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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林虎在乐都调研城市建设工作时强调

努力把海东打造成青藏高原山水田园生态城市
时报讯（记者 周海新）2 月 13 日上
午，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林虎赴海东市
乐都区调研城市建设进展情况。
调研中，王林虎在深入了解乐都区
城区规划和建设总体情况后，实地察看
了地下综合管廊管理中心、朝阳山铁路
并线及带状生态绿化、市行政服务和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传媒中心、蚂蚁山生
态公园、老城区道路改造、青海高等职
业技术学院、市体育中心等重点项目的
进展情况。对近年来乐都区城市建设
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的成就表示
充分肯定，并就城市建设的理念及城区
生态建设提出具体要求。
王林虎指出，海东市在城市建设方
面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规划、建设、管理
都要坚持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的要
求，着眼长远，立足实际，科学规划，扎
实推进地下综合管廊、生态公园、铁路
并线等一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建设起
点高、工程推进快，城市面貌发生了重
大变化。全市上下要继续坚定不移地
贯穿落实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坚持

城乡规划引领，理性把握年轻城市的成
重细节，尽快完善蚂蚁山生态公园、西
长规律和自身特点，不断提升建设标
沟生态公园等公共绿地的基础设施。
准，坚定不移走生态、绿色、循环、可持
要围绕城市核心部位、重点节点的绿化
续发展的道路。
美化建设，优先将春季植树造林安排到
王林虎要求，
在城市建设方面，
要牢
城市出入口、高速公路出入口、车站等
固树立
“城市理念”
，
提高城市工作标准， 区域。要在坚持原生态湿地标准的基
突出山水田园生态特点，强化对城市空
础上，高水平加快推进湟水河综合治
间品质和城镇风貌的建设管控，注重城
理，拓展湟水河两岸的绿化范围，给市
乡一体、
点状开发，
限定边界、
集中打造， 民提供一个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实现田中有城、城中有林、林中有景、山
调研期间，王林虎还亲切看望慰
水相连的发展路径，努力把海东打造成
问了乐都区的环卫工人和公安干警，
青藏高原山水田园生态城市。要大力引
向他们致以节日的祝福，并对他们用
进有实力、
高水准的房地产开发项目，
并
辛苦的工作换来城市的美丽洁净和和
鼓励社会投资参与房地产市场开发，不
谐稳定表示感谢。鼓励他们以党的十
断提高海东商业开发的档次和水平。要
九大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新
坚持项目带动发展的理念，在朝阳山片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固树
区集中引进一批具有公益性、
引领性、
支
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践行
撑性的项目，
以此来培育商贸市场，
聚集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原则，为海
人气，
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落户海东。
东市的城市建设和社会稳定作出新的
要充分发挥海东的后发优势，创新
更大贡献。
思维，不断拓宽融资方式的渠道，大手
市级领导左耀锋、王发昌，市政府
笔融资，大手笔投资，为海东城市建设
秘书长白万奎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提供资金保障。在生态建设方面，要注
调研。

春节期间

我省大部以晴天为主
时报讯（记者 王悦）记者从 2 月
13 日省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了解到，春节假日前期（15 日-16 日）
我省大部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
中后期（17 日-20 日）有两次较强冷
空气入侵我省，受其影响，我省大部
多降雪、降温及吹风天气，青南牧区
有中到大雪。
据省气象局气象专家张吉农预报，
15日（除夕），
我省大部以晴或多云为主，
海西东部、
唐古拉山区有6级左右西风。
16日（初一），
海西东部、
海北北部多云转
小雪，
省内其余地区晴转多云，
海西西北
部日平均气温将下降3-5摄氏度，
海西
西部、
唐古拉山区有6级左右西风。17
日（初二），
海西西部、
海南南部、
玉树南
部、
果洛南部、
黄南南部多云或阴，
省内
其余地区有小雪。我省北部地区日平均
气温将下降3-5摄氏度。18日（初三），
海西西部多云或晴，
省内其余地区有小
雪或阵雪，
其中果洛北部、
黄南东部、
祁
连山区有中雪。海西东北部日平均气温
将下降3-5摄氏度。19日（初四），
海西
大部、
海北西部、
海南北部、
海东北部及
西宁大部地区多云，
省内其余地区有小
雪，
其中玉树北部有大雪，
果洛北部、
黄
南南部有中到大雪。20日（初五），
玉树
东部、
果洛、
海南南部、
黄南南部、
海西东
部、
祁连山区、
海东东部有小雪，
省内其
余地区晴或多云。玉树、
果洛日平均气
温将下降4-6摄氏度。唐古拉山区有8
级左右西风。21日（初六），
我省大部以
晴或多云为主。海西东部、
环青海湖地
区、
海南北部、
唐古拉山区、
果洛北部、
黄
南南部有6级左右西风。
省气象局工作人员提醒广大市
民，节日期间留意气象台每日发布的
最新天气预报，以便市民安排好节日
期间的活动。

2 月 13 日，在西宁开往合肥的 T390 列车上，乘务员将新春的祝福
送给了车厢内的旅客。自春运以来，西宁客运段加强对重点旅客的帮
助，在他们坐席、铺位窗帘处挂放红心标识，便于重点服务，同时做好
站车交接。
时报记者 颜金梅 摄

