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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芳旭）建设公园城区、开
展污染防治、推动“三产兴区”加大片区
开发力度、有序推动乡村振兴……今年，
城北区将深入落实“四个扎扎实实”重大
要求，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全力发
挥城市发展空间和环境资源优势，在创业
创新、人文科教、高端物流等七个方面增
进民生福祉，奋力谱写生态宜居品质城北
的新篇章。

踏上新征程，实现新作为！今年城北
区将坚持生态保护优先，加快建设公园城
区，推进北川湿地公园建设和西川河综合
治理。实施北山、小酉山等重点区域绿化
提升和森林资源保护工程，加快推进街头
绿化提档、社区增绿见景，年内再打造特
色花街花桥 16 条、立体景观 3 处。在公园
绿地、社区商圈有序推进“绿色生活·幸福
驿站”建设，创建更多的节水单位和绿色
村镇，营造全民保护生态环境的良好氛围。

突出创业创新引领，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以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为依

托，着力推进创业创新综合服务能力建
设，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现代产业体系。
全面深入推动“三产兴区”，紧密结合北区
服务业发展特点和阶段，围绕“环高新区
及高教园区”，大力开展社区教育、校外教
育服务，拓展融资租赁、电子商务等新型
服务业态，打造集文娱休闲、遗产保护、
文化旅游等为一体的高端产业体系，逐步
构建主体多元、业态多样、业种丰富的北
区服务业发展新样板。

深度融入西宁—海东现代化都市圈及
现代美丽幸福大西宁建设，抓好高教园
区、西川片区、北山片区整体开发，为重
点项目建设提供有力保障。聚力聚焦投资
消费，主动融入新发展格
局，紧盯国家及省市委部
署，有力促进项目投资落地
落实，不断激发招商潜力和
消费活力，持续增强经济发
展动力。把省市级重点项目
作为稳投资的着力点，紧盯

今年谋划征集到的116项重点项目，加强协
调对接和跑办力度。

把招商引资作为重中之重，立足北区
资源禀赋、产业特色，把北区的优势特色
推介出去，切实提高招商引资成功率，为
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撑。

持续加大民生投入力度，加强普惠
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工程建设，年内
再完成 9 大类 17 项民生实事，为辖区群众
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生活需求，创造宜
业、宜居、宜乐、宜游的良好环境，不断
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
北区的山更绿、水更清、天更蓝，让城市的发
展更有质量、更有内涵、更有温度。

本报讯（记者 刘瑜）最近一段时间，
冷空气势力弱，气温表现积极，气温一
路 回 升 ，我 省 多 地 最 高 气 温 均 超 过
20℃，不少市民已经早早换上了春装。
气温还会继续上升吗？记者从省气象局
了解到，随着新一股冷空气的到来，晴
暖升温天气告一段落，未来三天全省各
地气温都将下降，部分地方还有降雪。

数九已经结束，今冬“数九”除二九
三九气温低于常年之外，其余整体偏
暖，且今年冷得早也暖得早。据预报，
14日夜间至15日白天，果洛大部、玉树
南部有小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15 日白天，柴达木盆地有 6 至 7 级偏西
风，局地伴有沙尘天气。15日夜间至16
日白天，全省各地晴或多云。16日夜间
到17日白天，海北大部、西宁北部、黄南
南部、玉树南部、果洛南部有小雪，省内
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西宁未来三天天气预报:16 日，阴
转晴，东风 3 至 4 级，0℃到 15℃；17
日，阴转多云，西风 3 至 4 级，0℃到
16℃；18日，阴转多云，东南风3至4
级，-2℃到10℃。

本报讯（记者 悠然）3月12
日13时，果洛州消防救援支队
接到报警，果洛州玛沁县大武
镇环城南路当洛移民区一民
房起火，无人员被困。果洛州消
防救援支队立即调派玛沁大队
2车9人赶赴现场处置。

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
现，火势正处于猛烈燃烧阶
段，经询问户主得知着火民房
内有一个煤气罐，救援人员立
即用两支水枪进行灭火，并对
周围群众进行紧急疏散。明
火熄灭后消防员从房间内将
煤气罐取出，放置在空旷地带
进行冷却处理。经过半个小
时的紧张救援，火灾事故被成
功处置。据户主介绍煤气罐
刚充满气，所幸处置及时未发
生爆炸。

目前，火灾原因正在进一
步调查中。

本报讯（记者 悠然）连日来，西宁多
地山林、杂草和树木火灾时有发生，仅最
近的一个星期内西宁消防就接到相关报警
19起，烧荒、祭祀、小孩玩火、乱扔烟头
等行为都是造成这些火灾的元凶。

3月6日11时31分许，西宁市城东区
贵南路东府嘉和小区后门杂草起火，金硅
路消防救援站出动 3 辆消防车 10 名消防
员，经过近 40 分钟紧张扑救，成功将火
扑灭。

3 月 7 日 21 时 5 分许，西宁市大通县

黄家寨镇青铝生活区北区附近河边杂草起
火，好在过火面积较小，火势并未大范围
蔓延，解放南路消防救援站2辆消防车4
名消防员到场后很快就扑灭了大火。

3月11日14时6分许，西宁市湟源县
大华镇口子村山上起火，15名消防指战员
联合相关部门和当地村民，利用铁扫把、
灭火弹等灭火器材，经过两个多小时紧张
营救，才将大火扑灭。

