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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召开
王晓韩越出席并讲话
本报讯（记者 肖芳）9 月 11 日，全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工作会议在市委党校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
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及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
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和全省“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要求，对全市主题教
育进行动员部署。市委书记、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王晓，省
委第一巡回指导组组长韩越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晓容
传达了中央和全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和主题教育
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精神，市委副书记马坚具体部署全市主题
教育工作，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赵海成主持会议。省委第一巡回指导组
成员，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曹健松，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段发
达，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党员副主任，市政府党员副市长，市政协党
员副主席，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班子成员出席会议。
王晓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的一系列重要论
述，站位高远、视野开阔，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
性、战略性、针对性、指导性，是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根
本指针，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献。王沪宁同志的讲话，通篇
贯穿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
既是对第一批主题教育阶段性成果、
创新
性做法、
规律性认识的总结提炼，
又是紧扣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的工作部
署，对于我们开展好主题教育具有重要指导作用。王建军同志的讲话，全
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
阐明了主题教育在青海落地落实的思想、
方法、
路径，
对于我们开展好主题教育提供了工作指引、
方法指导。
王晓强调，
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不忘初心、
牢记
使命”
的重要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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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紧围绕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
牢牢抓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这个根本任务，
全面把握
“守初心、
担使命，
找差距、
抓落实”
的总要
求，
把学习教育、
调查研究、
检视问题、
整改落实有机融合、
贯穿始终，
坚持抓
思想认识到位、
抓检视问题到位、
抓整改落实到位、
抓组织领导到位，
坚持做
实规定动作与抓实自选动作相结合，
坚持自选动作服务于规定动作，
高起点
高标准高质量开展好主题教育，
努力实现理论学习有收获、
思想政治受洗
礼、
干事创业敢担当、
为民服务解难题、
清正廉洁作表率的目标，
为全面落实
“四个扎扎实实”
重大要求、
奋力推进
“一优两高”
和加快建设公园城市、
绿色
发展样板城市、
新时代幸福西宁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坚强政治保证。
王晓要求，要学习贯彻重要论述，确保主题教育方向对头、路子对
头。一是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
命，深刻揭示了主题教育“是什么”的基础性问题。二是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开展主题教育的历史时点，深刻揭示了主题教育
“正当其时”的时代性问题。三是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
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深刻揭示了主题教育“为什么”的根本性问题。四
是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主题教育的目标要求，深刻揭
示了主题教育“干什么”的方向性问题。五是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
深刻阐明了主题教育的重点措施，深刻揭示了主题教育“怎么干”的关键
性问题。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中读懂初心、悟透使命，矢志不渝地跟着
党踏上新时代新征程、展示新担当新作为。
王晓强调，要牢牢把握根本任务，确保主题教育主题突出、主线突
出。一是要吃透中央批准的学习教材，二是要强化自觉自主的学习方
法，三是要提升融会贯通的学习境界，扎扎实实地抓好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根本任务。
王晓要求，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确保主题教育措施精准、方法精
准。一是调查研究要精准，二是检视问题要精准，三是剖析根源要精准，
四是整改落实要精准，五是专项整治要精准，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
领，把自身问题找实，把问题根源挖深，把突出问题解决好，做到忠诚干
净担当、为民务实清廉。
王晓强调，要全面落实政治责任，确保主题教育组织有力、领导有
力。一是要坚定履职尽责，做到以上率下，二是要坚持分类指导，做到精
准施策，三是要加强督促指导，做到严督实导，四是要坚持统筹兼顾，做
到整体推进，确保主题教育有力有序有效推进。
韩越指出，
9月9日下午，
省委召开了全省主题教育第一批总结暨第二
批部署会议，
建军书记全面回顾总结了第一批主题教育的实践成果，
并对第
二批主题教育进行了系统部署、
全面动员；
刘宁省长传达了中央主题教育第
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精神，
提出了具体贯彻落实要求。
我们一定要结
合本地区（单位）实际，
深入学习领会、
不折不扣抓好落实。
按照省委部署要
求，
西宁市委和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认真做好主题教育准备工作，
主
要呈现出政治站位高、
前期谋划早、
工作举措实的特点。
就如何落实第二批
主题教育各项任务，
韩越强调，
一要聚焦根本任务推动工作，
二要把握总体
要求推动工作，
三要紧扣
“五句话”
目标推动工作，
四要落实
“四个贯穿全过
程”
推动工作，
五要抓实重点举措推动工作，
六要力戒形式主义推动工作。
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在各县区设分会场，市委“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全体成员，市委各部委、市直各机关单位党组
（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主要负责同志，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各园区党
政负责同志，市管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市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各指导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

