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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告
为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

《关于促进政策落实减轻基层负担提高工作效率的十条措
施》，按照省委办公厅《关于促进政策落实整治形式主义为
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方案》的部署要求，为有效推动“政
策落实年”“基层减负年”各项措施落实，加强对领导机关
的监督，自2019年5月13日起，省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设
立电话和网络反映平台，受理广大干部群众反映的有关促
进政策落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方面的问题线索和
意见建议。

一、反映渠道
省纪检监察举报网站：www.qhjc.gov.cn
省委组织部12380举报电话平台：0971—12380
省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电话：0971—8485334
二、受理时间
每个工作日：8:30—12:00 14:30—18:00

青海省促进政策落实减轻基层负担
提高工作效率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

2019年9月22日

（上接A01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建军讲话，省委
副书记、省长刘宁传达中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总结会议
精神。

王建军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总结
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为继续完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
遵循。我们要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武装头脑，全面领会新
判断、新成效、新经验、新任务、新要求，坚决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党中央的部署要求上来，努力开创全省机构改革工作新
局面，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王建军指出，我省机构改革启动以来，全省上下坚决贯彻落
实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提出的工作要求，坚持“一
盘棋”统筹，压茬推进省市县地方机构改革，突出机构改革的方向
性、系统性、协调性、实效性、严肃性，按时保质完成机构改革任
务，取得了良好的整体效果，为后续深化改革打下了坚实基础。

王建军强调，要全力做好机构改革“后半篇文章”，确保党始
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确保机构职能优化协同高效，确保全面
正确执行“三定”规定，确保相关配套改革落地落实，确保机构编
制管理水平得到不断提高，持续巩固和拓展机构改革成果，加快
推进全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王建军强调，这次机构改革任务的完成为全面深化改革创
造了有利条件，要坚定改革信心，加强调查研究，坚持蹄疾步稳，
狠抓改革落实，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的更大进展，不断书写
新青海建设的新篇章。

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宇燕在主持讲话中指出，要提高政
治站位，强化思想认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不断深化对深入推进机构改革新要求的理解和把握，持
续构建更加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机构职能体系，
推进全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抓住核心重点，深化
改革成果。进一步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在新机构新
职责的管理运行上狠下功夫，选优配强领导班子，优化整合职
责流程，确保体制机制和机构职能运行顺畅、衔接有序。要牢
记初心使命，推进改革落实。结合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紧扣优化协同高效总要求，对机构改革工作认真“回头
看”，以高质量完成深化机构改革任务的具体行动体现新精神、
展示新作为、再创新成绩。

会上，省委宣传部、省委编办、省自然资源厅、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和西宁市、海南州、玉树市负责人作了交流发言。

省领导王晓、张西明、严金海、于丛乐、高华、尼玛卓玛、王黎
明、王正升、田锦尘、杜捷、张文魁、昂旺索南、陈明国出席会议。

本报讯（记者 肖芳）9 月 23 日，市
委召开维稳工作专题会，市委书记王
晓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全市
近期维稳工作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了
近期及国庆期间相关工作。市委副书
记马坚，市领导宋晨曦、王霞、管新民、
李晓舸，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
长，湟源县委书记，西宁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委会、西宁警备区、武警西宁支队
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王晓指出，自9月6日市委维稳工
作专题会议召开以来，全市上下思想
认识到位，组织领导有力，工作措施务
实，做了大量艰苦细致、卓有成效的工
作，继续保持了和谐稳定的社会局
面。同时，必须准确把握当前形势，始

终保持高度警觉，积极应对风险挑战，
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使命担当，
从严从实从细落实防风险、保稳定、护
安全各项措施。

王晓要求，全市上下要牢固树立
总体国家安全观，继续强化“西宁稳则
全省安”的责任担当。一是要在提高
认识和压实责任上再强调再加力，二
是要在完善方案和细化措施上再强调
再加力，三是要在专群结合和齐抓共
管上再强调再加力，四是要在安全生
产和食品安全上再强调再加力，五是
要在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上再强调再
加力，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严密的
措施、更加有效的行动、更加务实的作
风，全力以赴抓好稳增长、促改革、调

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强党建
各项工作，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
守土尽责，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市纪
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市
委政法委、市委督查室负责同志，市委
网信办、市工信局、市教育局、市民宗
委、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司法局、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住房保障
房产局、市城乡建设局、市城管局、市
交通运输局、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市
卫生健康委、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
应急管理局、市市场监管局、市金融
办、市信访局、四区区委主要负责同
志参加会议。

本报讯（记者 芳旭）“天空之镜、察
尔汗盐湖、最美公路、坎布拉公园、塔
尔寺景区”，青海景点又“霸”百度热搜
榜首。相关资料统计，外地游客对青
海旅游的关注度已达到346%，位列西
北之首；全省自驾游车辆达到 174 万
辆，成为全国自驾游爱好者首选目的
地。仅在今年1—8月，我省接待国内
外游客 3775.69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427.75亿元，青海的旅游业发展势头异
常迅猛。不得不说，70年来，青海文化
旅游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青海文
化和旅游产业由“从无到有”、正在朝
着“从有到优”的方向发展。

一直以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将文化和旅游
产业作为全省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以培育战略性支柱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的龙头产业为目标，加强顶层设计，坚
持改革创新，全力推动全省文化旅游
产业快速发展。

