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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尕桑才让）6月 30日，海东
市党校（行政学院）办学质量评估工作汇报会
召开。省委党校副校长、省行政学院副院长、
全省市（州）县党校（行政学院）办学质量评估
第三小组组长李广斌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
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市行政学院院长李青
川主持会议，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党校
校长桑文俊汇报市委“办、管、建”主体责任落
实情况和校院办学基本情况。

评估工作组指出，开展党校（行政学院、
社会主义学院）办学质量评估工作是《中国共
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2018年至
2022年全国和全省干部教育培训规划、全国
全省党校工作会议提出的要求，是省委省政

府着眼加强全省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
院）系统建设的重要决策部署，也是促进全省
各级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建设发
展的有力抓手和难得契机。希望各级党委和
党校正确认识办学质量评估工作，直面问题
不回避，切实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切
实落实培养造就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
化干部队伍的要求，扎实履行“办、管、建”职
责，充分发挥干部教育培训主渠道和思想理
论建设主阵地作用，推动新时代各级党校新
发展。

会议要求，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党
校姓党根本工作原则，切实做好新形势下党
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中

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加快市
委党校新校区建设进度，确保工程质量，在基
础设施上创一流，在办学质量上争一流。要
牢固树立全市党校一盘棋的理念，帮助和督
促县区校院认真开展评估反馈意见的整改工
作，解决发展中存在的难题，提升全市党校系
统整体办学水平。要坚持问题导向，正视问
题不足，压实责任、细化措施，对标对表抓好
整改落实，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做到有的
放矢、对症下药，努力使校院工作在已有水平
上实现提档升级，为建设美丽和谐富裕新海
东提供坚强的思想政治保障、人才保障和智
力支持。

各县区委、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市、县区
党校常务副校长、市委党校各副校长；市委组
织部、市发展改革委、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市财政局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推动新时代各级党校新发展

时报讯（记者 李玉娇 通讯员 韩晓龙）6
月29日，海东市委政法委员会第二次（扩大）
会议召开，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伯林主持
会议并讲话。

会上，传达学习了全国两会及中央、省市
委相关会议和文件精神，认真学习了《中国共
产党宣传工作条例》和省委政法委“三同步”
工作有关文件，研究审议了《关于在全市政法
系统开展“忠诚为民、崇法尚德、干净担当”执
法司法规范化提升年主题教育活动的实施方
案（审议稿）》。

会议指出，全市各级政法部门要把深入
学习宣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
全国两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
要政治任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和

国家的决策部署上来。结合海东政法工作实
际，找准工作契合点，不断增强工作前瞻性和
精准性。坚持疫情防控、复工复产与政法重
点工作两手抓、两不误，全力推进平安海东、
法治海东、过硬队伍建设。切实抓好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六清行动”和建章立制、市域社
会治理现代化建设国家试点、政法领域各项
改革、党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等重点工
作，坚决把两会精神转化为保安全、促稳定、
强本领的实际行动，切实履行好维护国家政
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
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责使命，为全市在
常态化疫情防控条件下打好“三大攻坚战”、
做好“六稳”“六保”工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营造安全的政治环境、稳定的社会环境、

公正的法治环境、优质的服务环境。
会议强调，全市政法系统要以即将部署

开展的“忠诚为民、崇法尚德、干净担当”执法
司法规范化建设提升年主题教育活动为契机，
进一步转变执法司法工作理念，坚持问题导
向，紧盯队伍建设关键重点环节，层层压实主
体责任，做到问题排查到位、整改落实到位、制
度建设到位、统筹联动到位，严格规范公正文
明执法，打造一支政治过硬、业务过硬、素质过
硬、纪律过硬、作风过硬的海东政法铁军。

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程旭文、市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吴海燕出席会议，市委政法委各委员，
市直政法各部门党组（党委）副书记、政治部主
任，市委政法委各科室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市委政法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召开
时报讯（记者 苏昂欠

李富生）6月30日，在中国共
产党成立99周年前夕，海东
市委书记鸟成云赴乐都区
看望慰问生活困难党员、老
党员，向他们送去组织的亲
切关怀，并致以节日的诚挚
问候。

