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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强化岁末年初非矿山生产工作
时报讯（记者 张傲）近日，省应急
防范责任措施落实。
管理厅针对当前非煤矿山冬季安全生
同时，赴果洛州和西宁市门旦峡
产特点规律，加大监管力度，强化责任
矿区对多家非煤矿山企业冬季和元旦
落实，深入推进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工
期间安全生产和应急值班值守工作进
作，坚决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
行专项检查，督促企业落实冬季生产
据了解，省应急管理厅全面强化
作业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要求各非煤
各级安全监管部门属地监管责任，切实
矿山重点地区认真组织开展“两节”
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以控大风险、治大 “两会”期间非煤矿山安全专项检查，
隐患、防大事故为重点，坚持问题导向， 全面整治重大事故隐患，督促企业落
制定印发了《关于切实做好岁末年初非
实冬季作业施工安全措施，严厉打击
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层层传
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确保重点环节管
导压力，逐级压实责任，狠抓各项安全
理到位、重大风险管控到位、重大隐患

治理到位。
针对冬季正常生产和停产停建非
煤矿山企业，分别采取科学有效监管方
式，加大巡查和督查力度，落实安全风
险管控措施，逐级逐矿落实安全监管责
任，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查出的
隐患问题进行闭环管理，严防各类事故
发生。严格落实停产停建和复工复产
验收程序，以“谁验收、谁签字、谁负责”
的原则，严把复工复产验收关，对表检
查验收，未经复工复产验收合格严禁组
织生产建设活动。

青海新增 5 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时报讯（记者 陈钰月）近日，省工
信厅、发改委、科技厅、财政厅、税务
局及西宁海关联合公布第十三批省
企业技术中心名单，我省 5 家企业的
技术中心获得认定。
据了解，根据《青海省企业技术中
心认定、管理办法》，我省积极推进以
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全

力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海西华汇化工
机械有限公司、青海制药厂有限公司、
青海央宗药业有限公司、青海世纪通
信有限公司、青海际华江源事业有限
公司等 5 家技术中心名列其中。截至
目前，省内共有省级以上技术中心 40
家。
记者从省工信厅获悉，近年来，

我省加快完成经济转型升级，完善企
业创新体系，切实提高技术创新能
力，企业研发投入、科技投入占销售
收入的比重呈逐年递增态势。2018
年，全省企业技术中心的企业科技投
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已提升至
3.31%，投入研发的资金总额为 4.2 亿
元。

第三次国土调查工作

稳步推进
时报讯（记者 陈钰月）西宁
市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工作自
2018 年 6 月份启动以来，各项工
作稳步推进，
取得阶段性成效。
目前，城东区、城西区、城北
区已全部完成内业调查底图制作
和外业调绘工作，并已进入内业
图斑信息整改阶段；城中区共完
成了 50 平方公里内业不一致图
斑勾绘和内业预判工作；大通县
选取长宁镇作为试点乡镇，现已
全面完成试点乡镇 89 平方公里
内外业工作；湟中县共完成了鲁
沙尔镇、海子沟乡等 12 个乡镇共
计 2146 平方公里的内业工作以
及 533 平方公里的外业图斑调绘
工作；湟源县共完成了波航乡、巴
燕乡和申中乡 296 平方公里的内
业工作以及 41 平方公里的外业
图斑调绘工作。

西宁加大旅游行业
燃放烟花爆竹管理
时报讯（记者 王悦）根据西宁市人民政府
关于进加强烟花爆竹管理的通知要求，市旅游
局印发了《关于在旅游行业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的通知》，就 2019 年旅游行业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工作进行安排部署，进一步改善西宁市区空气
环境质量，
切实维护社会公共安全。
通知要求，各区旅游部门要积极开展旅游
行业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宣传，提高社会知晓度，
在组织大型文化旅游活动中，不得使用烟花爆
竹来营造气氛。各星级宾馆、A 级景区、旅行社
等旅游企业要严格遵守规定，不得在市政府明
令禁止的公共区域燃放烟花爆竹，并通过在显
著位置张贴禁放标语、口号和禁放标识等措施
加大禁止燃放、销售烟花爆竹的公益性宣传。
积极劝阻和举报违法违规燃放、销售烟花爆竹
行为，引导旅游者采取其他环保方式营造喜庆
气氛。
西宁市旅游局还将全面落实《通知》要求，
强化部门联动，将烟花爆竹燃放管控与今冬明
春火灾防控、安全生产隐患排查等专项整治结
合起来，
有效防范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北区用活用好

