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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换届选举的动员与宣传
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的选举是直接选举，

代表数占全国五级人大代表总数的95%以
上，所牵涉的选民达到9亿多人，是我们国
家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必须通过宣
传发动，使广大选民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
积极热情地参加选举，从而确保县乡人大换
届选举工作顺利完成。

2.建立选举工作机构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负责县乡人大代表

选举的机构有选举委员会、选举委员会办公
室、选举工作组等。选举委员会则分为县乡
两级选举委员会，均受县级人大常委会的领
导。人员设置一般是主任一人，由政治立场
坚定、法律意识强、熟悉选举工作的领导担
任；副主任和委员若干人，一般由党委的组

织、宣传、统战等部门和政府的财政、公安以
及监察委、法院、检察院和工青妇等团体中
的有一定选举工作经验的人员组成，同时可
根据当地情况安排其他有关单位的负责人
参加。县乡两级选举委员会的成员应报请同
级党委同意后，均由县级人大常委会审议通
过任命，选举委员会中不能有代表候选人。
选举工作组则是按照选区设立的选举工作
机构，设组长1人、副组长1-2人，成员若干。

3.制定选举工作方案
选举工作方案一般由选举委员会办公

室起草，交由选举委员会讨论和通过后再报
县级人大常委会和乡级人大主席团审议通
过。方案内容主要有换届选举工作的法律依
据，换届选举工作的指导思想、目的和要求，
换届选举工作的具体时间安排，选区划分和
代表名额分配，宣传工作计划，换届选举工
作的具体措施和要求等。

4.换届选举时间的确定
县级人大常委会根据上级党委和人大

常委会的统一部署及安排，向同级党委提
出请示报告和换届选举安排意见，经本级

党委同意后，由县级人大常委会作出换届
时间的决定。

5.确定和分配代表名额
确定和分配代表名额应根据2020年新

修改的选举法的规定进行。其中在照顾少数
民族聚居地和自治县以及有少数民族聚居
的乡镇的人大代表名额上，可以根据本地区
的情况在选举法规定的范围内因地制宜进
行；另外妇女、归侨应有一定名额，地方驻军
应分配适当的县级人大代表名额；还有关于
外来务工人员的代表名额可以采取单设选
区或者单独分配代表名额的试点方式进行。
分配代表名额的程序一般按照确定县乡代
表总名额后，由选举委员会制定应选名额的
分配方案，报县级人大常委会和同级党委批
准后分配到各个选区并予以公布。

县乡人大换届选举知识专栏（一）
准备工作及学习宣传

本报讯（记者 宁亚琴）清明节前的一
场春雪，让沙尘天气影响下的空气质量明
显改善，4月2日，来自市气象台的消息
显示，继春雪过后今年清明节假期，我
市天气总体不错，气温将一路飙升，3

日、4 日有小雪相伴，5 日以多云为主，
最高温度在12℃左右。

“受西南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
响，从 3 月 30 日夜间开始西宁地区出现
降水天气。截止到4月2日11时，西宁地

区出现了中到大雪，局地暴
雪，累计降水量最大出现在
湟中区共和镇新湾村32.5 毫
米 （雪深 14 厘米），西宁
市 区 6.1 毫 米 （雪 深 2 厘
米），湟源县出现首场透
雨。降水天气有效改善了
由沙尘天气造成的空气污
染状况，空气质量明显转
好。”市气象台预报员王镜
说，户外美好的春光加上
转好的空气，提醒春游踏
青的市民准备好合适的衣
服。据市气象台预报员余
学 英 介 绍 ， 清 明 假 期 期
间，受残余冷空气影响，4
月 3 日、4 日，西宁地区仍
有 弱 降 水 天 气 ， 虽 有 小
雪，但气温将一路蹿升，
速度会非常快，4 月 5 日，
西宁地区以多云为主，最
高温度在 12℃左右，特别
适合出游。

根据市气象台未来三天预报显示西宁
地区：3日：雨夹雪转阴，-4～5℃，东风
2～3 级；4 日：阵雪转多云，-3～9℃，
东北风1～2级；5日：多云，-6～12℃，
西风3～4级。

本报讯（记者 张艳艳）“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激情昂扬的歌声回荡
在中心广场。4月2日，“红色文艺下基层
百年党情暖民心”百场红色文艺轻骑兵主
题演出启动仪式在这里举行，此次活动为
全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活动暨
党史学习教育宣传工作拉开序幕。

据了解，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分展示中国
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和伟大功绩，推进

“四史”宣传教育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
入人心，达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
崇德、学史力行”的目标要求，把学党史、
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贯穿始终，在全市
开展百场红色文艺轻骑兵主题演出活动，
旨在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四史”

知识送进学校、景区、农村（社区）、军营、
工地、企业、楼院等，满足广大市民群众文
化需求的同时，激发广大群众感党恩、听
党话、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

近年来，全市文艺轻骑兵队伍围绕举
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的使命任务，为基层群众宣讲演出近4000
场，为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移风易
俗、脱贫攻坚等作出了突出贡献。同时，
在全市文艺轻骑兵的带动下，来自西宁警
备区的8支民兵文化宣传队也将长期加入
文艺轻骑兵宣传队伍。接下来，全市270
支文艺宣传团队，近6000名演职人员，以
合唱、舞蹈、小品、说唱、快板、曲艺、
戏曲、情景剧等文艺形式深入基层，深入
一线，深入农村，围绕党的百年奋斗历

