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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东严查扶贫领域腐败问题
时报讯（实习记者 尕桑才让）9 月
14 日，海东市启动扶贫领域腐败和作
风问题专项治理“百日会战”。这是海
东市纪委监委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扶
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助力脱贫攻坚
工作，有力保障群众切身利益的又一
重要举措。市领导徐信阁、潘锋出席
启动仪式。
据了解，自党中央作出开展脱贫
攻坚重大战略部署后，海东市纪委监
委审时度势，即时开展了为期三年的
“强化监督执纪·护航精准扶贫”专项
行动，打出了建立“互联网+纪检监督+
精准扶贫”大数据监督平台、
“ 三查三
确保”专项治理、
“1+6”扶贫领域专项
巡察等一系列“组合拳”，畅通了群众
信访渠道，压紧压实了工作责任，坚决
查处了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为全市
脱贫攻坚工作提供了坚强保障。

据统计，今年以来，全市纪检监察
机 关 共 受 理 扶 贫 领 域 问 题 线 索 375
件，办结 206 件，立案 48 件。给予党纪
政务处分 128 人，组织处理 100 人，移
送司法机关 4 人。通报扶贫领域典型
案例 69 批次 128 起 296 人。
对于作出这次秋冬“百日会战”部
署，海东市委副书记徐信阁认为，海东
是全省扶贫攻坚工作的主战场，更是
全省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
理的核心，开展全市扶贫领域腐败和
作风问题专项治理秋冬“百日会战”是
市委市政府贯彻落实省委十三届四次
全会精神，扎实推进“一优两高”战略
部署的具体体现，更是深入推进扶贫
领域“三查三确保”专项行动的再一次
精准发力。
据海东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
主任潘锋介绍，全市纪检监察战线将

把这次秋冬“百日会战”作为当前的一
项重大政治任务，同步联动，同频共
振，全力推进。要通过这次“百日会
战”，进一步增强各级党员干部的责任
担当，始终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以实
实在在的治理成效让群众满意。并持
续释放“敷衍塞责必问责、敢动‘奶酪’
必严惩”的强烈信号，让干部群众感受
到从严治党始终在身边，纪检监察始
终在身边，党纪法规始终在身边，不断
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也通过这次
“百日会战”，严厉整治发生在群众身
边的腐败和作风问题，畅通监督执纪
“最后一公里”，形成强有力纪律震慑，
让党员干部知敬畏、广大群众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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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开展
“大棚房”
问题

整治行动
时报讯（实习记者 尕桑才让）９月 12 日，海
东集中组织收看全省“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
治行动电视电话会，会议对开展此项工作作了
进一步安排部署。
会议宣读了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成立青海省“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协
调领导小组的通知》和王建军书记、刘宁代省长
对开展全省“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的
批示。
会议强调，开展“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
治行动，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社会敏感度高，要
不折不扣地把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各
级领导的指示批示要求贯彻执行，严格准确把
握清理整治范围，明确责任分工，加强组织领
导，严格执法督导惩治惩处，注意工作方式方法
和宣传引导，同时要从中汲取教训，建立和完善
耕地保护管理长效机制，各级各部门必须以高
度的政治责任感全力以赴打好专项整治工作这
场硬仗，以优异的成绩为推进青海跨越发展、实
现
“一高两优”
战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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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妇女儿童事业

健康发展
我市首所大学举行开学典礼

时报讯（记者 张娜）9 月 14 日上
午，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举行 2018
级新生开学典礼。海东市教育局、青
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等相关单位领
导，全体教职员工和 2018 级 1500 多名
新生参加了典礼。
开学典礼上，学院对 2018 级新生
入学成绩优秀的 32 名同学进行了表
彰。新生代表许龙、在校生代表罗藏
索南华旦、教师代表高玉蓉分别作了
发言。
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李生
荣在讲话中说，希望同学们敢于立志
担当、善于学习、严于律己、学会珍惜，
把握好在校时间，充分利用好学院提
供的学习资源，尽最大可能去锻炼自