从产业发展看，2018年，全省文化
产业法人单位数达2870家，文化产业
营业收入达到 43.7 亿元，比上年增长
20%；全省接待国内外游客 4204.38 万
人次，旅游总收入 466.3 亿元；全省自
驾游车辆增长到174万辆，成为全国自

驾游爱好者首选目的地。今年 1—8
月，全省接待国内外游客3775.69万人
次，旅游总收入427.75亿元，旅游业保
持了持续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从产
业要素看，截至 2018 年底，全省纳入
规模以上的文化企业预计达62家；已
培育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10家，省
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70 家。共有 A
级旅游景区110家，其中4A级以上27
家；星级饭店479家，其中三星级以上
227 家；旅行社 437 家，其中出境组团
社25家。

2018年度我省荣获“《中国国家旅
游》最佳旅游创新营销目的地”奖项。
中国旅游研究院与蚂蜂窝网站发布的
大数据平台监测数据表明，游客对青
海旅游的关注度达到346%，位列西北
之首。热贡文化、格萨尔文化（果洛）、
藏族文化（玉树）3个国家级文化生态
保护实验区成为新的文化旅游目的地
和增长极。全省直接或间接从事文化
旅游产业人员达106万人，超过总人口
的六分之一，
文化和旅游
产业在拓宽
农牧民增收
渠道、改变农

牧民精神面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
用。文旅产业正在成长为与人民群众
息息相关的绿色产业、幸福产业、朝阳
产业和动力产业。

进一步打造“文化名省”“旅游名
省”。“十三五”规划的 25 个重点文化
产业项目全部开工，累计完成投资 51
亿元，鲁沙尔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园等
13 个项目已建成投入运营。着力打
造“青绣”品牌“八个一”工程，连续两
年举办青海刺绣大赛，全省从事刺绣
人数达 30 万人，“青绣”品牌已基本
叫响。2018 年全省文化旅游累计完
成投资 208 亿元，今年开工项目 582
个，目前完成投资 105 亿元。深入开
展“厕所革命”等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截至 2018 年底，全省共投入资金
1.78 亿元，新建改造旅游厕所 1270
座，今年建设旅游厕所 227 座，涵盖
重点景区、交通沿线，有效缓解游客
如厕难问题，环境保护能力得到很大
提升。

本报讯（记者 樊娅楠 摄影报道）
“火焰果8元/斤，洋芋2元/斤，还有胡
萝卜和向日葵，你们可以看看，都是自
家种的。”9 月 23 日，在 2019 中国农民
丰收节西宁主会场活动现场，湟中县
田家寨镇田家寨村村民刘胜栋正忙着
招呼客人。

“趁着丰收节，我也来展示、销售自
己的丰收硕果。”对于刘胜栋来说，今年
也是他的丰收年。刘胜栋告诉记者，今
年年初，他尝试种植的200亩火焰果，前

不久刚刚有了收成，每亩产量达到1.5
吨，再加上洋芋、胡萝卜、向日葵共80
亩，年底能有一笔不小的收入。

当天一大早，慕名而来的游客和当
地百姓就把湟中县田家寨镇千紫缘挤
得人山人海，敲
锣打鼓、舞起秧
歌、展示成果，
与刘胜栋一样，
人们也都用自
己的方式来庆

祝丰收的喜悦。
据了解，此次活动，除了主

会场的开幕式及名优特色农产
品展销、特色产品及农耕文化
展示、农民趣味运动会等外，还
有多个丰富多彩的分会场活
动。通过全市农民庆丰收、成
果展示晒丰收、社会各界话丰
收、全民参与享丰收，旨在传递
重农崇农的价值取向，营造全
社会更加关注农业、关心农村、
关爱农民的强农富农浓厚氛
围，凝聚推进乡村振兴的强大
推动力。

近年来，我市各级党委、政
府始终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
之重，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以
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以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大力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业农
村基础设施得到明显改善，农业产业发
展水平不断提升，农村改革不断取得
新进展，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乡村振兴
步伐加快，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全省深化机构改革总结会召开
市委召开维稳工作专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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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宁百姓丰收节里展硕果晒幸福

青海旅游关注度位列西北之首

本报讯（记者 宁亚琴）为进一步增强广大妇女网络安全意
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营造“网络安全人人有责、人人参与”的
良好社会氛围。9月22日，由省妇联、西宁市妇联、城西区妇联
主办的以“网络安全为人民 网络安全靠人民”为主题的宣传活
动在城西区虎台街道办事处举行，旨在推进网络安全教育常态
化，营造全社会重视网络安全的良好氛围。

在活动中，市妇联对《网络安全法》及相关配套法规知识进行了
宣传讲解，助力妇女群众扩展网络安全知识、提高网络危险防护能
力。还开展了网络安全知识有奖竞答，向群众发放网络安全宣传资
料等活动，普及相关的网络安全知识。文艺演出、有奖游戏等形式，
让活动达到了高潮。通过此次活动的举办，有效普及了《网络安全
法》等法律、法规，进一步强化了公民的个人信息保护安全意识。

下一步，市妇联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进行线上线下齐宣
传，向广大妇女群众尤其是空巢老人、困难妇女、未成年人等弱势群体
普及个人信息保护网络安全知识，利用好妇联系统新媒体矩阵，积极
发动妇女群众参与网络安全宣传活动，组织妇女发声亮剑，传递网络
信息个人保护知识，形成网络学习个人信息保护知识的热潮。

推进网络安全教育常态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