服务群众专项经费

为残疾人提供更加满意的服务，使更多的残疾朋友走出家庭，融入社会，
为建设新时代幸福西宁、幸福北区尽一份自己的责任。日前，西宁市城北区残
联分别为辖区 8 个残疾人之家配备电动三轮车，方便残疾人之家为辖区残疾人
服务。 图为电动三轮车配备现场。
时报记者 李永兰 通讯员 范生栋 摄

我省超额完成 2018 年度工程建设投资任务
时 报 讯（记 者 李 永 兰 张 傲）近
全面实施，
“品质工程”
创建实现
“两
日，记者从省高管局获悉，2018 年，省
个全覆盖”
（过程全覆盖和项目全覆
高管局以“九个围绕”超额完成工程建
盖）。落实“双标管理”，深化推进
设投资任务，完成建设投资 56 亿元， “检查组+技术服务单位”
督查模式，
为年度任务 55 亿元的 102%，切实发挥
组织开展综合督导检查 3 次，
各类专
了交通稳增长作用。并加强项目全寿
项检查 9 次，印发通报 12 份，整改问
命周期环节管理，完善工程管理制度
题 54 项。管理平台全面建成，项目
5 项。
建设管理系统全面应用，二维码技
组织开展新技术培训学习、质
术在梁板预制、隧道施工过程中广
量提升、专项治理、质量检查、质量
泛采用，
实现了流程化管理。
评比、现场观摩、知识竞赛等专项活
同时，还围绕信息化建设，管理平
动 17 场次，
“八大抓手”
助推
“百日攻
台全面建成，项目建设管理系统全面
坚”
“ 五个一”
“ 品质提升”等活动开
应用，二维码技术在梁板预制、隧道施
展 取 得 显 著 成 效 。 抓 住（策 划 、协
工过程中广泛采用，实现了流程化管
调、
推广、
培育）
“四个关键”
“两区三
理；围绕合同履约。加强信用管理考
厂”建设标准化和施工安全标准化
核，组织开展合同履约检查 3 次，执行

违约处罚 1501.2 万元。加强项目遗留
问题的清理和规范解决，全年组织召
开变更审核专题会议 13 次，批复缺项
单价 544 项，解决清理变更问题 138
项，
涉及金额 6594 万元。
此外，在围绕技术服务方面，深
入施工一线，强化现场勘查，严把设
计质量关，
优化完善设计方案 14 项，
并围绕实践创新，
“三微创新”
（设备
微改造、工艺微改进、工法微改良）
注重成果转化应用和共享，
1 项样板
实体工程、5 项样板临建工程、4 项
先进工艺工法和 23 项工艺微创新通
过全省交通样板工程遴选，工程建
设从规模速度全面向注重质量效益
转变。

时报讯（记者 李永兰 通讯员 范生栋）日
前，西宁市二十里铺镇党委为切实发挥服务群
众专项经费的作用，把服务群众专项经费用在
群众“心坎上”，坚持严管活用党组织服务群众
专项经费，确保将服务群众专项经费用活、用
好、用在实处。
据了解，为了用好这笔钱，二十里铺各村党
组织通过召开民主议事会、入户走访等形式广
泛征求群众意见，根据群众诉求，申报本村服务
群众经费项目，并进行公开公示，做到“钱投在
什么地方，
让群众说了算”。
该镇郭家塔村一社 800 米灌溉水渠因雨水
冲刷破坏较大，严重影响周边村民的生产生活，
在村民提议和村“两委”实地查看上会研究后，
郭家塔村党支部申报并实施了“郭家塔村一社
灌溉水渠清理维修”项目，彻底清理维修了问题
水渠，保障了村民的生产生活用水。在各村项
目申报过程中，二十里铺镇党委严格审核把关，
指导并督促各村备案登记。经镇党委预审，全
镇 11 个农村共申报备案 22 个服务项目，涉及破
损村道路面维修硬化、太阳能路灯维护安装、下
水管网和水渠的清理维护等群众迫切需要解决
的服务事项。
同时，二十里铺镇各村党组织坚持把服务
党员群众与推进党建项目相结合，把服务群众
专项经费切实用在“刀刃上”，要求各党组织按
阶段报送服务群众专项资金项目进度情况和工
作信息，项目一经完成及时上报资金使用情况
工作总结。
该镇小寨村绿化带植树完成了、二十里铺
村内小巷道路面硬化竣工了、九家湾村内的污
水管网接通了、魏家庄村的 28 盏太阳能路灯安
装完成了……一个个项目完工，一条条喜讯传
来，服务群众专项经费为二十里铺镇幸福账单
再添一笔。
截至目前，全镇 11 个农村已全部完成年初
制定的 22 个服务项目，共花费专项资金 55 万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