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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刘尚娜）6月17日上午，城中区
人民检察院召开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与检察建
议衔接转化工作推进会，相关部门领导出席会议。

会上，城中区人大常委会、政协城中区委员会、
城中区人民检察院共同签署了《关于建立代表建议、
委员提案与公益诉讼检察建议衔接转化工作办法
（试行）》，办法对线索移送、立案调查、报送备案、跟
进监督、联席会议等方面进行了规定。同时进行了

“公益诉讼联络站”揭牌仪式，依托联络站平台实现
联络沟通、信息共享，凝聚工作合力，推动人大监督、
政协监督与检察监督质效提升。

祁化仍主任指出，工作办法的会签是集中各方力
量推动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解决的有益探索，有利于进
一步提高人大代表履职积极性和推进代表建议的有效
办理。希望以此次办法出台为契机，使代表建议和检
察建议双转化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胡进胜主席指出，委员提案与检察建议双转化

机制是一项工作创新，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工作动能
和工作效率，更好地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提高
人民满意度。希望在推进工作的过程中有更多的拓
展，将工作做实做好，取得更好的成效。

谭志轶副检察长强调，做好公益诉讼检察工
作，需要各方支持，形成公益保护全社会“一盘
棋”的格局。坚持以“为民办实事、破解老大难”
为主线，通过构建代表建议、委员提案与公益诉讼
检察衔接转化工作新格局，将人大代表建议、政协
委员提案全面融入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共同推动解
决公益保护问题。

下一步，城中区人民检察院将持续发挥公益诉
讼检察职能，加强与区人大、区政协的沟通联络，从
代表建议、委员提案中汲取推动公益诉讼检察工作
提升的智慧和力量，将公益诉讼检察做深做实，实现
双赢多赢共赢，以公益诉讼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助
力更高水平“平安中区”“法治中区”建设。

双向衔接聚合力 推动治理新提升

为消除安全隐患，改善人居环境，给辖区
居民营造一个舒适宜居的生活环境，城西区人
民政府于2022年起，对海晏路以北片区（含海
晏路10号、18号、26号、38号）楼小区进行城镇
老旧小区改造，主要改造内容为楼本体节能改
造以及基础配套设施改造，现根据改造要求，
需对上述小区内煤房进行拆除，请院内有煤房

的住户自本通知发布到物业办公室进行登记
备案，于6月25日前完成登记工作，逾期将视
为无人认领处理，希望各住户尽快清理煤房杂
物，配合拆除工作。

城西区城乡建设局

城西区人民政府虎台街道办事处
2022年6月21日

通 告

本报讯（记者 宁亚琴）6月20日，省
政府新闻办组织召开了“青海这十年”玉
树州专场新闻发布会，玉树州委常委、常
务副州长贾乃鸿介绍了玉树州十年来的发
展变化，玉树州有关部门负责人就教育、
脱贫等问题现场分别答记者问。

贾乃鸿介绍，十年来，玉树始终得
到党中央国务院和社会各界关心支持，
实现了“苦干三年、跨越二十年”的重
建目标。进入转型发展时期，国家又实
施了总投资35亿元的涉藏地区经济社会
发展重大项目；生态文明建设攀升新高
度，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设立、草原植
被覆盖率增长到62.24%、近31万人吃上
了生态饭、野生动物种群明显增多……
呈现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山美、
水美、人美的美丽画卷；综合经济实力
显著增强，产业从单一走向多元，从粗
放走向集约，从传统走向现代，绿色产
业发展步伐加快，经济发展得到空前提
升。2021年同十年前相比，地区生产总
值实现 71.1 亿元，增长 30.6%；民生保
障水平大幅改善，举全州之力脱贫攻
坚、坚持民族教育优先发展、深化“健
康玉树”行动，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空前提升；城乡发展面貌日新月异，乡
乡通宽带、村村通电话，户户有安全用
水，处处洋溢着现代文明气息；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进一步铸牢，各族干部群
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万众
一心，携手并进，正在唱响新时代中华
民族共同体的主旋律。

据悉，十年来，在党的民族政策的
光辉照耀下，玉树各族干部群众感恩前
行、砥砺奋进，从灾难走向辉煌，从贫
困走向小康，从落后走向现代。特别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践行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玉树的重大嘱托，
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上下同
心、奋勇争先、真抓实干，全州上下呈
现出经济发展、生态恢复、民生改善、
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良好局面。

