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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佳静）2019 年，工行青
海分行牢固树立“工商银行不做小微，就没有
未来”的发展理念，全面贯彻国家出台的一系
列资金支持政策，加大对小微企业等实体经
济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通过“工银普惠行”

“百行进万企”等一系列行动将工行温度”真
真切切传递给小微企业。

一是精心打造适合小微企业发展的融
资方案。为解决青海生物科技产业园区食
品保健品集聚区 22 户小微企业构建厂房的
融资需求，量身定制了《生物科技产业园食
品保健品集聚区内小微企业固定资产购建
贷款融资方案》《生物科技产业园区“银政
通”融资方案》，有效缓解园区内小微企业

“融资难、担保难”问题。2019年累计向25户

发放贷款8456万元，开辟我行服务小微企业
的新渠道。二是创新推出快捷便利的线上
信贷产品。利用互联网技术和总行大数据
分析手段服务实体经济新模式，创新推出了
全线上、纯信用的经营快贷、泛交易链、税务
贷、用工贷等信贷产品，一次授信、循环使
用、随借随还的线上金融服务模式全面落
地，2019年该行纯线上信贷产品余额较年初
增加 1.6 亿元。三是减费让利政策惠及小微
企业。着力解决小微企业融资贵的问题，通
过利率优惠、费用减免等多种方式，全年减
费让利198万元，打造了“广覆盖、多层次、高
效率、可持续”的普惠金融体系，让金融服务
的雨露甘霖更多普助企业、惠及民生，积极
履行了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

工行省分行践行
普惠金融精准滴灌小微企业

新华社西宁1月19日电（记者 央秀达
珍）记者从青海省气候中心获悉，受青海湖
流域降水偏多影响，我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
海湖水位2019年上涨0.56米，至此已连续15
年上涨，水位恢复至上世纪60年代初水平。

青海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戴升介
绍，2019年青海湖流域年降水资源量为异
常“丰水年”。降水量异常偏多，流域各条
河流径流量持续增加，使得青海湖水位持

续上升。
据青海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资料显示，

2019 年平均水位为 3195.97 米，较上年上升
0.56米，2005年至2019年共上升3.11米。

数据显示，2019 年青海湖流域平均降
水量为447.7毫米，较常年偏多2成。青海
湖流域各地降水量在 444.2 至 451.2 毫米之
间，较常年均偏多2成。青海湖流域周围各
条河流径流量增加，水位持续上升。

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的青海湖素有
“中国最美湖泊”的美誉，它不仅是维系青
藏高原东北部生态安全的重要水体，也是
阻遏西部荒漠化向东蔓延的天然屏障。

业内专家表示，青海湖水位持续上
涨，有利于周边气候变湿变暖，对改善当地
野生动植物和鸟类栖息环境以及整个环湖
地区的生态环境都比较有利，但是水位持续
上涨或将对周边旅游设施带来不利影响。

本报讯（记者 肖芳）近日，城东区纪
委监委起草印发《城东区节日期间作风
建设监督检查暨集中整治冬春安全工作
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的实施方案》，
成立三个明察暗访组，明确时间节点、方
法举措，以“一节三抓”机制为依托，突出
重点工作，对全区党员干部节日期间作
风纪律、部门单位抓安全生产工作情况
从严从实从细进行督促落实。

据悉，城东区纪委监委采取明察暗
访、专项检查、随机抽查等方式，层层开
展监督检查。抓住重要部门、重点岗位
和关键环节，不打招呼、不定路线，及时
督促各部门各单位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
近期重点工作安排部署，如期按时推进；
深挖细查节日期间违规公款吃喝、违规
收送礼品礼金、违规使用公车、大办婚丧
喜庆等不正之风。同时，节后对监督检
查情况进行全面通报，对教育到位、监督
到位、严管到位的部门和单位进行点名
表扬，为干实事的干部鼓劲撑腰；对节日
期间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
神和省市区委若干措施的顶风违纪行
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对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不力、发生严
重“四风”问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不
严致使问题发生的单位，实行“一案双
查”，不仅要严肃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
任，还要严肃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
领导责任，精准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
态”严肃处理，一律点名道姓通报曝光。

本报讯（记者 宁亚琴）为净化市场经
营环境，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侵
害广大消费者权益的不法行为，1月15
日，城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二十里
铺镇政府在城北区垃圾填埋场销毁50余
种假冒伪劣商品。

在现场集中销毁的是日常监管和各
项专项整治中罚没查缴的假冒伪劣商
品，这次集中销毁的假冒伪劣商品涉及
50余种商品，其中包括商标侵权的商品
20余件、各类假冒伪劣商品20余件、包
装缺斤短两商品40余件，总价值5余万
元。据悉，自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以来，城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秉承“让群众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吃得
舒心”的宗旨，深入开展市场过期食品、
伪劣假冒产品等专项整治工作，以清查、
彻查过期食品为切入点，以“全覆盖、零
容忍、严执法、重实效”为总体目标，重
点对农村超市、商店、食品店、食杂
店、食品小作坊、农贸市场等食品经营
主体进行专项检查，详细查看食品经营
者主体资格是否合法、是否存在经销假
冒伪劣食品行为、是否履行索证索票和
进货查验制度等情况，把好食品质量安
全准入关，严防不合格食品进入市场销
售，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下一
步，城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继续不断
加大商品质量监管，开展旅游市场、食
品药品和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等重点环节
和关键领域专项整治，严厉打击生产、
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行为，营造健康有
序的市场环境。

