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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范生栋）为让广大人民群
众享受更多的精神文明和文化福利，让精神文明
之花更加灿烂地在城北大地绚丽绽放，2019年，
城北区不断深化和推进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常态化、长效化，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向全社会传递了正能量，为建设“双创”聚集区和
生态宜居区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舆论支持。

2019年以来，城北区结合区情实际，以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将公
民思想道德建设与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结
合。以“文明北区”建设为主题，成立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 1 个、实践所 6 个、实践站 63
个；成立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伍 375
支、志愿服务者 3359 人，共开展各类宣传志
愿服务活动500余次，文化活动80余场，以实
际行动引领北区新时代社会新风尚。持续开
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申报2016-2018
年度省级文明城区1个、文明单位33个、文明
村镇5个、文明校园1个。大力开展道德模范
关爱选树宣传活动，推荐申报“第七届全国道
德模范”7 名、“青海省第四届孝亲敬老之星”
5 名、“全国最美奋斗者”1 名，入选西宁市第
四届道德模范（提名）4 名、2019 年西宁市新
时代好少年 1 名，评选 2019 年区级新时代好

少年 17 名、“五星级文明户”7747 户，表彰了
900个文明示范家庭。深入开展移风易俗，助
推乡风文明，发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手册》

《移风易俗宣传册》约12万册，实现农村“一约
四会”组织全覆盖。

同时，持续推动各类文化场馆公益性免费
开放，严格落实《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和《全
民阅读促进条例》，加强对“农家书屋”“职工书
屋”的管理和指导，保障群众阅读需求。深化
全民阅读活动，开展“幸福西宁·书香夏都”“互
联网+摄影”最美阅读空间摄影大赛等活动，
营造用读书涵养文化、用文化净化思想的良好
环境。充分挖掘北区文化底蕴，加强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通过配合沈那遗址四馆及遗址公园
保护开发、申请九窟十八洞历史遗迹的保护修
复、协调孙家寨遗址地下文物的勘探、实施山
川毛主席像的修复等工作，让静态文物、地下
文物焕发新的光彩，为北区厚重的历史文化

“说话”。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文
化惠民等工程，建立河湟剪纸、北川越弦非遗
传承基地两个，组织 32 名传承人实施非遗培
养工程。开展“三下乡”、“文艺轻骑兵进基
层”、送戏下乡等各类文化演出活动98场次，
增强了干部群众的文化自信。

让北区精神文明之花开得更灿烂

本报讯（实习记者 王娜 摄影报道）
欢快喜庆的音乐、热气腾腾的腊八粥、鲜
艳夺目的灯笼……1月2日，城西区“共
青团走基层志愿关爱行”活动启动仪式
暨城西区 2020 年“关爱模范 情暖好人
逐梦青春”志愿慰问活动在兴海路街道
办事处举行。40名道德模范及五星级文
明户、优秀文明交通劝导员代表收到了
价值2万元的慰问金和慰问品。

“能收到这份特殊的新年礼物，我感
到特别温暖！感谢区委区政府给予我的
重视和关怀。”收到慰问品的星级文明户
景发菊说。活动现场，欢快的歌舞、幽默
的相声、整齐的朗诵让在座的代表和志
愿者们笑声连连。“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
的认可，我们还将继续发挥余热，用自己

的点滴善行，感染和带动身边更多的人
加入到崇德向善的队伍中，为建设新时
代幸福西区尽力。”城西区道德模范张福
生说。

下一步，城西区“关爱模范 情暖好
人 逐梦青春”志愿慰问活动还将通过
走访慰问、生活资助、志愿服务等多种
形式，为辖区各界道德模范、五星级文
明户、优秀文明交通劝导员送去精神食
粮、物资支持和节日问候。在全区形成
崇德向善、见贤思齐、德行西区的浓厚
氛围，积极打造西区精神文明高地，让
孝德之歌、自强之歌、敬业之歌、诚信之
歌、正气之歌，和着幸福西区建设的最
强音，不断奏出新的旋律，唱响新的凯
歌。

本报讯（记者 悠然）2019年12月31日，城
中区城乡建设局执法人员对逯家寨村南川河
道旁一处新建违法建设依法进行了强制拆除。

据了解，2019年12月30日，城中区城乡建
设局执法人员对逯家寨村南川河道旁一处新建
违法建设进行查处，经现场调查询问得知该处
房屋未办理任何相关手续，执法人员遂现场下
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
建设，同时对当事人进行说服教育，劝导当事人
自觉遵守国家法规，自行拆除违法建设。但在
12月30日晚、12月31日上午执法人员对该处
违法建设进行复查时，发现当事人不但拒不履

