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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肖芳）4月2日，城中区开
展了森林草原防灭火实战演练。作为城中
区党史学习教育“强本领防风险、应对新挑
战”专项训练中的一环，此次演练旨在结合
党史学习教育，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安
全生产责任制，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及
时有效科学应对森林草原火灾事故的发
生，保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当天的演练模拟情景为：城中区享堂
沟山发生森林草原火灾，火灾现场共有三
处着火点，对现场林区植被和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林区火灾事故发生
后，城中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立即启动森
林草原防灭火应急预案Ⅲ级应急响应，各
成员单位立即赶赴现场开展扑救工作。据
了解，此次演练按照应急响应、力量投送、
现场准备、战斗实施、撤离返营的程序，以
火灾现场侦察、现场秩序维护、现场火灾扑
救、扑火力量增援、现场伤员救治、火患排
查清除、现场事故调查等环节为主，重点突
出多台水泵同时架设灭火、隔离带开设、灭
火弹投掷、多种灭火工具综合运用的训练

演练。人员分为11个小组，采取“人防+技
防”方式，通过专业与非专业救援队伍、无
人机上空监测、消防救援车等传统与非传
统相结合的手段，实地展示了城中区发生
森林草原火灾后应急救援场景。

下一步，城中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将
持续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实战能
力，进一步提升灭火技能，积极发挥协同作
战、联防联控先锋作用，全面做好行动准
备，为打赢春防攻坚战奠定良好基础，用实
际行动当好党和人民“守夜人”。

本报讯（记者 樊娅楠） 营商环境是一
个地方的重要软实力，优化营商环境就是
解放生产力，就是提高综合竞争力。近年
来，大通县持续出实招、放大招，积极推
动优化营商环境各项举措向更深层次、更
广领域拓展。今年以来，大通县税务局以
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不断优化政务服
务，激发市场活力，改善发展环境，全面
推动高质量发展，确保“十四五”开好
局、起好步。

在优化政务服务方面，大通县税务局
以提升纳税人评价和市场主体感受为标
准，推进跨部门、跨层级、跨地区业务流
程再造，加快“一网通办、一窗通办、一
事联办”，创新融资授信服务，着力解决纳
税人融资问题，切实加强征管措施和政策
指引，为纳税人与优惠政策牵线搭桥。在
激发市场活力方面，全面深入推进行政执
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
法制审核“三项制度”，加快新型税务执法
质量控制体系构建。加强法治意识、边界
意识，切实让纳税人应享尽享。全面推行

“双随机一公开”、大数据等新型监管模
式，通过事前信用承诺、事中分类监管、
事后信用奖惩等机制，提高监管效能，减
少纳税人干扰。

为了让法治环境好起来，坚持依法依
规的原则，推动职能转变、“找门路”向

“找政策”“找法治”转变，切实抓好“依
法保护”和“依法打击”工作。为了让干
部作风好起来，坚持首善标准，从严从实
推动干部作风转变。带头讲政治，切实把
党中央的各项决策部署、省市委工作要求
不折不扣落实到位。树立“工作争先、服
务争先、业绩争先”鲜明导向，扎实开展

“对标先进、争创一流”活动。动员全县干
部牢固树立“人人都是营商环境、处处都
是工作窗口、个个都是政府形象”意识，
凝聚起推动大通县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大通走深走实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本报讯 （记者 张艳艳） 清明时节，
西宁市民和游客纷纷出门踏青赏景，西
宁旅游也迎来了春天。4 月 6 日，记者

从市文化旅游广电局获悉，假日三天全
市共接待旅游人数 17.18 万人次，实现
旅游收入 8177.68 万元，纳入统计的全

市 17 家重点景区共接待游客 8.48 万人
次。累计接待游客接待量前五名的景
区 依 次 为 ： 西 路 军 纪 念 馆 、 人 民 公
园、新华联童梦乐园、塔尔寺景区、
高原野生动物园。

据 了 解 ， 由 于天气好转，气温回
暖，游客出行意愿逐渐增强，不少景区
接待游客量呈现上升趋势。新华联童梦
乐园推出“童梦春游记”“汉服文化秀”

“民族风情秀”等活动，三天接待游客
11024 人次，实现综合收入 284.34 万元。
高原野生动物园 （熊猫馆） 接待人数
5350 人次。西路军纪念馆景区接待游客
2.56万人次，广大市民围绕建党100周年
主题，借清明节假日，以家庭为单位瞻
仰烈士陵园，缅怀先烈，自觉进行爱国
主义和革命传统感恩教育，感悟人生，
弘扬正能量。千紫缘景区举办第二届风
筝文化节、游园踏青等活动，接待游客
1486人次。几何书店举办万物可爱·踏青
月主题活动，开展图书、文具、文创产

品优惠、你的国风摄影大赛等系列活动，
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参与，接待人数较
日常有较大增长。

本报讯（记者 樊娅楠）“荒山变花海，村
里的环境大变样，游客络绎不绝，就连外出
打工的人都回来了。”说起自己的村，大通
县朔北藏族乡边麻沟村村民赵文科充满了
自豪感。

乡村是每个中国人的精神故乡，美丽
乡村是美丽中国的底色，也是乡村振兴的
有力抓手。近日，《小康》杂志社联合多个
国家权威部门和专业机构评选的“百县榜
单工程”之“2021 中国最美乡村百佳县市”
榜单出炉，我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湟源
县均上榜。

