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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将与土耳其加强多领域合作

宪法宣传周我市开展八个主题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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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肖芳） 按照中央和省委、市委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开展专项
整治工作部署，市纪委监委聚焦群众最急最忧最
盼的 18 个具体问题，坚持开门搞整治，从“小切
口”入手，对标对表整改，着力解决群众的操心
事、烦心事、揪心事，推动专项整治取得可检
验、可评判、可感知的成效。今年以来，全市各
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 68
件，处理 154 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116 人，其
中，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查处16件，处理36人，给
予党纪政务处分 31 人；通报曝光扶贫领域及群众
身边腐败和不正之风等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典
型案例3批10件、13人。

加强统筹协调，实行项目化推进。围绕群众的
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结合实际找准切入点、
着力点，选取、确定扶贫、教育、医疗、交通、行
政执法、低保救助等18个整治项目，加强与各专项
整治责任单位沟通联系，每个项目明确牵头单位并
成立工作专班，切实承担该项目谋划安排、协调调
度、督导指导，项目参与单位协作配合、分工合
作、齐抓共管，形成工作合力。

强化过程管理，坚持开门搞整治。结合全市18
项具体整治任务，各牵头单位选择最突出问题，找
准症结，精准施策，靶向整治，通过自己找、群众
提，逐项梳理整治项目，细化、具体化专项整治措
施方案，明确完成预期目标，列入任务进度计划，
强化过程管理。

畅通举报渠道，坚持开门搞整治。为方便
群 众 参 与 监 督 和 反 映 问 题 ， 先 后 在 《西 宁 晚
报》 等媒体统一向社会公布各单位受理群众监
督举报和反映问题的电话和邮箱。同时，结合

“中纪委牵头，水利部解决湟源县巴燕乡下胡丹
村饮水”典型事例，制定下发 《关于深入推进
专项整治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的通知》，督促
各级党组织举一反三主动查找突出问题，着力
解决群众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截至 11 月底，
各牵头单位累计受理群众问题反映 1150 件，办
结 1064 件。

突出问题导向，坚持立行立改。市纪委将
解决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问题作为专项整治
的具体举措，针对一些部门单位之间责任不清
晰问题，明确责任部门，加大跟踪督办力度。
强化监督检查，严格执纪问责。市纪委监委统
筹 3 个 监 督 检 查 室 、 10 个 派 驻 纪 检 监 察 组 力
量 ， 对 照 专 项 整 治 工 作 任 务 ， 加 强 对 联 系 地
区、被监督单位开展整治情况日常督促，抓好
工作落实。抽调审计、发改等部门组成 2 个督
导检查组，结合各专项整治任务和群众关注的
问题，对城西区、城东区和 8 个市直牵头单位
开展专项整治工作进行重点检查，跟踪推进；
市纪委监督检查室、派驻纪检监察组，对分工
联系县区和 72 个市直部门专项整治工作进行全
面督导，对检查中发现的 23 个问题进行了督促
整改，强力推进专项整治工作。

我市查处68件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

本报讯（记者 王瑞欣）“让市民最多
跑一次”，这是我市全面深化改革，不断
提升全市营商环境的最大成效，也是提
升市民幸福感、获得感的最大体现。日
前，刚入驻市民中心的不动产登记服务
中心再为市民献上一份厚礼：正式启用
不动产登记信息自助查询机，让市民30

秒就能掌握不动产登记的全部信息。
12月3日，记者走进宽敞明亮的市民

中心，来到二楼不动产登记服务大厅看
到，虽然办事群众爆满、业务繁忙，但不
动产登记大厅秩序井然有序。市民马先
生拿着西宁市不动产登记查询机出具的
查询结果单惊喜地说道：“不动产登记信

息查询机真是太方便了，刷个二代身份
证、刷个脸、选个需求项、点击打印，30多
秒不动产信息查询结果就出来了，真是
太快、太方便了！”。记者了解到，西宁市
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为纵深推进不动产
登记‘放管服’改革，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以为企业、群众‘办好一件事’为目
的，加强部门协作，实行多部门数据信息
共享，消除信息孤岛，方便群众办事，自
11月25日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入驻市民
中心当天，不动产登记信息自助查询机
也随着正式启动运行。

据统计，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窗口
一天担负接待查询600余人次查询量的
繁忙业务，且查询系统多、程序复杂、查询
频次高，群众查询需求事项较多、等待时
间长，工作人员费时、费力，针对此突出问
题，不动产登记中心积极借鉴外地省市成
功经验和先进做法，多次与软件开发单位
对接，通过对原房产交易登记TT系统、
Trade2000 房地产系统、AFS 档案分形系
统、安联土地管理系统、云搜索系统、不动
产登记系统等“六大系统”的整合，最终汇
聚整合为一套方便快捷的不动产信息查
询系统，并布设到自助查询机终端，市民
只需要通过识别身份证以及人脸识别就
可以立即获取想要查询的信息。

本报讯（记者 得舟）记者从市总工会获悉，截至
目前，我市已建成“西宁市女职工温馨小屋”47个，为
全市广大女职工提供了专业化和人性化的温馨服
务，维护了女职工的特殊利益，提升了西宁职业女性
的归属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据了解，市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自2015年在全
市推广建设“女职工温馨小屋”以来，已累计建成“西
宁市女职工温馨小屋”47个，补助建设资金94万元；
与此同时，还累计在我市建成“青海省女职工温馨小
屋”24个，补助建设资金12万元。近年来，市总工会
对“女职工温馨小屋”建设和运行给予了经费支持，
并广泛动员社会力量积极投入资金，做好日常管理
和维护，确保“女职工温馨小屋”设施整洁卫生、功能
正常。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市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
特别注重在育龄女职工人数较多的机关、企事业单
位开展“女职工温馨小屋”建设工作，大力倡导在商
场超市、经济园区、商务楼宇推广建设“女职工温馨
小屋”，使其成为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受到温
馨关爱的重要阵地，给予了职场妈妈们特别的人性
化关爱和服务。

