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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杨璐）12 月 13
日，省政府召开全省农村义务教育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推进工作电视
电话会议。海东市相关部门负责
人在海东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实
况。

我省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
改善计划惠及 37万多学生。会议
指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
计划是一项惠民为民的德政工程，
要强化政府责任，进一步提升营养
配餐和供应保障能力，确保学生吃
得卫生、营养、健康；要加强食品安
全监管，坚决守住食品安全底线；
要建立健全公开透明、运行规范的
财务管理制度，主动接受社会监
督，确保每一分钱都吃到学生嘴
里；要加强学生营养状况监测评
估，持续扩大社会宣传。

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入实
施营养改善计划，要高度重视青少
年儿童近视防控和体育锻炼问题，
科学安排学生室内室外教学、校内
校外学习，开齐开足体育课，增强
近视防控能力，加强学校体育，全
面增强学生体质，促进学生体质健
康。

时报讯（记者 杨璐 通讯员 郭
其忠）近期，海东市税务系统结合
本地区实际，分批次举办了全系
统个税改革培训班，进一步提升
个人所得税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
和实际操作能力, 确保个人所得
税改革稳步推进。

据悉，为保证培训质量，市税
务局和各县（区）税务局选拔对个
人所得税政策理解透彻、实际操
作能力强的税务骨干人员担任授
课老师，我市税务局的所得税科、
征收管理科、信息中心、纳税服务
中心、办公室以及县（区）局的相
关工作人员都积极参加了此次个
人所得税政策培训。此次培训共
举办9期，培训人员308人。

培训期间，授课老师就个人
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专项附加扣
除暂行办法、自然人纳税人识别
号和扣缴管理办法预培训内容进
行了详尽解读，对自然人税收管
理系统扣缴客户端、局端操作和
自然人办税服务平台操作进行了
细致地演示，培训内容丰富多
彩。同时，授课老师抓住个人所
得税政策的重点、难点和纳税人
关注的热点问题，尤其是对个人
所得税政策中的子女教育、继续
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
住房租金、赡养老人6大专项扣除
政策，进行了深入浅出地讲解。

□常平
党的十九大把“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人民政协履行政治
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的必然
要求，也是人民政协工作始终充满活力
的动力所在。

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必须
坚持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不动摇，必须坚
持新发展理念不动摇，必须发挥好人民政
协协商民主的作用不动摇，必须坚持保障
和改善民生不动摇，必须坚持依照宪法法
律和政协章程开展工作不动摇。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指出：“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作
用，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
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新时代，人民
群众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参与意
识，对权利和利益的保护要求和表达诉
求，对自身能力发挥和自身价值的追
求，呈现出越来越积极的趋势。几年
来，互助县政协在推进协商民主过程
中，注重把握了三个方面。一是协商议
题的选择充分尊重社会各界的意见，通
过各界别、各委员自下而上选题和县委
县政府自上而下点题相结合，确保协商
的议题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围

绕民生保障，围绕五大发展理念；二是
吸纳更多委员参与到政协各层级的协商
活动中来，同时，积极邀请驻县的省、
市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参加协商，不
断提高协商的广泛性和实效性；三是在
协商成果的转化监督中主动吸纳具有代
表性的委员或群众参加，发挥好人民群
众在民主监督中的作用。我们重视委员
在全体会议上通过大会发言协商议政；
注重发挥界别专业人才优势，深化与政
府职能部门的对口协商；加强对涉及民
生、群众关切、社会关注的提案办理协
商，不断促进协商成果的有效落实。

