中心
广场—凤凰山快速路—东川工业园区

线路走向：五四西路公交首末站（绿地
云香郡站点）始发，经五四西路、光华路、昆
仑西路、羚羊路、羚羊路匝道口进入凤凰山
快速路，园树立交桥匝道驶出凤凰山快速
路进入同仁路、五四大街、中心广场、长江
路、南山路、劳动路、劳动路匝道口驶入凤
凰山快速路，湟中路匝道口驶出凤凰山快
速路进入南山东路、民和路、昆仑东路、金
汇路、开元路、金桥路、到达昆仑东路管委

会大厦站。单程 23 公里（其中凤凰山路运
行 9.8 公里），配备车辆 17 台，返程时按原路
线反向行驶，线路沿途共停靠绿地云香郡
小区、省残联、刘家寨、昆仑十字、气象巷、
中心广场（北）、昆仑桥、南山公园路口、湟
中路南口、和盛园小区、开发区广场、管委
会大厦 12 处站点。

K2线：海湖新区—凤凰山快速路—东川
工业园区

由五四西路公交首末站（绿地云香郡站
点）始发，经五四西路、光华路、昆仑西路、羚
羊路、羚羊路匝道口进入凤凰山快速路，湟中
路匝道口驶出凤凰山快速路进入南山东路、
民和路、昆仑东路、金源路到达终点金达路调
度站。单程 24.2 公里（其中高速公路运行
12.3公里），配备车辆15台，返程时按原路线
反向行驶，线路沿途共停靠绿地云香郡小区、
省残联、刘家寨、湟中路南口、和盛园小区、管
委会大厦、金源路口、金达路（佳合铝业）8处
站点。

K3线：城中区城南地区—西塔高速—中
心广场

由城中区城南地区仁济医院公交首末
站始发，经园丁路、南京路、奉青路高速匝
道进入西塔高速，园树立交桥匝道驶出凤
凰山快速路进入同仁路、西关大街、黄河
路、五四桥，到达终点中心广场北站。单程
运行 14 公里（其中高速公路运行 10 公里），
配备车辆 18 台，返程时右转经长江路、西关
桥、黄河路后按原路线返回，线路沿途共停
靠城中区城南地区（仁济医院）、城中区政
府、奉青路口、昆仑十字、纸坊街、中心广场
（北）6 处站点。

速度快，
海湖新区到东川工业园区仅半小时海湖新区到东川工业园区仅半小时

城市快客公交到底有多快，开通首日记
者以乘客的身份乘坐快客公交进行了体验。

记者乘坐K1线上午9点55分从海湖新区绿
地云香郡小区出发，仅仅经过两站车辆就驶
入了凤凰山快速路，绕道市区后，车辆半个小
时又从劳动路匝道口再次驶入凤凰山快速
路，从海湖新区到东川工业园区仅半个小时
的时间。

更舒适，
一人一座提升乘客乘车体验感一人一座提升乘客乘车体验感

与常规公交车相比较，城市快客公交具
有运行速度快、准点率高、舒适性好等特点，
此次上线的城市快客都是最新研发的12米一
级踏步纯电动车、空气悬挂减震、座椅软垫配
置并加配安全带，长距离乘坐特别舒适，加上
320公里的续航里程，非常适合在高寒地区使
用。除了乘坐舒适外，城市快客最为吸引市
民的还是一人一座的乘车体验，坐上车后在
车辆安保人员的提示下，所有乘客都需要紧
系安全带，乘客的安全得到了保障，由于城市
快客有发车点，因此乘客在乘车时，无需全部
坐满才发车，而是到点就发，确保市民出行便
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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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宁亚琴） 9 月 10 日至 11
日，2019年全国机关党建工作研讨会在青海
西宁召开。会议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全面提高新时代机关党的建设
质量”为主题开展研讨交流。中央和国家机
关工委副书记李勇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常
委、秘书长、省直机关工委书记于丛乐到会
致辞。

会议提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从统
揽“四个伟大”战略高度，精辟论述了新形
势下加强和改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的
重大意义、使命任务、重点工作，科学回答
了机关党的建设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

题，是加强新时代机关党的建设、特别是中
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的“顶层设计”，是
全面提高机关党的建设质量的“金钥匙”，
是深入推进机关党的建设的“军令状”，是
巩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成果的“及时
雨”，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加强中央
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乃至各级机关党的建
设，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

会议强调，学习贯彻好会议精神，关键
是要学深悟透总书记重要讲话的精神实质、
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要深刻领会机关党的
建设的使命任务，深刻领会各级机关首先是
政治机关的政治属性，深刻领会解决机关

“灯下黑”问题的现实紧迫性，深刻领会推

进新时代机关党的建设的重点部署，深刻领
会新时代机关党建工作的特点规律，深刻领
会机关党的建设主体责任，切实增强贯彻落
实的自觉性、坚定性、精准性，以扎实有力
举措推动机关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

会议还围绕充分发挥党刊党网的重要思
想阵地作用，进一步加强机关党建理论研究
和宣传交流等进行了研讨。

本次会议由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机关党
建研究杂志社、旗帜杂志社及青海省直机关
工委联合主办。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单位机
关党委负责同志，全国各省区市、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副省级城市和有关地市机关工委
负责同志共150人参加会议。

全国机关党建工作研讨会在西宁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