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王琼）为进一步拓展“一把手”监督
渠道，全面强化对“关键少数”的监督，城东区纪委监
委在做深做细党内监督的基础上，有效拓展外部监
督，紧盯权力集中、资源密集的部门单位“一把手”，以
领导干部家庭为切入点，先后聘任城建、市政、市场监
管等部门单位24名“关键少数”的家属作为“家庭纪
委书记”，通过日常生活中多观察、多提醒、多嘱托，
常吹家庭“廉政风”，守住家中“廉洁门”，履行督促领
导干部廉洁从政的责任和义务。

据了解，城东区纪委监委以召开聘任会的形式，
为24名家庭纪委书记颁发聘书，聘任会现场组织干
部和家属一同观看警示教育片、畅谈心得体会、签订
助廉承诺书、发放家庭助廉“六必问”监督卡、书写廉
洁从政寄语，以话家常的形式引导家属从警示教育中
受到警醒，在助廉承诺中明确责任，用廉政嘱托感受
温暖。要求家庭纪委书记关心干部8小时以外的工作
生活状态，全面加强对领导干部“社交圈”“朋友圈”的
关注，做到配偶经常应酬要过问、配偶与管理服务对
象交往过密要过问、配偶行为举止异常要过问、配偶
支出和收入明显不符要过问、配偶带礼物回家要过
问、大额投资要过问，做好廉洁从政的“监督员”“守门
员”“宣传员”，构筑八小时以外廉政监督防线，筑牢廉
洁从政的后方堡垒，以好家风涵养好作风、助推好政
风，不断营造风清气正氛围。

“观看影片后，受益匪浅。这次活动真正体现了
严管就是厚爱，希望活动可以经常办，同时也感谢区
纪委对我儿子的关心关爱，八小时内有你们的监督管
理我很安心，八小时外有我的教育引导，也请你们放
心！”一位家属向区纪委书记说道。今年以来，城东区
紧盯“关键少数”的权责意识，结合工作实际，以管住
关键人、管住关键处、管住关键时为目标，制定《城东
区加强“一把手”监督“十必严”措施》，明确主体责任

“考核必严”、政治监督“执行必严”、两书一单“提醒必
严”等10项监督措施，对“一把手”进行精准监督、跟
进监督和全程监督；出台《城东区日常监督“绿黄红”
三色预警办法》，通过四项监督贯通，坚持问题导向，
做到监督关口前移，防微杜渐；梳理集“三重一大”“五
个不直接分管”等监督和制约“一把手”权力运行制度
办法为一体的“履责工具书”，督促“一把手”履行责任，
制定务实管用的措施，强化问题整改落实，以廉政风险
早提醒、早告诫的方式，为领导干部打上“预防针”，切
实做到谈前做细功课、谈中有效把握和谈后立见实效，
全面加强对“关键少数”的监督。

本报讯（记者 一丁）为进一步优化城
市公交线网，解决公交车入场问题，保障
城中区和城南地区市民安全、便捷、舒适、
快捷出行，从9月18日起，途经该地的6条
公交线路将进行优化调整，这是记者从西
宁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获悉的。

据悉，随着城中区城南地区公交场站
建成投入使用，西宁公交集团经过缜密的
市场调查并结合客流实际，决定自9月18
日起，对34路、80路、103路、K3城市快客
公交线路进行优化调整，并撤销3001路和
旅游1号线路，具体调整如下：

●34路：优化调整后线路走向为城南公
交首末站、南京路、申宁路、南川东路、长江
路、西关大街、同仁路、电信公司。停靠站点
为城南公交首末站、园丁园站、城中区政府
站、人民广场站、南京路中站、南京路十字
站、华盛路十字站、申宁路口站、逯家寨南
站、逯家寨（龙泉陵园）站、逯家寨北站、水
磨南巷站、水磨站、市第八中学站、兴旺巷
口站、红光（青运集团）站、南川商场站、南
川公交小区站、烈士陵园站、南川公园站、
洪水桥站、六一桥东站、南山路西口站、昆
仑桥站、麒麟湾站、纸坊街站、电信公司站。
调整后，该线路将更好地满足申宁路周边东
方丽都、格兰小镇、宏达花苑、安昕雅苑等小
区市民的出行需求。线路直线率提高，运
行周转效率加快，乘客候车时间降低。

●80路：优化调整后线路走向为城南
公交首末站、南京路、园丁路、新城大道、
奉青路、同安路、南川东路、南川桥、南川
西路、香格里拉路、同仁路、西关大街、黄
河路、七一西路、长江路、祁连路、北山市
场。停靠站点为城南公交首末站、城南仁
济医院站、清华路口站、瑞源路口站、城南
中心市场站、奉青花园站、奉青路口站、华
盛路口站、逯家寨南站、逯家寨（龙泉陵
园）站、逯家寨北站、水磨南巷站、水磨站、
市第八中学站、兴旺巷口站、红光（青运集
团）站、南川公交小区站、沈家寨站、海山