程，创作编排出叫得响、传得开、立意
新、受教育的文艺节目，以饱满的精神、
真挚的情感、精湛的表演，唱响“共产党
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
好、各族人民好”的时代主旋律，集中展
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
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

“好”，为党史学习教育鼓劲，以感恩奋
进、拼搏赶超的强大气场和成效，全面推
动现代美丽幸福大西宁建设，以优异成绩
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本报讯（记者 金华山）3月31日至4月
2日，果洛州玛多县境内受降雪影响，长石
头山（海拔4542米）路段积雪厚度达到20
厘米，致使60余辆车滞留。

灾害性天气发生后，玛多县公安局交
警大队迅速启动恶劣天气应急预案，全力
加强雪天路面管控。1日21时，交警大队

组织18名警力赶赴现场，与养护、路政等
相关部门一起疏通保畅。当地降雪不断，
大风怒吼，气温在-20℃。

记者从玛多县交警大队了解到，经过
16个小时的疏通，滞留的小车已经安全离
开，目前还有大型货车滞留，交警仍在路
上疏通。

另外，4月1日晚，海北州祁连县峨堡
辖区普降大雪，22 时许，国道 227 线 99 公
里＋200米(偏都沟口)处发生一起两车剐
蹭交通事故，造成交通堵塞，祁连县公安
局交警大队峨堡中队民(辅)警快速赶赴现
场，经过长达四个多小时的努力，将滞留
的40多辆大小车辆安全疏通驶离。

60余辆车被困 海拔4542米无人区

清明假期小雪相伴气温不低清明假期小雪相伴气温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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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特约记者 薛军 莫昌伟）4月2日，省
委省政府召开国土绿化动员大会，认真学习领会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动员部署“十四五”开局之
年国土绿化工作，扎实推动青海国土绿化高质量
发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建军主持
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信长星作动员部署。

王建军指出，国土绿化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参加青海代表团审
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记“让绿水青山永远成为
青海的优势和骄傲”的重大嘱托，以全国人大颁布

《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40周年为新
起点，努力开创我省国土绿化事业发展新局面，建
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

王建军强调，要让国土绿化为高质量发展奠
基。绿色是自然的底色，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
植树造林、国土绿化就是厚植绿水青山、创造金山
银山。青海的生态资产是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和底
气，要通过坚持不懈的植树造林、持之以恒的国土
绿化，把高质量发展的根基筑得更牢、底气聚得更
足。要让国土绿化为做中华水塔“守护人”添力。
树是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至关重要的一环，
要多种树、种好树、管好树，用爱绿植绿护绿的实
际行动呵护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打造全国
乃至国际生态文明高地，为全国2030年实现碳达
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作贡献。要让国土绿化为
增进民生福祉蓄能。我们受自然的恩惠，也要以
敬畏心回馈自然，植树造林、绿化国土就是回馈自
然的有效方式之一。回馈自然有多真诚，自然惠
及我们的福祉就有多厚重，要哪里适生哪里栽，先
让局部绿起来，为厚植民生福祉而不懈奋斗。要
让国土绿化为坚定理想信念加油。一部青海的发
展史，也是一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
发展史，为国土披上绿妆的奋斗史。要在党史学
习教育和“四史”宣传教育中，大力弘扬尕布龙精
神和小高陵精神，以对家园的热爱、对人民的情
怀、对历史的担当，立下愚公志，走好绿色路，以国
土绿化的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信长星指出，国土绿化事关国家生态安全、事
关应对气候变化、事关民生福祉。开展大规模国
土绿化行动，是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重要
举措，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十三
五”以来，全省上下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立足“三个最大”省情实际，奋力推进

“一优两高”，谋划实施国土绿化提速、巩固提升两
个三年行动，国土绿化工作呈现出绿化规模大幅
提升、义务植树深入开展、城乡环境明显改善、林
草保护全面加强、绿色富民成效显著等亮点。做
好“十四五”时期国土绿化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
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
精神，准确把握我省国土绿化工作的新形势和新
要求，重点把握“在哪种”“种什么”“怎么种”“怎么
管”四个关键，推动国土绿化高质量发展。要全面
提高新时期国土绿化的质量和效益，结合国家公
园示范省建设，科学谋划，精心组织，继续开展国
土绿化巩固提升三年行动，突出抓好稳步扩大林
草资源总量、持续加大保护管理力度、统筹推进城
乡一体绿化、加快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等重点任务，
以对国家、对民族、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把维
护生态安全、保护三江源、保护“中华水塔”这一重
大使命承担好、履行好。

省领导于丛乐、陈瑞峰、刘格平、鸟成云、杜捷
出席会议。副省长刘涛通报2020年全省国土绿化
工作情况及2020年度西宁市南北山绿化工作目标
考核结果。

西宁、海东、海南、果洛等市州负责同志作交
流发言。

省委省政府召开国土绿化动员大会

扎实推动青海国土绿化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