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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党报党刊成
“精神大餐”
□时报特约评论员 雨文
眼下，又进入了报纸杂志的“发行
季”。作为其中的“主力军”，各地各部
门对党报党刊的发行工作十分重视，很
多已按计划完成了订阅任务。但也有少
数单位，对于党报党刊的订阅存在抵触
情绪，甚至讨价还价、要求“少订一
些”
。
这些单位为什么不愿订阅党报党
刊？除了“经费不足”的推辞，其实还
有一个原因，就是存在“订报不看报”
的现象：花钱订来的党报党刊，一摞一
摞堆在办公桌上，基本没有人翻阅，最
后被当作废纸卖掉……所以，与其造成
“浪费”
，干脆就不再订了。
机关单位不订党报党刊，党员干部
不看党报党刊，绝不是小问题。作为党
和人民的“喉舌”，党报党刊担负着传
播党的声音、传递党的主张、正确引导

舆论、反映群众呼声的重要使命，是治
国理政的重要资源和重要手段，是党的
意识形态工作的主阵地。党员干部只有
认真阅读党报党刊，及时了解党和国家
的方针政策，及时了解党委、政府的决
策部署，及时了解群众的所想所盼，思
想认识才能与时俱进，工作水平才能不
断提高。打个比方，党员干部不读党报
党刊，就好像学生不进课堂，若长此以
往，功课必然荒废，成绩一落千丈。
诚然，在网络飞速发展的今天，随
着智能手机等工具的普及，各种自媒
体、客户端大量兴起，获取信息有了非
常广泛的渠道。但是，这些信息很多鱼
龙混杂、良莠不齐，甚至断章取义、真
假难辨，与党报党刊相比，其权威性、
准确性和公信力远远不及。党员干部如
果沉迷于这些“信息海洋”，也许自我
感觉“无所不知”，实质上却会“失之

毫厘、谬以千里”，最终还可能受到错
误诱导而误入思想的歧途。反之，党报
党刊虽然看起来“很严肃”，可把关最
严格、资料最准确、内容最全面，只有
从中汲取可靠的信息，才能真正用以武
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党员干部不看党报党刊，其实是学
习不够系统、不够深入的表现，需要及
时纠正。各部门各单位在订阅党报党刊
时，非但不能以“没人看”“不爱看”
作为推脱的理由，而且要在积极订阅的
同时，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自觉看党报
党刊，并将之作为事关政治学习的重要
问题，下功夫抓实抓好，使党报党刊真
正成为党员干部的“精神大餐”。

近年来，海东市加
快湿地公园建设，不但
增加了城市绿地体系中
湿地类型的内容，丰富
了城市生态文化的内
涵，提升了海东城市的
环境品质。图为工人们
在乐都区南凉遗址公园
铺设地砖。
时报记者 颜金梅 摄

海东市场监管实现
“五个走在全省前列”
时报讯（记者 胡生敏 通讯员 张渊） 范率达到“双百”
、学校食堂量化评定等
富硒”品牌；以标准化为抓手，助力乡
今年以来，海东市持续深化“放管服”改
级达到 B 级以上和餐饮服务单位量化评
村振兴战略，推动建立互助县东和乡麻
革，在优化市场环境、保障民生基础、培
定等级全部达到 C 级的目标，“阳光厨
吉村油嘴湾农庄等 2 个省级第一批农业
育优势产业、规范市场秩序、
“互联网+” 房”建设率达到 95.81%；扎实开展特种
标准化示范项目，申报数位列全省第
市场监管建设方面实现了“五个走在全
设备隐患治理大会战、安全大检查、燃
一。同时，保持打假制劣高压态势，已
省前列”
。
煤锅炉大排查以及“百日攻坚”等专项
累计查办各类案件 541 起，收缴罚没款
海东市深入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商
行动，有效预防和遏制了特种设备安全
326.1 万元, 一般案件、大要案件和罚没
事登记“多证合一”改革全面推进，超
事故发生，被国家质检总局授予“突出
款同比增长 14.7%、20%、11.2%，案
额完成省考市市场主体发展 10%的指标
贡献集体”荣誉称号。在中央环境保护
值达 255.2 万元。其中查办食品药品违
任务。截至目前，全市市场主体总量达
督察组燃煤锅炉大整治中，拆除问题燃
法案件 315 起，位列全省第一；受理、
85267 户 ， 同 比 增 长 21.99% ， 与 2017
煤锅炉占比位列全省第一；狠抓重点领
转办消费者侵权案件 177 件，为消费者
年底相比增长 17.1%，市场主体增速高
域产品的监督检查和质量抽检，强化质
挽回经济损失 53.6 万元。
于全省平均增速 4 个百分点，企业开办
量提升和典型引领，提升了产品质量，
此外，全面推进市场监管现代
时间已由规定的 8.5 天缩短到 5 天；并
保障了安全生产。全市水泥产品监督抽
化，按照全市智慧城市建设总体布
于全省率先下放了特种设备告知登记、 查合格率从98%提高到100%，食品相关
局，坚持创新理念，适应形势发展要
使用登记权限；食品生产许可、药品医
产品合格率保持在100%。截至目前，全
求，把握市场规律，主动增强成本意识
疗器械许可备案、企业名称核准实现了
市未发生一起重特大食品药品和产品质
和效能观念，在深刻总结多年来食品药
远程核准，率先完成“不见面审批”； 量安全事故，坚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 品等重点行业监管经验基础上，推动传
无前置审批企业设立登记等四项登记事
区域性安全风险的底线。
统监管“转型升级”，积极探索适应监管
项实现了“最多跑一次”办结。
海东市市场监管部门加速推进商标
新 形 势 新 任 务 的 智 慧 监 管 方 式 ，利 用
同时，坚决守住三个安全底线，坚
品牌战略，培育优势产业走在全省前 “互联网+”技术搭建“安康河湟”食药安
持以人民为中心、服务人民群众对美好
列。组织企业参加哈萨克斯坦-中国商
全智慧化监管平台，构建信息化监管模
生活向往的迫切要求，不断强化食品药
品展览会、青海品牌商品义乌展销会、 式，推动“互联网+”市场监管建设走在
品、特种设备、产品质量三个安全监 “青洽会”等展会，“海东制造”影响力
了全省前列。
管。对照“民生 10 件实事”中对食品药
不断扩大；并继续围绕“标准化+现代
品监管要求，完成食品药品监督抽检
农业”发展模式，积极推动示范区的创
2959 批次，超出指标任务 959 批次。提
建立项工作，按照“一优两高”战略要
求，以富硒产品为突破口，打响“海东
前完成学校食堂进货查验和索证索票规