本报讯（记者 一丁 摄影报道）车内没有
投币箱、刷卡或者不刷卡都可以乘坐、即使刷
卡也只计次数不计费用……在西宁，这样的
幸福事一件接着一件，西宁人免费乘公交的
愿望变为现实。6月20日上午，我市首条免费
换乘公交线路开通运营。副市长肖向东出席
开通仪式并宣布线路开通运营。

为什么要开通免费换乘公交线路
“十四五”以来，西宁公交集团全力助力

我市打造高原“绿谷”城市、“洁净”城市，以市
民群众出行需求和缓堵保畅为导向，以“中运
量（区间）+换乘+微循环”为线下输送手段，积
极探索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线网优化运营组
织新模式。免费换乘公交线路连接我市中心
城区、人口密集区、商业繁华区和人流集中
区，实现了客流集散点、公交主干线、交通热
点区“点、线、面”的有效衔接，为公交快线、干
线、支线乘客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接驳换乘
服务，为交通枢纽站集中分散客流提供了支
持，一定程度上引导更多市民选择公交出行，
提高了公交满载率和公交机动化出行分担
率，在当前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公共交
通系统的社会效益，有效缓解了市区交通拥
堵压力。

免费换乘公交车怎样体现免费
走进车身长 6.5 米的纯电动公交车——

免费换乘公交车内，记者发现车内居然没有

平常公交车内设置的投币箱。西宁公交集团
运营生产部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体现了真
正的免费，虽然车内“标配”有刷卡机，但是即
使市民自觉刷卡，卡内的费用也是不会被扣
除的。免费换乘公交线路先期配备8台车，单
程运行7.5公里，线路采用微循环形式运营，
从新宁路（人民公园东侧站为首末站）至胜利
路、五四桥、长江路、昆仑西路至新宁路。线
路沿途停靠新宁路（人民公园东侧站）、交通
巷北口、西宁浴池、同仁路口、五岔路口、中心
广场北、中心广场东、昆仑桥、新华巷口、昆仑
十字、西山一巷、市第十二中学、植物园、新宁
广场西、盐湖巷口共15处公交站点，线路首末
班运行时间为早 7 时至晚 20 时，发车间隔早
晚高峰为6分钟，平峰发车间隔为10分钟。

免费换乘公交车沿线如何换乘
免费换乘公交车沿线可换乘公交路线包

括：长江路沿线可换乘线路3路、4路、19路、
21路、23路、27路、34路、37路、48路、49路、58
路、71 路、82 路、84 路、105路、301路、302路、
K1路等线路；昆仑路沿线可换乘线路2路、20
路、30路、32路、38路、40路、42路、47路、49路、
59路、72路等线路；新宁路沿线可换乘线路6
路、12路、13路、18路、24路、25路、31路、40路、
85路、106路、108路等线路；胜利路沿线可换
乘线路 1 路、4 路、7 路、14 路、15 路、26 路、46
路、63路、83路、86路、101路、106路等线路。

本报讯（记者 王琼）“六书”是在固定动
作“纪律检查建议书、监察建议书”的基础
上，增设自选动作“廉情抄告书、廉政忠告
书、评价建议书、督办通知书”，根据问题类
别的不同适时选择发出，直指各部门各单位
发生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提出有的放
矢的意见建议，提升日常监督的经常性、精
准性，向实处用功、向深处发力。

今年以来，城东区纪委监委探索“六书
一函”工作机制，紧扣重要节点、重要事项、
重点问题，分类施治、靶向治疗，以踏石留
印、抓铁有痕的劲头，紧紧揪住作风问题。
通过牢牢抓住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守住监
督主防线，一刻不停、寸步不让，以纪检监察

“小切口”全环节、多渠道推动形成标本兼治
“大格局”，促进党员干部转作风、治歪风、树
新风，实现政治生态向善向好。

据了解，截至目前，共下发纪律检查建
议书1份、监察建议书11份、督办通知书23
期、评价建议书4份、廉政忠告书11份。同
时，紧扣项目建设、疫情防控、乡村振兴、生
态环保等领域，结合作风转办、日常监督、专
项整治等方式，深挖各部门、各单位在制度
建设、廉政风险排查、监督管理等方面出现
的不完善、不及时、不到位的根源问题，向各
部门各单位下发“提醒函”，提示根据重点工
作、重点任务、重要职责履行“一岗双责”，督
促其及时跟进、去粗取精，推动责任单位压
紧压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确保综合施治