站、尕庄南站、尕庄站、东台市场站、南川
西路客运站站、砖厂路口站、市第二中学
站、同仁路昆仑十字站、同仁路古城台站、
纸坊街站、中心广场西站、黄河路五岔路
口站、兴海路口站、省党校东站、青海日报
社站、市第十三中学站、北山市场东站、大
寺沟桥西站、北山市场站。调整后，城南
首末站停车难问题得到解决，车辆运行周
转效率加快，乘客候车时间降低。

●103路：优化调整后线路走向为城
南公交首末站、南京路、园丁路、庄和路、
奉青路、新城大道、申宁路、南川东路、南
山路、南大街、东大街、东关大街、大众街、
建国大街、滨河南路、火车站。停靠站点
为城南公交首末站、城南仁济医院站、庄
和路南站、庄和路站、阳光小学站、庄和路
北口站、新城大道十字站、新庄村站、申宁
路站、申宁路口站、逯家寨南站、逯家寨
（龙泉陵园）站、逯家寨北站、水磨南巷站、
水磨站、市第八中学站、兴旺巷口站、红光
（青运集团）站、南川商场站、南川公交小
区站、烈士陵园站、南川公园站、洪水桥

站、六一桥东站、南山寺站、南山路西站、
南山公园路口西站、市第十一中学站、南
大街站、大十字南站、大十字东站、石坡街
口站、湟光站、北小街口站、东梢门站、西
宁大厦站、青藏铁路公司站、火车站广场
西站、火车站站。调整后，城南首末站停
车难问题得到解决，车辆运行周转效率加
快，乘客候车时间降低。

●K3快速公交：优化调整后线路走向
为城南公交首末站、南京路、奉青路、时代
大道、同仁路、西关大街、黄河路、五四桥、
中心广场北。停靠站点为城南公交首末
站、城中区政府站、南京路中站、奉青路口
站、市民中心西站、同仁路昆仑十字站、纸
坊街站、中心广场北站。调整后，城南首
末站停车难问题得到解决，车辆运行周转
效率加快，乘客候车时间降低。

此外，还将撤销两条公交线路，具体
为3001路和旅游1号线。因3001路与3路
重合度较高，为降低线路重复率，决定撤
销此线路；因旅游1号线客流过低，决定撤
销此线路。

本报讯（记者 小蕊）“做好‘治水’这篇
大文章，要坚持‘沟河联治、水岸共治、城
水协治、标本兼治’……”为深入落实省委
常委、市委书记、市总河湖长陈瑞峰在全
市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推进会上提出的工
作要求，市水务局将牢牢把握“十四五”作
为西宁水利工程补短板的强化期、生态
水利大发展的上升期、智慧水利构建的
起步期三期叠加的历史机遇，充分结合
市情、水情，积极谋划、科学施策、系
统治水，为建设现代美丽幸福大西宁提
供坚实的水利支撑。

在沟河联治方面，将统筹河流与沟
道，打通河流“主动脉”、畅通沟渠“毛细血
管”。实施河道综合治理工程，提高湟水
干流防洪、排涝、排污能力，构建湟水生态
活力轴。重点开展南川河、北川河、西纳
川河、药水河等20多条河流沟道治理，恢
复支沟与干流的联系，疏通排水通道。实
施甘河沟、红石崖沟、白水河等30多条山

洪沟治理，避免山洪灾害发生。开展渠道
水生态综合治理，采用控源截污、内源
治理、生态修复、活水补水等工程方
案，提高渠道生态净化能力。实施水系
连通工程，充分利用好“引大济湟”和

“引黄济宁”两大调水工程，构建“供水
安全保障外环”和“城市水生态保障内
环”，最大限度满足生产生活用水及河道
的生态流量和生态水位需求。

水岸共治，建设幸福河湖。将对河
道进行全面普查，彻底清淤疏浚消除内
源污染，塑造清洁河道。岸上持续开展
河道巡查和排查，重点排查排入湟水
干、支流，水库，沟渠等水体的排污
口，摸清底数，确保污水不直接排入河
湖水体。统筹水域与岸上，采取“生态
水利工程+湿地公园”模式，恢复河道植
被,实施湿地化、海绵化、森林化改造，
生态河道、海绵城市、多型湿地的三位
一体建设，有效拦截、吸收、消化水体

污染物，大幅提高水体自净能力。
城水协治，保障供水安全。通过精准

掌握我市缺水需水情况，科学制定和细化
水量分配方案。落实国家节水行动，坚持
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
产，大力推进重点领域节水，切实做到“先
节水后调水”。加快建设南川应急供水工
程，解决由于供水不足对南部地区经济发
展的瓶颈。依托“引大济湟”和“引黄济宁”
工程，构建以河湖水系为基础、输排水工
程为通道、控制性调蓄工程为节点、智能
化调控为手段，集水灾害防控、水资源调
配、水生态保护等功能于一体的供水水
网，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

