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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特约记者 罗藏）11
月8日，恰逢立冬，省委书记、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王建军赴黄南藏族
自治州同仁县和尖扎县，宣讲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王建军
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作为重要政治
任务，认真学起来、广泛宣传好、
持续深下去，推动全会各项决策
部署在青海落地见效。

在同仁县曲库乎乡多哇村，
王建军与农牧民群众围坐在一
起，以朴素平实的话语和大家交
流自己的学习体会。他说，我参
加了十九届四中全会，全会重点
研究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重大政
治问题，确定了国家的根本制
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就是如
何管好国家、管好社会、管好自
己，立好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
群众治理的制度和规矩，体现了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
治国相统一。新中国成立70年
的成就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
性。要认真学起来，做到领导带
头学、党员深入学、群众普遍学，
让全会精神入脑入心。要广泛
宣传好，开展面对面、互动式宣
讲，不让一名党员干部群众掉
队。要持续深下去，坚持依法依
规治理，让老百姓过上幸福平安

的好日子。
结合宣讲全会精神，王建军

调研了同仁县隆务寺寺院管理和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尖扎县马克
唐镇申宝路社区基层治理和社区
服务、康杨镇上庄村“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等情况。在
隆务寺，王建军指出，寺院是教育
机构，僧侣是国家公民，关心党的
政策和研究宗教教义同等重要。
要听党和政府的话，响应党和政
府的号召，在讲经说法的过程中
宣讲全会精神，把党的政策和宗
教问题相结合，弘扬爱国爱教传
统，更好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
应。在马克唐镇申宝路社区，看
到志愿者、老党员正在社区新时
代学习所开展集中学习。王建军
说，学习全会精神，关键要搞清
楚、弄明白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
和发展什么、遵守和执行什么，抓
好基层治理创新，人人当好志愿
者、宣传员、守护人，成为和谐社
区的受益者。在康杨镇上庄村，
王建军强调，全会明确提出建立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这是
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
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智慧在民
间，创造在基层，要把学习全会精
神和开展主题教育结合起来，深
化巩固提升主题教育成果，以教
育激发感恩之情，以感恩凝聚奋
进之志，以奋进涵养实干之风，推
动形成践行初心使命、提升治理
能力水平的长效机制。

本报讯（记者 张弘靓）近
日，市委组织部组织机关党
员干部第一时间传达学习了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参加市十六届人大六次会议
的组织组工作人员利用晚上
业余时间学习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精神，研读中国共产
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
次全体会议公报，现场交流
学习感悟，做到学在前、悟在
前。为扩大学习覆盖面，11
月4日，市委组织部部机关全
体党员干部利用“晚课堂”再
次集中学习传达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掀起学习高
潮。

在会上，随机开展讨论
交流。全体部机关干部纷
纷表示，作为组织部门和组
工干部，要将会议精神贯彻
落实到组织工作的全链条
当中。一是把学习宣传贯
彻全会精神与学习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结合起来，与全面贯彻
落实“四个扎扎实实”重大
要求结合起来。通过巡回
宣讲、党课报告、各种学习
阵地和线上线下学习平台
相结合的方式，把学习全会
精神纳入全市主题教育中，
抓好学习教育和交流讨论。
二是主动对上衔接，把全会

精神纳入干部教育培训计
划，通过举办培训班、学习班
等形式，集中时间对县处级
以上党员领导干部进行全员
轮训，分期分批对党员干部
开展系统培训。三是把学习
宣传全会精神作为“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
要内容，贯穿学习教育、调查
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全
过程，以学促研、以研促查、
以查促改，进一步深化对全
会精神的理解把握，增强制
度意识，强化制度权威，推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在党员干部内心深
处扎根铸魂。

本报讯（通讯员 宁宣）近
日，市委宣传部组织召开专
题学习会，传达学习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公报及全会审
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
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就学习宣传贯彻
全会精神作出安排部署。市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霞主
持会议并做专题辅导。

会议指出，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是党中央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召
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
全会专题研究坚持和完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问题并作出决定，体现
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
强烈的历史担当，对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巩
固党的执政地位、确保党和
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而
深远的意义。

会议要求，一要提高认
识，全面把握学习宣传贯彻全
会精神的深远意义。深刻认
识把握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审议通过的《决定》，对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巩固党
的执政地位、确保党和国家长
治久安，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大而深