根据往年火灾形势分析，清明节前山
林火灾形势还将持续攀高。西宁消防提

醒：室外要慎用明火，进入山林区域禁止
携带火源；家长要教育孩子不玩火，不让
孩子点烛、燃香、烧纸、燃放鞭炮；抽烟
要将烟头彻底熄灭，不可随意乱丢烟头、
火柴等，倘若发现或遇到火灾时，应及时
拨打119火警电话报警；春耕时节，不得
在户外焚烧秸秆、烧荒；外出踏青禁止在
野外生火烧烤。同时，提倡大家文明祭
祀，尽量不动用明火，特别是在山林、草
原区域，极易失控引发火灾，如果造成严
重后果，要承担法律责任。

本报讯（记者 严进芳）2020 年，城中
区纪委监委在市纪委监委和区委的坚强领
导下，忠实履行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
勇于担当作为，全力保障疫情防控工作，
开展扫黑除恶“打伞破网”，统筹纪律监
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和巡察监督工作
力量，构建一体化推进不敢腐、不能腐、
不想腐的机制体制，扎实推动纪检监察监
督执纪执法标准化规范化专业化建设。

一年来，城中区纪委监委聚焦统筹推
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落实“六
稳”“六保”任务等重点工作，持续加强监
督执纪问责，共对 15 家单位、8 个镇（街
道）、61个村（社区）、282个劝返点检查21
次，问责干部11人。制定《城中区纪委监委
关于党风廉政意见回复工作的暂行规
定》，严把政治安全关，共回复党风廉政

审查意见112批2382人，提出否定性意见
11人，暂缓意见12人。扎实开展生态环
保领域监督执纪工作，全面巩固扫黑除恶
成果，紧盯重要时间节点，对违规发放津
补贴、违规收送礼品礼金、餐饮浪费、

“一桌餐”等情况进行明察暗访，将查处
的16个问题向分管县级领导进行抄告，责
令限期整改。扎实开展作风突出问题集中
整治专项行动，紧盯3大类21条突出问题，
成立 4 个督查指导组，对全区各部门各单
位进行督查指导，提出整改意见39条。

同时，突出政治巡察，完成第六轮、
第七轮常规巡察、第三轮县区异地交叉巡
察和对享堂村的重点巡察，共发现问题
197 个并督促整改，完成全覆盖任务的
90%，移交问题线索 3 件。深化体制改
革，机制活力不断释放。紧紧围绕健全监

督体系要求，在强化监督力量上发力，不
断选优配强派驻纪检监察组、巡察组以及
镇（街道）纪检队伍监督力量，进一步推
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深入推进监
督执纪执法“一体化”建设，构建“1+
2+4+N”新模式，依托派驻联动组、片区
协作组开展各类监督检查 90 余次，发现
问题155个并督促整改，联合办信办案5
件，立案3件，各镇（街道）纪（工）委立案
全部“破零”。全年共受理信访举报204件，
处置问题线索87件，立案32件（采取留置
措施4人），结案26件，组织处理3人，给予
党纪政务处分22人，移交司法机关5人，完
成市监委指定管辖列为中纪委督办外逃13
年人员追逃工作，精准运用监督执纪“四种
形态”处置 248 人（次），其中第一种形态
215人（次），占86.7%。

本报讯（记者 樊娅楠）新增就业，
解决生活用水问题、提供灌溉用水，
有效处理园区企业生产废水及生活污
水、实现中水回用……3月12日，在西
宁市 2021 年一季度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仪式大通县分会场，总投资 39 亿元，
涉及农林水利、科技创新、产业融合
等方面的23项大通县一季度重点项目
集中开工建设。

“今天，我们集中开工一季度重点
项目23项，计划一季度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4.3亿元，增长11%，实现一季度

‘开门红’，拉动全市投资增长，力促县
域经济社会发展‘全年红’，为‘十四五’
开局起步奠定坚实基础。”大通县委常
委、副县长肖克忠表示。

据了解，今年大通县共谋划建设项
目181项，总投资260亿元，当年计划完
成投资53亿元；谋划储备争取开工项目
120项，当年计划完成投资18亿元。其
中，大通县万合总部科创基地一期建设
项目，总投资 13.2 亿元，累计完成投资
2.3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4 亿元，项目建
成后，可进一步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增
强科技支撑能力，实现销售利润总额5.6
亿元，新增就业2000人。大通县大河滩
水库项目，总投资3.7亿元，年度计划投
资1.5亿元，项目建成后，将解决全县32
万居民生活用水问题，并为2000亩农田
提供灌溉用水。一二三产业融合示范
园建设项目，总投资5亿元，年度计划投
资1.2亿元，目前已落实统筹整合中央、
省、市涉农资金3500万元，预计2023年
年底完工。项目建成将加快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提升产业示范和带动效
益。大通县北川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
项目，总投资 1.46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0.6亿元，目前已落实专项债7000万元，
环保专项资金1000万元，计划于2021年
年底完工。项目建成将有效处理园区
企业生产废水及生活污水，大幅度降低
企业废水处理成本，实现中水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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