本报讯（实习记者 刘蕊）日前，城西
区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总结大会。

会议指出，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和省
市委要求，在市委第三指导组指导下，全
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坚持把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作为根本任务，坚持自选动作服务于规定
动作，以“四学”“四个奔着去”“四个对照”

“四个聚焦”为统揽，通过“三不四入五选”
举措，有机融合、一体推进四项重点措施，
高质量完成了主题教育各项任务。

会议强调，在主题教育中，全区广大
党员干部深刻体会到，围绕根本主线，坚
持以学为基、以用为本是这次主题教育
的最大收获；立足职责职能，坚持知重负
重、担责尽责是这次主题教育的最大启
示；聚焦人民期盼，坚持有机融合、一体
推进是这次主题教育的最大特点；注重
常态长效，坚持制度治党、建章立制是这
次主题教育的最大成效。

会议要求，全区上下要坚持以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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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讲话精
神和中央、省市主题教育总结大会精神，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以“两个绝对”具体化为载
体，持续巩固扩大主题教育成果成效，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真正落地生根、开
花结果。要筑牢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根
基，用好思想淬炼这个最有力的武器，传
承红色基因这条最有效的途径，严肃党
内政治生活这股强大的力量；要强化守
初心、担使命的责任担当，在“两个维护”
中铸就坚如磐石的政治定力，在落实中
央和省市委决策部署中无私无畏的担当
精神，把思想上的同心同向转化为行动
上的同频同力；要增强守初心、担使命的
革命意志，在“四个对照”中剖析自己，在
监督评价中警醒自己，把“四个对照”的
参照系转化为“四个自我”的坐标系；要
发挥守初心、担使命的示范效应，各级党
员领导干部要尊崇制度，带头坚持党的
全面领导；要强化组织，带头落实党的组
织路线；要严于律己，带头永葆党员政治
本色，把“关键少数”的“关键作为”转化
为“绝大多数”的“集体作为”。

本报讯（记者 樊娅楠）1月13日上午，大
通县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
结大会。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立意
高远，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
性、思想性、理论性、针对性、指导性，为我们全
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牢记初心使
命，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提供了根
本遵循。省委书记王建军在全省“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和市
委书记王晓在全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对我们答好“永恒
课题”和“终身课题”答卷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会议强调，此次主题教育为开展新时代
党内集中教育积累了宝贵的启示。全县上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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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全省全
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
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以“两个绝对”具体化为载

体，进一步深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要
求，持续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形成政治
生态良性循环、持续向好的强大势能。

会议要求，要按照中央和省市委的部署
要求，坚持不懈强化理论武装，深化思想认
识，进一步增强守初心担使命的自觉性和坚
定性，持续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
批示精神往心里去、往深里走、往实处
落；要不断提升政治站位，坚定不移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确保党
中央和省市委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坚持把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永恒课题、终身课
题，在“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上深
化认识、强化自觉，不断加强党的建设；要善
始善终抓好整改落实，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要系统梳理、对账盘点，上下联动、合力整改，
跟踪问效、防止反弹；要不断巩固和发展主题
教育成果，切实把制约改革发展的突出问题
解决好，把好的经验和做法总结好，将“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落实到履职尽责各项工作
中，为争当打造绿色发展样板城市排头兵、建
设新时代幸福西宁大通篇章而努力奋斗。

青海湖水位连续15年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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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主题教育总结大会

东区

从严从实从细抓作风纪律

北区

销毁50余种假冒伪劣商品

1月18日，青藏铁路公司西宁工务段哈尔盖桥隧车间的工人在大通山隧道内将打碎
的冰块装袋。

大通山隧道位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境内，是青藏铁路支线柴木线（柴
达尔至木里） 上的一个重要隧道，平均海拔超过3700米。大通山地下水丰富，冬季
时，隧道内的排水沟封冻，漫溢出来的水经常会在铁轨及附近结冰，冰害路面可达40
米，严重威胁着列车运行安全。为了保障列车的安全运行，他们一次次走进漆黑、寒
冷、缺氧的隧道，用铁锹、镐头与冰块进行战斗。 新华社记者 张龙 摄

大通召开主题教育总结大会大通召开主题教育总结大会

深山隧道里的除冰人深山隧道里的除冰人

本报讯（记者 得舟）根据 2020 年西
宁市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有关通
知精神，团市委近日组织团干部们到湟
中县上新庄镇开展 2020 年“三下乡”活
动，为村民们送健康、送知识、送服务，营
造青年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的
浓厚氛围。

在活动现场，团干部们向村民群众
和农村娃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
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
人犯罪法》《青海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
等，面向乡亲们广为发放“两法一条例”
宣传手册、“与法相伴 健康成长”青少年
普法宣传卡、《西宁市民绿色生活公约》
和《民族团结进步应知应会知识口袋书》
等，共发放各类宣传手册1000余册，并就
村民们的有关热点提问进行耐心讲解、
答疑释惑，强化了村民及青少年的法律
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传播了绿色文明，
倡导了低碳生活。与此同时，还组织村
民现场参加有奖趣味运动会，在猜字谜、
合力背夹球、运球接力跑、转转呼啦圈、3
米套圈赛等比赛中，广大村民在快乐体
验中锻炼了身体、强健了体魄、增长了知
识。此次“三下乡活动”让农村群众切实
感受到党的亲切关怀和团的温馨服务。

““三下乡三下乡””活动活动

让村民收获颇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