（上接 A01 版）
要求，发扬钉钉子精神，聚焦难点，协调
会议听取了关于春节期间慰问老
联动，跟踪问效，有力有序全面彻底整
干部及向困难群众送温暖情况的汇
改。要在问题整改举措上持续用力。
报。会议强调，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按
各县（区）、各部门要对整改工作进行
照市委市政府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 “回头看”，倒排整改时间节点，倒逼整
感，精心组织开展走访慰问老干部及困
改任务。要坚持环境保护“督企”与“督
难群众送温暖等活动，看实情、问冷暖、 政”并重，加大环保督政约谈工作，切实
听心声，着力解决好群众生产生活的实
提高环保执法威慑力。要采取措施，对
际困难，把党的关怀和温暖送到广大人
长期违法排污和污染反弹企业坚持查
民群众的心坎上。要进一步转变作风， 处，着力巩固好整改工作取得的成果，
深入基层尤其是贫困地区、困难职工和
防止问题反弹，及时督促各有关单位进
困难群众当中，落实好脱贫攻坚各项惠
一步落实监管责任，确保整改任务干一
民政策措施，妥善安排好退休老干部、 件 成 一 件 。 要 在 责 任 传 导 上 持 续 压
低保对象家庭、建档立卡贫困户、特困
实。各县（区）、各部门“一把手”在涉及
人员等困难群众节日期间的基本生活， 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重大决策、重要
让他们暖心过年。
事项、重点项目上，必须亲自研究、亲自
会议研究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
部署、亲自协调、亲自督查。要强化考
整改落实情况。会议强调，要在思想认
核问责，纪检、监察及环保部门要把约
识上持续深化。各县（区）、各部门要把
谈、问责等制度贯穿到问题整改各项工
中央环保督查问题整改工作作为一项
作之中，对未按要求完成的要依纪依规
重大政治任务，牢固树立生态保护优先
严肃处理。
理念，按照王国生书记“六个不放过”的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

我市把从严治党

要求落实到基层
时报讯（实习记者 尕桑才让）近年来，海
东市委组织部通过开展
“支部建设年”
活动，
围
绕
“五个严格”
和
“五项规范”
，
重点查找解决存
在的突出问题，
建立健全基层党支部的基本组
织、
基本队伍、
基本活动、
基本制度、
基本保障，
把从严治党要求落实到了每个支部、每名党
员。
通过开展乡村党组织“方阵管理法”，按
照 1∶7∶2 的比例确定“先进、一般、后进”乡镇
党委、村党组织，通过领导干部带头认领、部
门结对帮扶、选派驻村工作队、抓乡促村等方
式，先后完成 287 个软弱涣散村（社区）党组织
整顿工作，调整党组织书记 77 名，有效提升了
基层党建工作整体水平。
同时，开展“六个一批”活动，努力提高非
公企业和社会组织
“两个覆盖”
；
开展清理规范
党组工作，进一步规范全市党组设置，市级共
设立党组 39 个，新增 34 个党组，撤销了 4 个党
委；县级设立党组 135 个。此外，全面推行村
“两委”
班子成员轮流坐班和村民事务代办制，
积极开展政策宣传、
科技指导、
法律援助、
矛盾
化解、
证件办理等
“一站式”
服务。开展社区党
建“六联六共”活动，形成聚集共建力量、整合
共建资源、
双向服务共做、
难题共同解决、
工作
成效共促的良好局面。通过在机关在职党员
“双重管理、双向服务”活动，落实党员干部直
接联系服务群众制度，
7758 名在职党员到社区
报到开展为民服务活动，认领服务岗位 2796
个，
开展服务群众项目 1222 个，
服务群众 5416
人次，解决群众实际困难 3100 余件,提升了基
层党组织凝聚力。
全面推行“固定党日”活动，将每月 1 号作
为农村党员活动日，定名为“固定党日”，通过
“固定党日”活动，有效破解了农村党组织生
活存在的党员集中难、活动走过场、形式不活
泼、内容太单调、效果难保证等问题，强化了
农村党员的在党意识，增强了农村党组织的
内生动力。

80 亿投资开启

我省
“3+2”项目
时报讯（实习记者 张傲）近日，作为全国
最大的电池级碳酸锂“3+2”项目，青海盐湖比
亚迪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3 万吨电池级碳酸锂
项目、青海盐湖佛照蓝科锂业公司的 2 万吨电
池级碳酸锂项目正式开工。
据介绍，该项目总投资近 80 亿元，预计建
设工期 1 年半左右，加上现有 1 万吨碳酸锂产
能，届时盐湖股份碳酸锂产能将达到每年 6
万吨，项目投产后年最终产值有望达到 45 亿
元。构建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锂电材料、
锂盐、锂系合金材料以及相关配套产业建设
国家重要锂产品生产基地具有重大意义。 近
年来，按照省委省政府战略部署安排，盐湖股
份集团坚持将以提钾后老卤吸附净化提锂制
备卤水净化液为原料基础，以电池级碳酸锂
生产线、无水氯化锂生产线、电池级氢氧化锂
生产线重点项目为依托，全力实施“3+2”锂盐
项目，加快实现综合锂盐产能年产 6 万吨的目
标，构建形成“锂板块”产业，为加快实现“生
态镁锂钾园”的公司战略目标打下了坚实的
产业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