在标本兼治方面，实施生态清洁小流
域综合治理，在传统小流域综合治理的基
础上，将水土流失治理与面源污染防治、
农村垃圾及污水处理等相结合，重点推进
生态自然修复、综合治理以及涉水区域周
边整治，构建全流域生态水网。

构建幸福河湖！西宁将有新动作

聘任家庭纪委书记

构筑8小时以外廉政监督防线

本报讯（记者 严进芳）这是一个幸福
的文明家庭，曾荣获全国最美家庭和全国
五好文明家庭等荣誉。男主人赵起峰是
西宁海关的一名党员干部，连续13年被评
为青海省部门统计先进个人，两次受到省
部级表彰。妻子何敏是一名医务工作者，
曾获得“全国抗震救灾模范”“全国三八红
旗手标兵”“高原模范军医”等荣誉称号。
结婚20多年来，赵起峰和妻子在生活中互
敬互爱、相濡以沫，在事业上相互支持、共
同进步。他们孝敬父母、教子有方、家庭
和睦、热心公益，通过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诠释着“文明家庭”的美好。

“尊老孝亲，以德育儿”这是赵起峰和
妻子的共识。他们说：“孝敬父母应该是
我们为人儿女必做的天经地义的事情，平
时多注意从身边小事做起，就完全可以尽
到我们对父母的孝敬之心 。”他们是这样
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日常中，每逢两家老

人生日和节日，他们都会以对方的名义为
每位老人奉上一份礼物和祝福。每逢周
末或假期不值班时，他们便同时带着两家
老人一起到城郊散步聊天。

对于孩子的教育，夫妻俩更加关注的
不是孩子的学习成绩，而是他善良、正直、
诚实、懂事的品性。从小受家庭的熏陶，
生活中的夫妻俩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
生活作风，经常教育孩子要学会做人做
事，要做对社会有所作为、有所贡献的
人。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下，儿子赵涛旭品
学兼优，从小受到家庭熏陶的赵涛旭每年
拿出自己的零用钱和父母一起资助贫困
儿童和老人，从中更加懂得了诚实、有爱、
感恩与担当。从2013年开始至
今，赵起峰家庭通过全国妇联的
春蕾计划，分批资助了 25 名小
学到高中孩子们的学费，其中少
数民族孩子占比近80%。

赵起峰夫妻结婚20多年来，携手渡过
很多难关，其中最艰难的是2010年。玉树

“4·14”地震时，何敏隐瞒乳腺癌疾病，在
震区奋战16天。回到西宁准备手术的前
一天，何敏又拖着病重的身子，为慕名而
来的病人做了剖宫产手术。在何敏长达8
个月的治疗期里，赵起峰边工作边照顾妻
子。回忆那段日子何敏说：“如果没有爱
人的呵护和陪伴，我无法坚持完成治疗。”

赵起峰的父亲退休后一直致力于荒
山绿化，受老人影响，1997年，赵起峰和何
敏新婚便在西宁北山上种下了两株象征
爱情之树常青的祁连圆柏，此后每年开
春，一家三口都会上山种上几株小苗，清
理杂草、刨坑、放苗、封土、浇水……如今，
20年过去了，荒山已变为林海，垦荒已初
见成效，赵涛旭亲手栽下的杏树，现在是
年年甘美甜香、硕果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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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爱构筑幸福家庭

精神文明建设
西宁在行动

本报讯（记者 张艳艳）17日，记者从市文明委了
解到，为充分展示全市思想道德建设的丰硕成果，
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参与道德建设的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经逐级推荐、层层审核、征求意见、
综合评定、社会公示等评选程序，市文明委确定段
国禄等20名同志为第五届西宁市道德模范，王占菊
等26名同志为第五届西宁市道德模范提名奖，并在
全市进行通报表扬。

据了解，近年来，在西宁市委的坚强领导下，
全市各级各部门、广大干部群众以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任务，深入开展精神文明创建
活动，大力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基本道德规
范，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
设，提升公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涌现出一批
传承中华美德、体现时代精神、彰显人间大爱、展
现人性大美、温暖感动全社会的先进典型人物。全
市各部门各单位积极参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广泛开
展学习宣传道德模范活动，弘扬真善美，传播正能
量，推动在全社会形成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
社会环境，让不断涌现的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成为
新时代的价值坐标，为聚力建设现代美丽幸福大西宁
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道德支撑。

希望受到表扬的模范和提名奖获得者，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珍惜荣誉，再接再厉，继续在新时代公
民道德建设中发挥榜样引领作用，激励引导人们争做
崇高道德的践行者、文明风尚的维护者、美好生活的
创造者。

第五届西宁市道德模范揭晓第五届西宁市道德模范揭晓

精神文明建设
西宁在行动

要闻
2021年9月18日 星期六

版面 / 雨桐 校对 / 柯心
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30542

05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