己、充实自己、提升自己，砥砺品格，增
强能力。同时，学院也将有效利用中
高职兼容并蓄的办学优势，使每一位
同学实现“上学有资助、升学有门路、
就业有出路”
的多向发展愿景。
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地处海东
市乐都区，伴随着海东撤地设市、
“一
带一路”等重大战略的实施，特别是随
着海东市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建设的
不断加快，现代特色产业体系和新型
工业走廊初具规模。学院经过近 4 年
的不懈努力，教学科研、管理服务等各
项事业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今年 7
月，海东市将乐都区职业技术学校、平
安区职业技术学校整合，设立海东市
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与青海高等职业

技术学院实行合并办校、独立办校、资
源共享，形成了学院既有中等职业技
术教育，又有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格
局，实现中高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为提高职业教育对海东经济社会发展
的贡献率奠定了雄厚基础。
目前，学院投资近 2 亿元建成 70
多个校内实训室。建院以来，学院新
建的教学楼、实训楼、学生公寓楼、大
学生活动中心陆续投入使用。特别是
今年以来，学院基础教学楼投入使用，
图书馆开馆试运行接待读者，新实训
室建设加速推进，校园文化建设成效
显著，优美的校园环境，优越的办学
条件，使学院在省内外的美誉度逐渐
上升。

（上接 A01 版）要加快理顺市级高中的
管理体制，坚决破除教育事业发展的
体制机制障碍，高标准打造校园环境，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着力打造更加公
平、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具活力的
教育发展新形态。
会议强调，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是全面贯彻落实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举措，是对全面
从严治党、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再部
署、再动员，体现了纪律建设的政治

性、时代性、针对性，对落实新时代党
的建设总要求、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具
有重要意义。市政府党组及班子成员
要切实抓好《条例》的学习贯彻落实，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在市委的领导
下，认真履行政府党组的工作职责，
坚决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政治
责任，加强政府党组自身建设，树立
良好形象。要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
设，切实履行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
任和领导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将
廉政建设与业务工作同安排、同部

署、同检查、同落实，不断通过政治
建设和作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持续
健康发展。
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
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对地方政府隐
性债务保持高度警惕，对隐性债务带
来的风险高度重视，进一步强化工作
举措，确保将政府债务风险控制在合
理范围之内。要正确处理好举债与发
展、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关系，妥善处理
化解政府债务，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
发展创造安全稳定环境。

时报讯（记者 胡生敏）9 月 14 日，海东市召
开妇女儿童工作推进会暨《两规》统计监测评估
工作培训会。会议旨在进一步认清形势，凝聚
共识，传导压力，确保到 2020 年全面实现《两
规》目标任务。全市妇儿工委主任、办公室主任
及妇儿工委各成员单位相关负责人、联络员参
加会议。
会 议 通 报 了《海 东 地 区 妇 女 发 展 规 划
(2011-2020 年)》
《海东地区儿童发展规划(20112020 年)》指标任务进展情况；平安区妇儿工委、
民和县妇儿工委、市委组织部、市卫计委、市教
育局作交流发言。
会议要求，要认清形势，正确认识妇女儿童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
之间的矛盾，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把全市妇女儿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
斗目标，切实增强做好妇女儿童工作的责任感、
使命感和紧迫感，努力实现妇女儿童事业同经
济社会同步发展；要坚持问题导向，大力推动女
性创业就业，重视妇女人才培养，加强对妇女的
教育培训，提升妇女的科学文化素质，关爱妇女
身心健康，推动妇女事业全面发展；要始终坚持
儿童优先，推进儿童健康优先保障，努力实现儿
童福利优先落实，促进儿童健康快乐成长；要始
终坚持依法维权，严格执行《反家庭暴力法》
《妇
女权益保障法》
《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规政策，
加大普法力度，依法保障好广大妇女儿童的合
法权益；要充分认识做好新形势下妇女儿童工
作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强对妇女儿童工作的组
织领导，强化责任担当，加强统筹协调，真正形
成推进妇女儿童事业发展的强大合力。
会后，省妇儿工委办公室专职副主任赵海
琴就围绕如何开展《两规》监测评估工作、妇女
儿童规划重点监测指标对各成员单位统计员进
行了业务培训，进一步明确职责和分工，为顺利
完成《两规》终期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