行自行拆除义务，而且仍在进行建设。为捍卫
法律尊严，防止违建行为的扩散和蔓延，12月
31日上午，城中区城乡建设局组织人员对该处
违法建设进行了依法强制拆除，拆除面积约500
平方米，有效遏制了违法建设顶风施工的现象，
起到拆除一起、警示一片的作用，全力使违法建
设消除在初始阶段。

在今后的工作中，城中区城乡建设局将持
续履行好违建查控职责，坚持“零容忍”态度，
按照“发现一处、查处一处、拆除一处”的原则，
做到“查得出、控得住、拆得净”，依法依规严厉
打击各类违法建设行为。

根据《西宁市公共租赁住房出售工作方案》的相关要求，公共租赁住房承租人提出申购意
愿后，经各部门对相关信息审核后，共有58户申购家庭符合西宁市公共租赁住房申购资格，
现将符合申购条件人员名单予以公示。

公示时间：2020年1月3日——1月7日 监督投诉电话：6131597

2020年西宁市第一批公共租赁住房申购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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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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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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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名称及房号
百韵华居31-3101
百韵华居24-2182
百韵华居24-2124
百韵华居24-1031
百韵华居16-2172
百韵华居33-2164
百韵华居24-3111
百韵华居21-2104
百韵华居32-2102
百韵华居12-2123
百韵华居13-1164
百韵华居15-2161
百韵华居20-1102
百韵华居15-1084
百韵华居31-3073
百韵华居11-2062
百韵华居30-2061
百韵华居26-2092
百韵华居11-3153
百韵华居28-1093
百韵华居33-3123
百韵华居9-2063
百韵华居12-2073
百韵华居24-3141
百韵华居24-1162
百韵华居21-1174
百韵华居18-2051
百韵华居17-2162
百韵华居20-1062
百韵华居32-2042
百韵华居7-3052
百韵华居9-1071
百韵华居33-3052
百韵华居13-1102
百韵华居33-2121
丽康瑞居47-1171
丽康瑞居43-2144
丽康瑞居33-1051
丽康瑞居38-1114
丽康瑞居12-2132
丽康瑞居36-1163
丽康瑞居46-2183
丽康瑞居40-2101
丽康瑞居49-1071
丽康瑞居11-1074
瑞和佳苑28-11402
瑞华14-30402
瑞华14-32106
和盛园123-142
和盛园61-331
和盛园15-231
和盛园125-121
和盛园118-232
和盛园144-351
和盛园15-112
文峰庭翠11-211
文峰庭翠29-312
青唐小镇2-1114

姓名
郭旭东
周晓玲
梁孟超
马小英
吴庆
冯素芬
杨桂兰
杨建平
董太和
吴泽环
程键
刘义平
李桂平
顾培红
赵海平
罗小红
唐健
张元良
王彦
张永彬
扬中亮
宋攀
王磊
綦洪滨
鲁青卫
韩春芳
牛艳丽
许宁
邱志萍
王苏丽
张海霞
翟海勇
马春兰
王婧
张景玲
陈艳
马怡萍
潘国平
马金萍
陈万秀
任金香
范海燕
喇贤英
张海英
刘树云
梁珊
史锁风
刘冬梅
安春梅
朱立新
司景莲
常秉宏
杨新慧
贾存鑫
仲玉梅
沈青宁
刘昌玲
苏英

身份证号码
63010319760219****
63010319670930****
63010219721011****
63010419680318****
63010419780515****
36042519560508****
63010319380309****
63010419760812****
63010319730612****
63212319720617****
63010219680206****
63010419721026****
63010419711018****
63010519830522****
63010519730512****
43052119590529****
63010419650120****
63212319870112****
63212319500201****
63010219680115****
63010419901210****
63010519781122****
61012119840714****
63010319640127****
63010319680403****
63010319730201****
63010319901210****
63010419741231****
63010419680910****
63222119620715****
63282219761105****
63010419800414****
63010219690210****
61012619920607****
63010319580718****
63010519760116****
63010219750217****
51090219760811****
63010219761220****
63012119581227****
63010519791105****
63010419790522****
63010219751111****
63010219840429****
63010219620208****
63010419791217****
63010519650611****
63010319711226****
63012119770101****
63010419701215****
63010519740813****
63252519720503****
63010419721104****
63252119740102****
63010519770929****
63010519700903****
63010319691129****
63010319800225****