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
是要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人民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近年来，互助
县政协认真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充分发挥政
协优势，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凝心聚
力。一是充分发挥政协团结民主、人才
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把履行职能的
着力点放在对精准扶贫的调查研究和建
言献策上。先后围绕如何激发建档立卡
贫困户脱贫致富内生动力、发挥职教优
势助力精准扶贫、精准扶贫产业发展等
课题开展调研，为县委县政府决策出主
意想办法。二是充分发挥政协联系广泛
优势，把履行职能的实践同推进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工作有效结合起来。引导
委员积极开展招商引资、科技下乡、送
医就诊、扶贫济困活动，助力脱贫攻
坚。近年来，我们依托青海省汇爱公益
基金会，为全县226户鳏寡孤独、老弱病
残贫困家庭发放资助金 45.2 万元；联系
部分省外商会和经济工商界委员，积极
筹资240万元用于帮扶贫困母亲、重度残
障人士等弱势群体200余户，资助贫困大
学生 171 名；联系互助籍全国“最美义
工”郭生芳女士，开展了“关爱环卫工
人”大型公益活动，会同县文明办评选
并表彰了互助县“十大最美环卫工人”，
为县城205名环卫工人发放了价值30万元
的慰问物资，社会反响良好。三是充分
发挥政协民主监督优势，把履职的落脚
点放在促进党和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有
效落实上。我们紧扣精准扶贫政策落
实、项目实施、资金使用、效益评估、
干部作风等问题，通过民主评议、掌握
社情民意、选派特约监督员等形式进行
民主监督，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了解问
题、掌握情况、提出建议，有效促进了
扶贫开发各项工作任务的落实。

政协组织如何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全力提升

学生体质健康水平

海东

为个税改革保驾护航

12月12日，海东市残联党
员干部结合“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主题党日+”
等活动，走进平安区化隆路社
区开展“双联三促”活动，走访
慰问社区贫困残疾人，并为 9
名贫困残疾人发放了大米、面
粉、食用油等价值近3000元的
慰问品。期间，海东市残疾人
康复服务中心受训的听障孩
子们为社区居民表演了儿歌、
舞蹈等文艺节目，并与化隆路
社区居民代表们进行了唱歌、
跳舞等欢快互动。图为文艺
节目表演现场。

时报记者 杨璐 通讯员
郭岩世 摄

时报讯（记者 李富生）近年来，海东市
紧紧围绕“一优两高”战略部署，以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出发点，全市以商
品住房为主的房地产市场得到了健康发
展，也对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提高群众
生活水平和创造高品质生活起到了重要
作用。

今年，海东开展房地产市场专项整
治，保持了全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
展，全市实施房地产开发项目 79项，建筑
规模 674.46 万平方米，总投资 163.95 亿
元。截至11月底，房地产开发累计施工面
积 282.45万平方米，完成投资 60.33亿元，
同比增加 36.93%。11 月份房地产开发完
成投资 3.55 亿元，同比减少 41.61%，环比
减少 68.94%。红星、碧桂园、绿地、香格里

拉、同创、江苏伟业等优质品牌房地产企
业在海东市开发建设，全市房地产开发逐
步由传统住宅模式向高品质的高端地产
发展。

海东坚持分类调控，主动作为，房地
产市场供需活跃，积极推进商品房去库
存，全市商品房去库存成效明显。2017年
底全市商品房待售面积 199.21 万平方
米。截至目前，全年商品房累计销售
122.10 万平方米。 11 月份商品房销售
15.39万平方米，商品住宅销售 13.11万平
方米。新批准预售面积 109.39万平方米，
商品房累计库存 186.5 万平方米，比同期
减少 6.93 万平方米，同比减少 3.58%。商
品住宅消化周期控制在 8个月以内，完成
全市商品住宅消化周期控制在了 16个月

以内的目标任务。
记者了解到，今年 11月份，全市商品

住宅销售均价为 4413 元/平方米，同比增
加 19.53%。其中，各县（区）商品住宅销售
均价为：乐都区 4800 元/平方米，平安区
4680 元/平方米，民和县 4800 元/平方米，
互助县4500元/平方米，化隆县3500元/平
方米，循化县 4200 元/平方米。全市商业
销 售 均 价 13333 元/平 方 米 ，同 比 增 加
11.11%。

截至目前，全年共供应土地106宗，总
面积 681.98 公顷；划拨土地 26 宗，总面积
423.43公顷。11月份房地产开发出让用地
11 宗 ，总 面 积 13.33 公 顷 ，同 比 减 少
22.45%，环比减少 63.65%，出让均价 73.52
万元/亩，出让土地价款合计1.47亿元。

海东房地产向高品质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