据悉，“2021 中国最美乡村百佳县
市”榜单的发布，涵盖了除直辖市所含区
与港澳台地区以外，全国2757个县域行政
单位。榜单以网络大数据、县域专题调

研，社会公众态度和专家评审进行加权，
经综合测评得出“2021中国最美乡村百佳
县市”榜单，并实行全网数据解析，设立
自2020年2月1日至2021年1月31日的信
源区间，设定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
环境治理、社会保障、农业发展、社会风
气、舆情形象、疫情防控8个网络数据评
榜维度。

美丽乡村，美在环境，美在庭院，美
在人心。近年来，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

“春风”，西宁全面落实高原美丽乡村建设
要求，不断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同农村
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扎实推进农村厕所
改造，持续推动农业投入品减量化、生产
清洁化、废弃物资源化、产业生态化，农
业面源污染得到有效治理，村庄清洁实现

由全覆盖向常态化的华丽转身。率先在全
省开展人畜粪污资源化利用试点，在大通
县东峡镇、湟中区多巴镇等13个村实施以
污水管网建设为主的人居环境综合整治项
目。随着深入推进农村户厕改造工作，各
县区因地制宜建立“户集、村收、乡镇转
运、县区集中处理”的垃圾处理一体化模
式，4000余名保洁员长期活跃在村街巷尾
为乡村美容。

如今在西宁，人们生活在花海里，徜徉
在田地间，环境越变越美；从地道农民，到
稳赚流转金的打工者，日子越来越好；从乡
村治理、一村一特色的“蓝图”，到眼见为实
的示范小镇……高原美丽乡村建设化作乡
亲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绘出一幅生机勃
勃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本报讯（通讯员 北宣）万达广场、吾悦
广场等一大批城市综合体在城北区落地，碧
桂园、中海地产等知名房产企业在这里扎
根，近年来，城北区紧盯经济社会发展，地区
综合实力实现新跨越，宜居宜业宜游的环境
让这里的居民越来越有幸福感、获得感。

据了解，近年来，城北区坚持把发展作
为第一要务，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经
济指标稳步增长，2020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43.27亿元，“十三五”期间年均增长7.09%，
经济总量位居全市第二；完成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 132.9 亿元，年均增长 4.32%；全体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逆势上扬，突破 3.6 万元
大关，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累计达到36.8
亿元，年均同口径增长10.5%。

不仅如此，通过多举措的招商引资，一
个接一个的绿色招商引资项目在这里落地，
城北区牢牢牵住项目建设这一经济发展的

“牛鼻子”，以一个个优质高效、生态绿色的
项目来承载发展，“十三五”期间累计开工各
类重大项目338项，其中亿元以上项目95项，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 7.35%，始终
处在全市领跑位置，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带动
力和支撑力持续增强。招商引资成效显
著。北区以更加开放的姿态筑巢引凤，“青
洽会”“城洽会”等各类招商活动带动效应凸
显，“十三五”期间累计实现招商引资省外到
位资金172亿元。万达、吾悦广场等一大批
有市场、上规模的城市综合体纷纷落户北
区，碧桂园、中海地产等国内知名领军行业
相继投资置业，极大地提升了北区的美誉度
和影响力。

下一步，城北区将以国家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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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严进芳）自党史学习教
育开展以来，西宁市城市管理局突出党史
学习教育和作风建设推进会“为民办实事”
的工作要求，聚焦市民关注的背街小巷市
容环境卫生问题，制定出台了《西宁市主城
区背街小巷市容环境卫生提升管理导则》，
从7大类36项背街小巷市容环境卫生提升
管理标准，对城市主城区背街小巷市容环
境卫生进行综合整治、精细治理，着力解决
城市管理“顽疾”，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和作
风整治走深走实。

背街小巷市容环境卫生提升工作是衡
量城市管理精细化程度的重要标尺，也是
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通过对每条背街小
巷设计与管理的严格管控，整治“城市
病”痼疾，改善城市面貌、规范市容秩
序，提升环境卫生精细化管理水平，实现

城市品质全面提档升级，展现现代美丽幸
福大西宁新形象、新面貌，让西宁广大
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据了解，此次整治内容包括店招标牌、
临时性宣传、公益宣传、市容市貌、家属楼
院、街巷路面、公共厕所、生活垃圾转运
站、果皮箱、市政箱体、绿化带、城市家具、
停车场（停车泊位）、架空线缆等，共分为
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 2021 年 3 月 25
日至 4 月 10 日，各地区明确综合整治工作
的牵头单位，制定完善本地区的综合整治
方 案 （ 计
划）。细化分
解工作任务，
明 确 责 任 单
位 和 工 作 节

点，确保整治工作有序开展；第二阶段为
2021 年 4 月 11 日至 5 月 30 日，各地区按照
标准，分类分阶段推进综合整治工作。结
合工作进展情况，加大宣传报道力度，及时
公布综合整治的进展、成果。至5月底，各
地区完成本地区不低于50%的背街小巷市
容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工作；第三阶段为
2021年6月1日至8月31日，各地区完成本
地区不低于90%的背街小巷市容环境卫生
综合整治工作，并建立完善长效管理机
制。市城管办将对全市综合整治工作进行
抽查，确保整治工作不缺项、不反弹。

清明假期我市接待游客17.18万人次

我市对背街小巷卫生死角动真格

大通湟源上榜中国最美乡村百佳县市

城北区综合实力

实现新跨越

城中区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实战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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