建筑面积（㎡）
51.42
51.24
50.03
50.15
64.16
51.12
50.03
62.13
52.35
51.12
50.33
62.37
54.19
62.37
52.07
51.11
50.62
51.88
51.11
51.24
52.35
50.62
51.12
50.03
51.24
62.13
50.55
51.22
64.19
52.35
50.78
50.41
52.35
50.88
51.12
56.61
56.89
56.21
57.15
55.04
53.12
53.85
56.02
56.92
57.71
35.14
61.87
62.3
67.48
46.03
46.03
67.14
67.12
67.07
46.17
43.01
42.29
64.25

所属区
中区
中区
中区
中区
中区
北区
中区
中区
西区
中区
西区
中区
中区
北区
北区
中区
西区
西区
中区
中区
中区
北区
中区
中区
中区
中区
中区
西区
西区
中区
西区
北区
东区
东区
中区
北区
东区
东区
西区
中区
东区
西区
东区
东区
东区
中区
东区
中区
中区
西区
北区
北区
东区
中区
北区
北区
北区
中区

中区依法拆除违法建设中区依法拆除违法建设

本报讯（记者 啸宇）近日，国道 215
线察尔汗至格尔木段公路路面改造工程
顺利通过交工验收。从察尔汗至格尔木
50 余公里的全面改造，意味着国道 215
线涉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这一路段变
得更加畅通，对促进周边经济发展具有
重要作用。

据悉，国道215线察尔汗至格尔木段
公路路面改造工程于2018年6月开工建
设，为确保公路改造工程的顺利实施，防
止施工期间公路施工作业面停放的施工
机具安全及过往车辆安全，从2018年8月
至10月，省交通运输部门对察尔汗至格
尔木路段进行交通管制封闭施工，施工期
间禁止一切车辆通行。经过一年多紧张施
工，于2019年8月主体工程完工，路线全
长50.31公里，工程改造主要包括
路基补强和沥青砼罩面等。

连日来，省建管局组织省公
路局、格尔木公路总段、青海省格
尔木公路路政执法总队、省交通

工程技术服务中心，监理、设计、施工等
单位对该公路改造工程进行了交工验
收。经交工验收委员会审定，国道215线
察尔汗至格尔木段公路路面改造工程各
项技术指标满足检评标准，经审定工程
质量合格。察格路面改造工程同时得到
了养管部门的充分肯定，我省“平安交
通”建设向更深更实迈进了坚实的一步。

察尔汗至格尔木段公路改造工程
是我省干线公路网骨架的重要部分，
项目建设在完善“丝绸之路”经济带、
推动柴达木循环经济区快速发展、惠
及沿线人民群众出行、提高区域内交
通应急救援和抗灾保通能力等方面发
挥着重要作用，对于构建西部交通枢
纽有重要意义。

察格公路改造完成开放通行

本报讯（记者 张永黎）“辽阔的花儿
漫起来，美味的腊八粥喝起来。”1 月 2
日，农历腊月初八，“青海年·醉海东·平
安福”系列活动之“同吃腊八冰·共品腊
八粥”活动在海东市平安区广场举行。
来自海东市平安区及各乡镇的上千位市
民相聚一堂，共品盛宴。青海人的乡愁
也熬煮在这一锅锅腊八粥里，拉开欢欢
喜喜过新年的序幕。

活动现场，精彩的民族歌舞表演，
青海花儿演唱、杂技表演等节目一一亮
相，千人品着腊八粥，提前感受新年的
欢欣与热闹，大家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
微笑。

平安区“2020骑马送福·迎新年健康

跑”活动也于近日在平安区驿州公园举
行。来自该区各行业近1000余人参加比
赛。下午3时25分，3名身着唐装的马倌
带着寓意“平安”的书卷，从平安驿袁家
村·河湟印象景区出发，为全区人民送去
了新春祝福。“驿使”骑着骏马，带上“飞
帖”出发，一路涉山水、行古道、历驿站，
跃马扬鞭、奋蹄疾进，为沿途群众祈愿送
福直至来到千人长跑的比赛现场，并将
新年的祝福送给了在场的每一位参赛选
手。

据了解，平安区还将继续开展“平安
畅游福”“平安同心福”系列活动，深入挖
掘河湟优秀传统文化，吸引群众体味传
统文化，同庆丰收，共迎春节。

壮观！平安千人共品腊八粥

西区为好人送西区为好人送““新年大礼包新年大礼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