张晓容在调研生猪生产及保供稳价时强调

多措并举抓好生猪稳产保供工作
本报讯（记者 小言）中秋、国庆
将至，9 月 11 日，市委副书记、市长
张晓容深入生猪养殖、屠宰企业和
农贸市场、商场超市，调研生猪生
产及保供稳价工作。他强调，要牢
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全国稳定生猪生产
保障市场供应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按
照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积极做好
生猪生产、疫病防控、市场供应和
质量监管等工作，确保生猪生产、
猪肉供应和市场价格基本稳定。市
领导宋晨曦、杨小民参加。
当天一早，张晓容首先来到
北京华联超市万达店，在政府平价
猪肉供应点，他认真察看价格公示
牌，向商场工作人员询问供货渠
道、日销售量等情况。当看到猪肉
价格为每公斤 32 元、货源充足时，
张晓容给予肯定。他指出，当前
要继续严格落实限价直补等精准
管控措施，强化市场监督检查，
严厉打击囤积居奇和串通涨价等

不法行为，千方百计保障猪肉市
场供应充足、价格稳定，满足群
众需求。
海湖新区文 成 路 农 贸 市 场 人
来人往，蛋禽鱼肉及各类新鲜
蔬菜琳琅满目。走进市场，张
晓容不时停下来与经营户交谈，
从 猪肉、牛羊肉、水产品到蔬
菜、水果，张晓容一一询问，产
地在哪里、价格是多少、销量怎
么样……同时，他还向群众了解
对政府平价供应猪肉的举措是否
满意，听到大家肯定的回答，张
晓容表示欣慰。他叮嘱随行部门
及市场负责人，要精心组织货
源，加强市场监管，确保中秋、
国庆期间市场供应和食品安全。
鑫兴源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主
要从事生猪屠宰、精深加工、冷藏
储运、连锁销售为一体的大型现代
化加工生产企业，生猪年屠宰规模
达到 100 万头。张晓容一行参观了
生猪屠宰线、品质检验室等，详细
了解生猪调运、屠宰、检疫等各

环节工作开展情况，并走进冷冻
猪肉储备库查看储备情况。当看到
企业生产状况良好、冷冻猪肉储备
充足，他对企业积极扛起社会责
任、为全市猪肉市场保供稳价发挥
的重要作用给予充分肯定。他说，
越是情况特殊、越是关键时刻，越
要体现担当、越要积极有为，他希
望相关部门与企业相互配合，进一
步拓宽调运渠道，强化冻肉收储，
随时做好重点时段投放准备，提升
市场应急保障能力。
在大通县富民养殖合作社，
张晓容详细了解了存栏繁育、生
产供应、疫情防控等情况，他勉
励企业进一步做好生猪养殖工
作，为当前稳产保供工作作出贡
献。他强调，要加大对生猪养殖
企业的政策支持力度，有效调动
养殖积极性，积极发展生猪标准
化、规模化养殖，推动生猪养殖
产业绿色健康发展。要加强基层
防疫队伍建设，全方位提升疫病
防控能力。

打好供给“组合拳”保障猪肉市场供应
本报讯 自我市第七轮直补限
价政策实施以来，我市快速反
应、迅速行动，全力打好“鲜
肉、冷鲜肉、冻猪肉”供给组合
拳，确保市场供应稳定可控。一
是我市继续加强生猪调运工作，
保障新疆阿克苏、库尔勒、河南
南阳等地生猪调运顺畅，同时加

强政府与当地企业交流沟通，形
成长期合作关系，拓宽生猪调运
渠道。截至 9 月 10 日，我市已在
254 个猪肉平价销售点投放平价鲜
猪肉 9675 头，占全市生猪调运头
数的 87.7%。二是通过加大“点对
点”风险评估，拓宽冷鲜猪肉供
应渠道，在做好河南、陕西、湖

