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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决定
自 2022 年 8 月起，集中一年时间在全市开
展工程建设领域专项治理深化一体推进

“三不腐”工作。重点治理党的十九大以
来，特别是“十四五”期间，各地区、各部
门、各单位续建、在建和立项即将建设的
政府投资和使用国有资金的工程项目存
在的问题和不正之风。

治理期间举报方式如下：
举报电话：0971-3628418
信函邮递地址：青海省西宁市人民政府

办公室（市工程领域专项治理办公室）
邮件地址：xnsgcjszxzlbgs@163.com
来访地址：西宁市信访局
工作日受理电话时间：上午 8：30—12：

00；下午14：30—18：00，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
2023年5月31日。

特此公告。

西宁市开展工程建设领域专项治理
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工作领导小组

2022年10月11日

西宁市开展工程建设领域专项治理
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工作的公告

本报讯（记者 张永黎）10月12日，记者
从西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为全面
落实受疫情影响企业缓缴住房公积金政策，
截至 9 月底，累计为 93 家企业办理缓缴手
续，政策支持期内预计可为企业缓解资金压
力7341.37万元。

根据西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此前发布
的消息，政策期内，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
企业可按规定降低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或申
请缓缴住房公积金，到期后进行补缴。同
时，企业缓缴期间，缴存职工可正常提取和
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帮助受疫情影响的缴
存企业和职工共渡难关。

政策出台以来，该中心通过门户网站及
微信公众号等网络渠道宣传住房公积金阶段
性支持政策并进行了政策解读，安排工作专
班积极走访缴存企业开展政策宣讲、了解企
业生产经营状况及意见诉求，帮助企业办理
缓缴手续。及时改进业务办理程序，实现缓
缴业务线上办理，进一步拓展业务办理渠
道，确保政策落地落实。

该中心最新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
底，累计为93家企业办理缓缴手续，涉及缴
存职工8178人，月缓缴金额751.59万元，政
策支持期内预计可为企业缓解资金压力
7341.37万元。

本报讯（记者 得舟）在市委市政府
的关心指导下，由共青团西宁市委、
西宁市少工委联合市教育局、城东区委
区政府倾情打造的全省首个少先队红色
主题教育基地——西宁市红领巾展馆于
近日建成，并于今天“10·13”建队日
正式开馆，通过线上云体验的方式带
领全市近17万名少先队员进馆参观。

西宁市红领巾展馆是我省首个集
党团队史学习、智慧互动、实践体验
为一体的少先队红色主题教育基地。
展馆将通过“少先队员学党史，红色
基因代代传；少先队员学团史，不忘
初心砺新志；少先队员学队史，牢记
使命跟党走；幸福西宁队旗扬，砥砺
奋进勇担当”四大核心版块，以沉浸
式、体验式、互动式的“红色教育”
实践体验方式，引导全市少先队员全
景式回顾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程和辉
煌成就，汲取奋进新时代的动力，教
育引领全市少先队员立志向、修品
行、练本领，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
锋，为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聚
力建设现代美丽幸福大西宁时刻准备
着。据悉，西宁市红领巾展馆作为全
省首个少先队红色主题教育基地，将在
全市少先队日常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
今后，在分批组织全市老中青少先队辅
导员、全市少先队员进行参观学习的同
时，将举办入队仪式及各类主题队课等
活动。同时，配套VR线上展馆，采取多
媒体互动、音视频展示等形式，全景式
还原展馆现场，组织全省青少年线上参
观，有力推动新时代青海少先队社会化
发展，把展馆打造成集红色教育、实践
体验、教育培训、文化交流为一体的综
合性少先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

本报讯（记者 樊娅楠）近日，市农业农村
局党组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 （扩大） 学习
会，专题学习研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四卷，研究贯彻落实举措。

会议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四
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开辟新境界、实现新飞跃的权威
著作，对于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具有重要意义。党员干部要始
终心怀“国之大者”，不断提高政治判断
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从领袖思想
中把握历史方位，领悟破题之要，在深入推
进乡村振兴战略中，坚定走好农业农村现代
化之路。

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固
本培元、强基铸魂，把 《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四卷与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作为
一个整体，与当前“三农”重点工作结合起
来，认认真真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以
思想自觉引领行动自觉，不断提高分析和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水平，真正把学习收获体
现到做好“三农”工作的实际效果上。

会议要求，一要在学深悟透、融会贯通
上不断深化拓展，进一步增强对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认同、思想
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在学习中筑牢
政治忠诚，切实把捍卫“两个确立”、做到

“两个维护”落实到“三农”工作各方面各
领域、体现在具体行动中。二要在创新宣传
上不断深化拓展，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领
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局直属机关
党委要坚持以机关带系统，认真谋划部署，
精心组织安排，积极搭建交流展示平台，开
展多种形式学习研讨交流，促进学习成果共
享，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在我市“三农”领域落地生根、开花结
果。三要在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上不断深化拓
展，扎实有力有效做好“三农”各项工作，
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八大行动”，深入实施

“三乡工程”，加快打造全省现代农业先行区
和乡村振兴示范区，为争当“六个现代化新
青海”建设排头兵提供坚强有力保障，在奋
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青海
篇章中，彰显省会担当、作出西宁贡献。

金秋十月，走进北京展览馆广场，“奋
进新时代”五个大字鲜艳夺目，展馆内外人
气人潮涌动，络绎不绝的观众流连于各个展
区，回顾共同走过的非凡十年，展望更加美
好的未来。