海东特产

在苏宁上线
时报讯（记者 陶成君）近日，苏宁易购
全国第一家电商扶贫平台“循化特色精品
馆”正式开馆，这是无锡海东东西部扶贫
协作取得的又一项重要成果。
据了解，特色精品馆通过苏宁易购平
台将海东特色农产品上网销售，推销到全
国。首批线上销售的产品包括仙红、天
香、安晟、巴力嘎嘎和伊香五家循化企业
生产的辣酱、豆干、泡椒凤爪、火锅底料、
鹌鹑蛋等 23 种高原生态优质清真食品，满
足了消费者对清真食品的多样化需求。
同时开设线下实训店，通过招聘当地建档
立卡贫困户劳动力，解决就业岗位 3 个，并
有针对性地进行了电商技能培训以提高
工作效率。
为搭建好电商扶贫平台，循化县工业
和商务局做了大量工作，多次实地考察协
商，最终与苏宁易购公司签订合作协议，
本着“精准扶贫、务求实效”的原则，明确
实训店盈利部分的 70%以分红、捐赠等方
式返还给地方用作扶贫基金，确保地方贫
困户能长期受益。据悉，
“ 循化特色精品
馆”是全国第一家苏宁电商扶贫馆，精品
馆的推出，是循化县实施“一优两高”战略
部署，深化东西部扶贫协作，增强产业活
力的具体举措，必将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
积极推动作用。
（上接 A01 版）平安区、化隆县、民和县充分
利用县电视台、微信等平台，大力宣传全县
先进模范，极大地调动全社会注重家庭、注
重家教、注重家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目
前，全市共发出移风易俗倡议书 10 万份，
开展各类宣传活动 2280 场次，策划公益宣
传广告 120 条，在市县电台、报社和各种媒
介刊播、推送宣传内容 4800 多条，展演编
排移风易俗文艺节目 387 场（次）。
同时，
坚持把建立健全移风易俗体制机
制作为活动制度化、常态化、规范化的基本
抓手，
将移风易俗纳入全市精神文明建设目
标责任考核体系和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创建
工作内容，
对县（区）推动移风易俗工作进行
排名通报。目前，
全市建立红白理事会等组
织 1073 个，14 个社区、962 个村把婚丧从简
等移风易俗内容写入《村规民约》
《社区公
约》，
对婚丧嫁娶大操大办、
铺张浪费等不文
明现象和行为公开曝光45起，
对民间婚介人
员扰乱婚姻秩序、抬高婚嫁费用问题，采取
宣传政策、
行政干预等综合措施进行整治18
起32人，
问责11人，
有力形成了震慑。
此外，注重培养和宣传移风易俗先进
典型，探索制定红白喜事操办标准和流程，
并逐步向全市推广经验。循化县明确规定
穆斯林地区彩礼不超过 12 万元，藏族地区
彩礼不超过 3 万元，汉族地区彩礼不超过 8
万元，努力以新风良俗取代陈规陋习。互
助县将哈拉直沟乡确定为县级试点乡镇，
白崖村等 7 个村为县级试点村，开展试点
先行。乐都、平安、化隆等县（区）以“讲文
明、树新风”为主要内容，积极开展“五星级
文明户”
“最美家庭”等评选活动，选树了一
批具有时代特征的乡风文明先进典型。移
风易俗整治活动开展以来，全市婚事新办
434 户 ，丧 事 简 办 387 户 ，喜 事 小 办 1480
户，简化程序 575 项，有效改善了以往大操
大办、铺张浪费等不文明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