北等地冷鲜猪肉调运基础上，加
强辽宁等地企业协调，保障冷鲜
肉顺利调运。截至 9 月 10 日，我
市已调运冷鲜猪肉 354.75 吨。三
是强化冻猪肉储备，政府冻猪肉
储备量增加至 1000 吨，随时做好
重点时段储备投放准备，提升市
场应急保障能力。

为配合城市快客开通

西宁新开三条微循环线路
本报讯（记者 一丁）西宁市又
一民生工程落地了，首次开通的城
市快客公交车让海湖新区到东川
工业园区的距离缩短了。9 月 11
日，当中国红城市快客公交开通上
路运营，立刻引起了市民们的广泛
关注，记者当日从西宁公交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获悉，为促进城市快客
开通客流的连接，该公司还将在海
湖新区、东川工业园区、城中区城
南地区再新开三条微循环线路，并
设立与城市快客的接驳站点，方便
市民乘坐城市快客，微循环线路票
价与常规公交票价一致。
为进一步促进海湖新区的客
流与 K1、K2 线城市快客线路的连
接，在海湖新区新开 51 路微循环线
路，设立与城市快客的接驳站点，
方便市民乘坐城市快客。新开的
51 路线路不仅与城市快客连接，也
与区域内其他常规公交线路连接，
区域内的交通更加便捷。
51 路线路走向为：绿地云香郡
小区始发，经体育中心、文景街、青
海大剧院、新华联广场、万达广场、
桃李路、光华路，单程 11 公里，配 6
台车，线路沿途共停靠绿地云香郡
小区、体育中心、文景街西、科技
馆、青海大剧院、文景街东、文博
路、五四二桥西、文景街南、新华联
广场、唐道 637、财富中心、文成路

口、通海路口、桃李小学、省残联、
绿地云香郡小区 17 处站点，此线路
采取顺时针循环的方式。
为进一步促进城中区城南地
区的客流与 K3 线城市快客线路的
连接，在城南地区新开 52 路微循环
线 路 ，设 立 与 城 市 快 客 的 接 驳 站
点，方便市民乘坐城市快客。新开
的 52 路线路不仅与城市快客连接，
也与区域内其他常规公交线路连
接，
区域内的交通将更加便捷。
52 路线路走向为：城中区政府
站始发，经南京路、园丁路、同安
路、兴川桥、麟河路、清河桥、创业
路、奉青路、南京路、中区政府，单
程 12.4 公里，配车 6 台。线路沿途
共停靠城中区政府、园丁园、园丁
路、总寨、儿童医院南院区、绿草地
新 能 源 公 司 、南 川 工 业 园 区 管 委
会、创业路中、谢家寨村、园丁桥、
海宁路口、黄海路口、创业路北口、
奉青路口、南京路十字、南京路中、
人民广场、城中区政府 18 处站点，
此线路采取顺时针循环的方式。
此外，为进一步促进东川工
业园区的客流与 K1、K2 线城市快
客线路的连接，在东川工业园区
新开 53 路微循环线路，设立与城
市快客的接驳站点，方便市民乘
坐城市快客。新开的 53 路线路不
仅与城市快客连接，也与区域内

其他常规公交线路连接，区域内
的交通更加便捷。
53 路 线 路 走 向 为 ：金 达 路 始
发，经昆仑东路、民航路、互助路、
民和路、新颜路、金穗路、开元路、
金汇路、昆仑东路、金源路、金达
路，单程 12 公里，配车 6 台，线路
沿途共停靠金达路、金源路口、民
航路、团结桥、毛纺小区、毛纺小区
西、宁诚佳苑、小寨东、小寨、金穗
路、开元路中、金汇路中、管委
会大厦、十里铺村、东新路口、
明杏路口、训练基地、金源路
口、金达路 19 处站点，此线路采取
逆时针循环的方式。
不说两句吗？
想第一时间掌握时事新闻吗？
想与他人分享最新、最有趣的资讯
吗？您只需打开微信关注西宁晚报
微信公众号，即可轻松掌握最快新
闻。同时，晚报微信公众号还开通
评论功能，这里有 10 多万粉丝正在
与您交朋友，一起畅评新闻事件，
今日的热
点 是 ：刚
刚 ，西 宁 3
条城市快客
公交开通，
怎 么 走 ，在
哪 停 ，票 价
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