本报讯（记者 樊娅楠）近日，市环
境应急管理中心对全市餐饮行业燃气安
全工作进行检查，25家餐饮服务单位未
取得环境保护审批或未按要求登记备案
被查。

近年来，各地餐饮场所燃气安全事
故时有发生。为深刻吸取教训，切实加
强餐饮企业安全生产基础建设，进一步
强化餐饮场所燃气安全监管工作，预防

餐饮行业燃气安全事故，近日，市环境应
急管理中心组织各县区生态环境局及相
关科室，按照环境保护审批或登记备案
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对全市餐饮
服务单位进行检查。检查中发现，全市
大多数餐饮服务单位符合规范要求，但
有25家餐饮服务单位未取得环境保护审
批或未按要求登记备案。

据悉，目前，各县区生态环境局及相

关科室工作人员，对已发现的25家未取
得环境保护审批或未按要求登记备案的
餐饮服务单位，督促相关餐饮服务单位
限期办理环境保护审批或登记备案，并
定期做好餐饮油烟检测及油烟净化设备
的维护保养及台账记录工作，确保油烟
净化设备的正常良好运行，产生的油烟
能够做到达标排放，该项工作仍在持续
开展中。

本报讯（记者 小蕊）“‘一带一路’建设
与我们国家的政策不谋而合，我们希望与
中国青海展开更多的经贸、文化、旅游等合
作。”12月3日，由省贸促会组织的中国（青
海）—土耳其经贸交流会在西宁召开。土耳
其代表团与青海省商务、农业农村、文化旅
游等部门代表就青海投资旅游环境、重点
投资贸易合作项目等开展洽谈交流。

据了解，近年来，我省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尤其是与土耳其等国家的经

贸、人文交流合作日益广泛。2018年，我
省向土耳其进出口总额为566万美元，主
要出口商品为铁合金。土耳其矿产资源
丰富、工业和农业基础良好、旅游业十分
发达，是共建“一带一路”重要伙伴，与青
海的合作潜力巨大。青海省将充分利用
中国—土耳其商务理事会联络办公室这
一平台，推动我省相关市州与土耳其方
市州建立友好城市，促进双方经贸文化
旅游合作。同时借助青洽会、生态博览会

等经贸交流平台，积极推动青海与土耳
其在轻工纺织、农畜产品、新能源、新材
料、生物医药、信息技术、节能环保以及
现代服务业等领域深化合作的可行性，
培育务实合作新的对接点、增长点。

此外，我省还将进一步与土耳其建
立多层次、宽领域的人文合作机制，加强
文化、旅游等更多领域的交流合作，增进
民间交往互动，进一步夯实双方经贸合
作发展的社会根基。

我市不动产登记实现自助查询

本报讯（记者 施翔）12月4日是国家
宪法日，为迎接第六个国家宪法日，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全会精神，推动全市集中深入学
习宣传宪法，弘扬宪法精神，维护宪法权
威，按照全国、全省的部署，我市在“宪法
宣传周”期间，集中组织开展主场活动和
分设8个主题日活动。据了解，今年“宪
法宣传周”的时间为12月1日至7日，活
动围绕“弘扬宪法精神，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题开展。

据介绍，我市 8 个主题日活动分别
为：一是宪法进企业主题日。结合企业
法治文化建设，面向国有企业、民营企业
经营管理人员和职工，突出宣传“法治是
最好的营商环境”，推动“一带一路”建
设，宪法法律对国有经济、非公有制经济
的保障和规范，优化营商环境法律法规，
法治企业建设等。二是宪法进农村主题
日。针对农村群众法治需求和关注的热

点问题，突出宣传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和打赢脱贫攻坚战，宪法关于农村农业
农民的有关规定，法治乡村建设等。结
合“全国交通安全日”主题，开展“宪法及
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活动。三是宪法进
机关主题日。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组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开
展宪法集中学习，组织宪法宣誓活动，营
造宪法宣传氛围，学习党章和其他党内
法规，推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增强制度
意识，依宪依法依规履职，做制度执行的
表率。四是宪法进学校主题日。在青少
年学生中组织开展参与度高、具有仪式
感的宪法宣传活动。突出宣传宪法基本
原则、主要内容，培育青少年学生的宪法
意识、国家意识、规则意识。五是宪法进
社区主题日。针对社区群众法治需求和
关注的热点问题，结合“宪法进万家”活
动，深入基层社区、家庭开展普法宣传。
充分利用市民法治大讲堂、道德讲堂等

阵地为社区居民讲法治课。六是宪法进
军营主题日。结合部队工作实际，组织
指导军地法官、检察官、律师到部队开展
普法宣传。突出宣传宪法及相关法律关
于军人履行职责、军属权益保障等内
容。七是宪法进网络主题日。线下线上
同频共振，运用微博、微信、QQ、抖音、论
坛、贴吧等社交平台，利用微视频、微动
漫等开展宪法宣传教育。以群众喜闻乐
见的宣传方式讲好宪法故事，让文本上
的宪法活起来、落下去，使宪法精神深入
人心，以宪法精神凝心聚力。八是宪法
进宗教活动场所主题日。引导宗教场所
升挂国旗，引导活佛阿訇开展“讲宪法、
说宪法”活动。组织动员法律服务工作
者、法治联络员等开展宪法和民族宗教
法律法规宣传活动，促进宗教教职人员
学法用法工作进一步深化。

目前，我市各种宣传活动以及主题
日活动正在有序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