远的意义。二要领会精神，切
实承担学习宣传贯彻的政治
责任。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作为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
政治任务，结合“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立足宣传
思想文化工作实际，不断推进
制度创新和治理能力建设，努
力形成一体推动、一体落实的
有效工作机制，切实承担起举
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
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三要
迅速行动，努力营造学习宣传
贯彻的舆论氛围。精心做好
全会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
工作，把全会精神切实融入到
宣传思想工作的各方面、全过
程，推动工作往实里走、往深
里走。

本报讯（记者 徐顺凯）11
月7日，市委统战部在前期党
员会学习的基础上，召开部
务（扩大）会议再次学习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市委
常委、统战部长、政法委书记
周戈主持会议，部领导班子
成员交流发言，机关全体党
员干部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是在世界面临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处在“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
汇点上，召开的一次具有开
创性、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
议。会议专题研究坚持和完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问题，对巩固党的
执政地位、确保党和国家长
治久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而深
远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为我们贯彻落实

全会精神、做好新时期统战
工作提供了遵循、指明了方
向。

会议要求，全市统战系
统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
务，深入学习好、贯彻好、落
实好。一要把学习贯彻全会
精神与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结合起来，与正
在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结合起来，开展
多形式、分层次、全覆盖的学
习，切实把统战干部和统战
对象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
央决策部署上来。二要把学
习全会精神转化为新起点谋
划推进统战工作的务实行
动，按照全会确定的目标任
务，进一步明确统战工作在
推进我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建设的着力方向，

切实提升统战工作服务全市
中心工作的能力和水平。三
要把学习全会精神落实到统
一战线各项工作中，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不断巩固提
升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成果，
当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试验田”；全力做好中央宗
教工作督查反馈问题整改

“回头看”，积极引导宗教与
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确保
宗教领域持续和谐稳定；充
分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
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优势，
不断强化民主党派、党外代
表人士和党外知识分子工
作；扎实推进非公经济“两个
健康”发展，巩固和扩大海外
统战工作成效，以统战工作
优异成绩为加快建设绿色发
展样板城市和新时代幸福西
宁凝聚共识、汇聚力量。

王建军在黄南州宣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时强调

认真学起来 广泛宣传好 持续深下去

本报讯（记者 张国静）这几
日，当你走在黄河路两侧的人行
道时会看到，一条宽 1.5 米的砖
红色人行道正在延伸着。不同
于传统砖块铺成，这条整体铺就
的人行道不仅颜色亮丽，而且十
分防滑，与周边的景观和谐地配
套形成了一条新的风景线。

防滑人行道的建设是城西
区按照市委书记王晓的要求实
施的一项为民生重点项目。今
年二月王晓书记针对雨雪天路
面湿滑等问题调研时强调，民生
工作无小事。全市各级党委、政
府及其相关部门要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市委

“把群众当作亲人和依靠”的要
求，设身处地地想群众之所想、
急群众之所急，全面排查群众日
常生活中的痛点、堵点、难点问
题，用心用情用力地解决好群众
普遍性利益诉求，让人民群众共
建共享幸福西宁。防滑人行道
的建设就是让广大群众在雨雪
天走上安全路、“放心路”。

记者在现场看到，沿着黄河
路两侧的人行道，一部分防滑人
行道已经铺设完成，另一段的铺
设正在紧张施工
中。城西区建设
局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近期城西
区针对人行道经

常出现的破损修复、溢水溅泥、雪
天路滑等现象提出了一种新的

“补救”方法。首次试点在黄河
路、同仁路的人行道两侧进行人
行道防滑改造。根据各人行道实
际情况，在保留一部分原有的砖
块人行道的基础上，另改造宽1.5
米的防滑路面。据悉，这种防滑
路面为一种高分子水性材料，不
仅防滑性好，而且耐久性强、环保
性能高，再加上这种材料造型多
样、颜色多类，在实际使用中可提
升景观，具有防滑、美化的作用。

当前，城西区在黄河路和同
仁路开始试点铺设，将设计 6.8
公里的防滑人行道，预计 11 月
中下旬完工。“这条防滑的人行
道还真好，不仅外观好看，而且
很防滑。眼看雨雪天到来了，走
在这种防滑的人行道上确实安
全很多！”市民陈兰说。下一步，
城西区将全面推广这种防滑人
行道的改造，并依托原有的设
计，更加注重与周边建筑及铺装
形式、色彩的衔接，为市民提供
满意度高的人行道空间感受。
同时，此次改造还将结合盲道铺
设，更加方便广大市民。

市委组织部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市委宣传部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市委统战部专题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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