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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检查指导高考考务工作时强调

做好疫情防控和高考考务工作
为全市考生营造安全有序良好环境
本报讯（记者 肖芳）7 月 6 日，市委书记王
晓前往青海湟川中学及西宁市教育考试指挥
中心、沈那中学、市第二十一中学检查指导高
考考务、组织保障、疫情防控等工作，向全市
考生加油鼓劲、送上美好祝愿，向广大考务工
作者、医护人员等表示诚挚慰问和衷心感谢。
王晓一行来到青海湟川中学，走进西宁市
教育考试指挥中心，现场通过平台远程查看全
市各考点考场备考、监考设备配置等情况。王
晓指出，今年的高考中考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的一次大规模有组织集体性活动，既是对
广大考生的全面检验，也是对全市常态化疫情
防控的重大考验。各级各部门要以极端负责
的精神，加强协调配合，狠抓工作落实，构建严
密高效的考务安全监控防范体系，精益求精、用
心用力地做好疫情防控和高考考务组织保障工
作，为全市考生营造安全有序良好环境。期间，
王晓与正在执勤的交通运输管理人员、爱心出
租车志愿服务者亲切交谈，向爱心出租车司机
致以亲切问候，勉励他们继续发扬志愿服务精
神，为广大考生和家长提供优质服务。
在沈那中学和市第二十一中学考点，王晓
一行与学校负责人、医护人员、工作人员及正
在执勤的公安交警、城管队员等深入交流，详
细了解考生引导、交通组织、医疗服务、安全
保卫、消防安全、家长等候区域设置等情况，
实 地 查 看 考 生 入 口 通 道 、证 件 查 验 、体 温 检
测、环境卫生消杀以及考务办公室、视频监控
室、保密室和标准化考场、备用考场、隔离考
场设置等工作，随机走进考点周边小卖店等督
导检查，对改进和完善工作方案预案和措施进
行了具体指导。王晓要求，全市各地区、各相
关部门和考点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提高思想认识，
始终保持高度警觉，总结运用成功经验，压紧
压实县区属地管理责任、行业部门管理服务责
任、教育行政部门及考点主体责任、企业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餐饮服务和食品经营单位食品安
全主体责任，把困难考虑得更充分一些，把准备
工作做得更扎实一些，切实把疫情防控和高考
组织的措施落实到每一个单位、每一个环节、每
一个人，严之又严、慎之又慎、细之又细地做好
各项工作，确保全市高考安全、平稳、顺利进行。
市领导王剑锋及市招考委部分成员单位
主要负责同志一同参加。

我市将新增3条大站快车
本报讯（记者 一丁）今年年初，我市有针对
性地开通城市公交主干线路大站快车公交 T2
线，由于停靠站点少、运行效率提升，T2 线的开
通受到了市民的广泛欢迎。记者 7 月 6 日从西
宁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获悉，大站快车公交
家庭将添新成员，今后快速公交 301 路、302 路、
303 路将逐步调整后列入到公交大站快车序列
里，拟以 T301、T302、T303 路线路编号运行，加
上原有的 T2 路和已经调整的 T304 路，我市大
站快车公交线路将达到 5 条。
据悉，快速公交 301 路、302 路、303 路、304
路四条线路由于车辆老化、故障率高、车速缓
慢，近年来一直成为乘客“吐槽”的热点，为进
一步优化线网、为市民提供更加快捷、舒适、安
全、高效的公交服务，6 月 28 日，西宁公交集团
调整了 T2 路和原 304 路，并将原 304 路调整后
列入大站快车公交序列，以 T304 路线路编号
运行，T304 路大站快车将启用已有车型——西
宁蓝纯电动公交车。
大站快车是公交车在运行区间内公交站
台选择性停靠，适用于高峰时间客流量大而集
中、交通比较通畅、线路非直线率较低的公交
线路上，运营灵活，行驶速度较高。和常规公
交线路相比，大站快车站点少、车速快，线路号
使用“T”开头；
“T”开头在乘客乘坐时予以明
显区别，大站快车会根据市民乘车需求对停靠
站点进行调整优化。大站快车公交的开通方
便了市民的出行，扩大了公交线路覆盖面，满
足了市民快速出行需求，缓解了市区交通拥堵
状况，充分利用西宁城区公交专用道，发挥公
交大容量快速疏散客流作用。

园博园精心梳妆

林公园建设管理委员会有关部门负责
人介绍，通海阁内部展览展示将凸显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用大量
图片、文字集中展示我市在加快建设绿
色发展样板城市和新时代幸福西宁征
程上所取得的新成果、新变化，结合城
市转型升级和产业转型升级，宣传城市
新面貌、产业大突破，让人们更深切地
感受到西宁正在向具有公园城市形态、
美丽城市风范、幸福城市品质的现代高
原美丽幸福大西宁迈进。
注水完成：
园内湖泊碧波荡漾
记者了解到，园博园一期占地 2000
亩，其中绿化和水景面积达到九成以
上，景观水系贯穿全园，是名副其实的
生态绿园。昨日记者看到，在园博园入
口处，高约 12 米、长近 30 米的大型龙形
瀑布正在进行调试，潺潺流水倾泻而
下，在阳光的照耀下一道彩虹若隐若
现，十分壮观。目前园内一期湖水注水
工作已基本完成，两个沉砂池都已达到
标准水位。
呼吁市民：
耐心等待正式开园