作为33个地方展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青
海展区精彩亮相，以39幅照片、21种35件实
物展品、1个沙盘模型，3个互动项目，以及电
子海报、交互触屏等多种展示手段，展现了党
的十八大以来，青海省牢牢把握青海“最大的
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
也在生态”省情定位，坚决扛起维护生态安
全、国土安全、资源能源安全的重大责任，坚
持生态保护优先、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
质生活，扎实推进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
地”建设，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青海篇章。

青海展区由“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推进
产业‘四地’建设”“持续提升民生福祉”“画出
民族团结同心圆”四个单元和“三江源国家公
园”专题展示区组成。以青海高原特有的蓝色
为主色调，以连绵起伏的冰川碧水为背景，凸
显“山宗、水源、净土”这一地域特点。

现场丰富的视觉元素凸显了青海十年来
的亮点和成就。水塔状的屏幕将三江源国家
公园具象化，矗立在展厅中央，吸引着很多人
的目光。屏幕里，来自昆仑山、唐古拉山、巴颜
喀拉山的冰川水自塔顶流下，汇聚成长江、黄
河、澜沧江三条江河，形成川流入海、泽被天
下的恢宏气势，诉说着三江源人与自然的和
谐共生，以及三江源各族人民共同守护“中华
水塔”的坚定信念。

“通过这样全景式的展览，看到青海省独
有的地域特色和发展成就，我觉得非常有意
思。之前去过青海，印象很好，景色很美。”华
北电力大学学生马云泽说，青海是一个去了
总还想再去的地方。

如今，三江源正成为世界高海拔地区生
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成为展示美丽
中国的绿色窗口。

三江源国家公园位列中国首批，成为青
海省第一个国家公园，总面积19.07万平方公
里，占5个国家公园总面积的87%。

通过不懈努力，三江源地区湿地面积稳
居全国首位，藏羚羊从不足2万只增长到7万

多只，普氏原羚从870多只恢复到2800多只，
每年约有 2000 对至 2200 对黑颈鹤在青海繁
殖，生态功能持续巩固。

“全面、生动、直观！”在青海展区，一声声
赞叹不绝于耳。

作为世界上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物
种多样性、基因多样性、遗传多样性最集中的
地区，青海也是高寒生物自然物种资源库。

雪豹、兔狲、黑颈鹤、马麝、广布红门兰、
水母雪兔子、红花绿绒蒿……青海特有的动
植物照片墙吸引观众驻足，珍稀动物的生活
智慧和罕见植物的生长历程通过摄影师的镜
头，向世界展示了青海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
的显著成就。

“00后”参观者王一诺的观展过程尤为认
真，几乎没有放下拍照的手。她告诉记者：我
没有去过青海，但是通过这次青海展区的参
观，我觉得青海真的是非常美，三江源让我感
觉非常震撼，我对青海又多了一份向往。我相
信去到三江源国家公园，看见美丽山水，望见
连绵湿地，一定会由衷感慨“人不负青山，青
山定不负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青海通过各类自然保
护地优化整合、实施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全面
加强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等
一系列措施，营造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在各部
门和各领域的主流化，逐步形成了全方位系
统化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新格局。

在展示青海省保护生态成就的一幅幅
照片前，北京化工大学学生崔冰凝仔细观
看。“小时候父母带我去过青海一次，通过
参观青海的展览，我感受到了青海近几年
的发展巨变，特别是生态保护所做出的巨大
贡献，有机会一定带家人再去青海看看。”

今天的青海，生态地位无可替代，对国家
生态安全的重要性尤其突出。生态资源就是最
大的资源，生态优势就是最大的优势，绿色发
展就是最大的发展，我们正迎来青海发展的黄
金期，我们的道路正在越走越宽广。

十年来青海实干争先的非凡历程和辉煌
成就浓缩于此，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让
参展观众可观、可知、可感。观众更加了解了
新时代新征程中的青海成就，深刻感受到历
史长河中令人心潮澎湃的瞬间。

（本报特约记者 王湘琳）

青海生态青绿映入底色
——解码“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青海展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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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农业农村局

专题学习研讨《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第四卷

西宁市红领巾西宁市红领巾展馆建成展馆建成

今日开馆

本报讯（特约记者 薛军 莫昌伟 通
讯员 青组）10月10日至12日，青海省出
席党的二十大代表开展集中履职学
习。开班式由省委常委、西宁市委书记
陈瑞峰主持，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
监委主任汪洋，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赵月霞，省委常委、秘书长朱向峰，分别
围绕遵守大会纪律规矩、提高代表履职
能力、正确行使代表权利作辅导讲话。

履职学习采取省级领导领学、专家
集中辅导、党的十九大代表分享履职经
验、观看专题教育片和自学研读等形
式，学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
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在省部级主要领
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开班
式上的重要讲话以及在青海考察时的
重要讲话等，学习了党章和有关党内法
规、大会礼仪规范等，全体代表深刻认
识到肩负的光荣使命和重大责任，凝聚
了思想共识，提升了履职能力。

通过学习，全体代表进一步加深了
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理解和把握，增强了身为党的二十
大代表的荣誉感和使命感，强化了代表
意识，深刻认识到，二十大代表不仅是
一项政治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政
治责任。纷纷表示，要进一步提高政
治站位，带头深化对“两个确立”决定
性意义的认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
进一步强化学思践悟，为履好职、尽
好责奠定坚实基础，做到学思用贯
通、知信行统一；要进一步增强纪律
意识，时刻绷紧纪律规矩之弦，严守
大会纪律要求，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
昂扬的精神状态，忠实履行庄严使命
和神圣职责。

青海省出席党的二十大代表开展集中履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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