“显疗效”。
截至目前，共下发提醒函5份。为确保

“六书一函”严肃、高效，避免一发了之“挂空
挡”、整改“走过场”，城东区纪委监委按照

“谁制发谁跟踪、谁落实谁负责”的原则，实
行挂号销账，督促被发出单位明确整改事
项、细化整改措施、落实整改责任，全程跟进
监督、限时整改清零。同时，定期对相关责
任单位督查整改落实情况进行“回头看”，督
促责任单位找准症结、倒查问题，由此形成

“发布—跟踪—整改—复核”的监督闭环，真
正确保问题整改见人见事见成效，建议提醒
落实落细落到位。

本报讯（记者 佟泽天）为减轻疫情对企
业发展的影响，全力推进城西区国有房产租
金减免工作，从6月初开始，城西区国资办
联合各相关单位，安排部署本年度国有房产
租金减免工作，截至目前，城西区已有近
400 多户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享受到国
家房租减免实惠，获得390.43万元“真金白
银”帮扶。

近日，城西区召开 2022 年度国有房产
减免房屋租金兑现会暨政策解读会，为各相
关单位及企业详细解读了此次房屋租金减
免相关政策，其中，减免对象为在城西区纳
税并承租行政事业单位及区属国有企业资
产类经营用房，且受疫情影响不能正常经营
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民办幼儿园这
三类对象；减免主体为出租国有资产类经营
用房的各行政事业单位及区属国有企业等
减免主体。“‘真金白银’为我们纾困解难，降
低了疫情期间经济上的损失，感谢政府，饮
水要思源，今后我们会将投资方向瞄准在民
生工程上，将更多的利益回馈给社会。”中汇
国际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工
作人员杨皓恒表示。

下一步，城西区将对减租流程再优化、
时限再压缩、进度再提速，全力推动房租减
免政策落地，确保“应免尽免，应减尽减，应
退尽退”，为企业纾困解难，聚力打好稳住经
济大盘攻坚战。

本报讯（记者 娜仁）为进一步巩固国
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落实“建卫”长
效管理机制，城中区爱卫办结合打造高
原“洁净”城市三年行动和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活动，于6月中旬对辖区上半年
爱国卫生工作、 环境卫生整治和“卫生
单位”“无烟单位”创建工作开展情况
进行督导检查。

记者了解到，此次督导检查采取查
阅资料、实地查看、现场反馈的形式重
点对各镇办的爱国卫生组织管理、环境
卫生、卫生创建、病媒生物防制、控烟
等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全面督导。各单位
都成立了工作小组，爱卫组织管理完
善，把爱卫工作与单位中心工作有机结
合，确保爱卫工作在基层落实落细。

城中区爱卫办充分发挥爱国卫生运
动的组织协调作用，组织人员对辖区城
乡环境卫生、病媒生物防制、疫情防控
等方面进行专项督导检查。对背街小
巷、城乡接合部、老旧居民区等50余家
重点部位开展全面检查，检查中发现背
街小巷、家属楼院、城中村及城乡接合部
认真落实清扫保洁制度，卫生干净整洁，
小区门口疫情值班消杀记录登记齐全。
但检查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一是个别
老旧楼院、城乡接合部有垃圾死角；二是
垃圾收集器未密闭存放；三是村道路破
损，道路坑洼等。针对检查出的问题，检
查人员进行现场交办并提出整改意见，
要求各单位以此次督导为契机，倡导群
众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引导广大民众
关心爱护环境卫生，形成人人动手、人人
参与美化家园的意识，提高居民卫生健
康意识、助力人居环境大提升。

“青海这十年”玉树州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

西宁首条免费换乘公交来了西宁首条免费换乘公交来了

城东纪监委：

““六书一函六书一函””让监督更给力让监督更给力

城西区

400400多家企业获真金白银帮扶多家企业获真金白银帮扶

城中区

城乡环境卫生整治持续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