“目前，我们正快马加鞭推进一期
“园博园一期将于七月与我们见面，期 的是两侧坡地上的月季专类园。记者看
待与她相遇！”
到，这个占地 40 多亩的月季专类园已呈现 工程内的收尾工作，把园林细节造景以及
“前两天按捺不住去了一次，
她正在精心 出最美形象，集中栽植着小仙女、仙境、金 卫生清扫等工作做实做细，确保开园后市
梳妆。为了市民的安全工作人员不让进园， 太阳、粉扇、梅郎口红等 20 多个月季品种， 民有一个更好的游园体验。”采访中，西宁
我只在园外看了看，
期盼她带给我们惊艳！
” 它们分布排列，颜色由浅入深，借助坡地所 园博园和西堡森林公园建设管理委员会有
……
呈现出的景色美不胜收。据介绍，目前园 关部门负责人说。同时，记者了解到，不少
西宁园博园一期工程将于 7 月开放的 博园一期已栽种草花 40 多万株，同时栽植 市民看到园博园即将开园的新闻报道后，
消息经西宁晚报报道后，备受广大市民关 荷兰菊、鸢尾、马蔺、景天、石竹等宿根花卉 都忍不住想在第一时间先睹为快，连日来
注，不少市民致电本报询问其“冲刺”情况， 300 多万株，层层叠叠的花海将以其绚烂迎 已经有市民接二连三地前去游园，但出于
安全考虑，西宁园博园和西堡森林公园建
为此晚报记者再次探访园博园，园博园正 接广大市民
“检阅”
。
设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呼吁广大市民，
在精心梳妆、精雕细琢，将以最美姿态迎接
通海阁：
发展新变化集中展示
目前园内仍处于建设阶段，从安全角度考
八方来宾。
作为园博园主体建筑之一，坐落在园 虑，游客最好不要进入。大家还需要耐心
鲜花簇拥：园林造景基本完成
博园北侧湖区半岛的通海阁是全览北侧园 等待，正式开园后再前往游园，体验最舒适
园博园一期园林造景已完成 95%的工 区的最佳观赏点。这个高约 20 米的仿古 的游园环境。
（记者 王瑞欣）
作量！在园博园入口主路处，最引人注目 建筑，共三层高。据西宁园博园和西堡森

西宁大寺沟路开建
本报讯（记者 小蕊）日前，我市又一条
市政道路——大寺沟路开建，附近居民以
后出行将更方便！
“新建大寺沟路，我们出门就方便多
了，现在这个土路，真是晴天一身灰，雨天
一脚泥。”居住在路家庄小区的居民告诉记
者。日前，记者在大寺沟看到，不久前的一
场雨让这条居民们走出来的“土路”更加泥
泞不堪，坑洼不平。附近居民听说要新建
道路后高兴不已，居民李女士说：
“ 真是解

决了我们的大难题！你看，这下雨天根本
没法出门。”为了改善居民的居住环境，解
决居民出行难问题，城东区投资 950 万元
新建大寺沟路，新路东至路家庄新村、西至
北园新村、北至南辅路、南至滨河路，预计
今年 11 月底建成通车。
据城东区城乡建设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新建的大寺沟路长 620 米、宽 15 米，主
要建设内容为道路、排水、绿化、照明、防护
及交通附属设施等，工程施工期间，大寺沟

路全幅路面封闭，途径车辆从林家崖路绕
行。进出路家庄小区的车辆从南辅道开设
的出入口出入。行人沿两侧预留的人行道
安全正常通行。
今年以来，城东区结合“幸福西宁·绿
色交通”三年行动计划，进一步加快区域路
网提档升级，为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便
利，目前，新建的团结一路、团结三路、纬七
路已建成通车，付家寨北侧规划路建设也
已进入收尾阶段，
近期将通车。

市直机关 79 个单位 200 名选手技能大竞赛
本报讯（记者 张艳艳）Word 文 档 快
捷键的运用、公文写作格式与要求、党建
知识的掌握……在市直机关第六届公文
写 作 与 计 算 机 操 作 技 能 比 赛 中 ，来 自 市
直机关 79 个单位的 200 名参赛选手大显
身手。
据了解，为进一步深入开展“人员大
培训、岗位大练兵、技能大提升”活动，增
强机关干部干事创业本领，提升机关干部
思想素质、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打造政治
过硬、业务精湛、服务优良的高素质干部队
伍。经过前期的认真准备、严格程序、选手
参与，市直机关工委、市总工会开展的以
“岗位练兵强素质，立足本职作贡献”为主
题的市直机关第六届公文写作与计算机操

作技能竞赛圆满结束。竞赛本着引导机关
党员干部练业务促效能、练本领提能力、练
责任促担当的原则，培养机关人才队伍，大
批优秀机关写作能手脱颖而出，为推动机
关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机关公文写作与
计算机操作技能竞赛的举办，成为市直机
关干部成长进步的
“孵化器”
。
此次竞赛打破往届公文写作和计算机
竞赛分开测试排名的形式，不仅考验选手
政策水平、党建知识，公文、计算机知识的
掌握，对思维能力、文字功底
也有较高的要求，体现了针
对性、实践性和实用性。日
前，市直机关举办了第六届
公文写作与计算机操作颁奖

仪式，授予市人社局张滢同志为“技术状
元”，市委组织部殷海、市文联李岩冰、西
宁调查队戚益瀚同志为“技术能手”，市林
草局闫玉芳、市委办公室熊陶然、市行政
审批服务局杨姗姗等 18 名同志为“优秀
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林业和
草原局、市中级人民法院、市委办公室、市
委组织部、市大数据服务管理局 6 个单位
为优秀组织奖，并下发表彰决定，给予了表
彰奖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