鸟成云首先来到生活
困难党员李志业家中看望
慰问。去年，李志业一家人
通过易地扶贫搬迁项目，从
马厂乡甘沟滩村搬到了现
在的梦圆居小区。前两年，
李志业曾经一度病危，但在
医保政策的支撑下，他战胜
了病魔。说起病好了，又拿
到了搬迁房的钥匙时，李志
业哽咽起来：“是党和政府
救了我的命，还给了我这么
好的房子。”鸟成云说：“这
都是党的政策好。您现在
家庭虽有困难，但要相信往
后会越来越好。明天是党
的生日，我们特意来看望
您，表示诚挚的问候。”当了
解到李志业病好了些后，又
带领一些人去西宁务工实
现脱贫摘帽时，鸟成云对他
在困境中保持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的党员本色和品格
表示赞赏，希望他保重身
体，继续发扬自强不息的精
神，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致
富奔小康，把日子过得越来
越红火。

家住碧水源小区 83 岁
的老党员王得寿 1960 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当过兵、
担任过校长，退休后还担
任过村党支部书记，如今
已 是 三 世 同 堂 ， 家 庭 和
睦，家庭成员中有四人是
共产党员。鸟成云详细询
问了老人的身体健康、生
活起居等情况。他说：“您
老既甘于服务社会，又重
视家庭建设，注重家教和
家风，在不同的岗位上做
出了不平凡的事，充分体
现 了 一 名 党 员 的 精 神 风
貌，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鸟成云说，老党员是我们
党宝贵的财富，要时刻把
老党员的冷暖放在心上，
多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
真心实意为他们办实事、
做好事、解难事，让他们
安享幸福晚年。希望老党
员在保重身体的同时，继续
发挥余热，一如既往关心、
支持海东发展，多出主意、
多提意见、多献良策，为海
东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
贡献力量。

同日，鸟成云还调研了
乐都区朝阳山社区老年日
间照料中心。

市委常委、乐都区委书
记左耀锋参加。

鸟成云看望慰问基层党员

（上接A01版）未受通报表扬的良好等次地
区、部门及企业，按照考评结果和省政府审定
奖励标准实施。 （省发展改革委组织实施）

二、科技创新有动力、有能力的县域创新
试点考评优秀地区

都兰县。
2020年对都兰县给予300万元财政科技

资金激励支持。 （省科技厅组织实施）
三、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考评优

秀的地区
西宁市、海西州、海北州、果洛州，城东

区、大通县、刚察县、治多县、格尔木市、德令
哈市、互助县、尖扎县、兴海县、达日县。

2020年对上述地区各奖励 18万元。未
受通报表扬的良好、合格等次地区，按照《基
本生活救助工作绩效评价办法》和省政府审
定奖励标准实施。 （省民政厅组织实施）

四、财政管理综合绩效考评优秀的地区
西宁市、海北州、海南州，大通县、格尔木

市、城西区、贵德县、共和县、平安区、都兰县、
城中区、民和县、互助县、城北区、门源县、玉
树市、泽库县、祁连县。

根据考评结果，2020年对西宁市、海北
州、海南州各奖励640万元；大通县等上述15
个县（市、区）各奖励 216万。未受通报表扬
的良好等次地区，按照《省对下级政府财政运
行综合绩效考评办法》和省政府审定奖励标
准实施。 （省财政厅组织实施）

五、落实鼓励和支持就业创业政策措施工
作力度大，促进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及各类
重点群体就业创业等任务考核优秀的地区

西宁市、海西州、海南州。
2020年对上述地区在安排就业资金时，

按照上一年度本地区省级补助资金的 2%予
以奖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组织实施）

六、盘活存量土地力度大、完成国家下达
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处置任务、土地节约集
约政策落实好的地区

海东市、黄南州、玉树州、海南州。
2020年对上述地区奖励10%新增建设用

地计划指标。 （省自然资源厅组织实施）
七、年度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考核优秀的

地区
城西区、城中区、平安区、格尔木市。
2020年对上述地区在项目资金安排时给

予倾斜支持。（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组织实施）
八、对实施美丽城镇建设的乡镇，中期绩

效考评优秀的地区
同仁县多哇镇、共和县黑马河镇、循化县

文都乡。
2020年对上述三个乡(镇)按县级配套标准

100%予以奖励。未受通报表扬的良好地区，按
照《青海省美丽城镇(乡)建设工作方案（2019-
2025）》标准实施。（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组织实施）

九、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成效较为明显的
地区

黄南州、果洛州。
2020年对上述地区按照该地区上年度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补助资金的 10%予以奖
励。 （省卫生健康委组织实施）

十、落实林草各项生产任务、政策措施力度
大，在国土绿化、自然保护地建设、林业有害生物
防控等工作年度目标责任考核优秀的地区

西宁市、海东市、海西州、海南州。
2020年对上述地区在安排今年国土绿化、

自然保护地建设、林草产业、有害生物防治等项

目中给予资金倾斜支持。（省林草局组织实施）
十一、脱贫攻坚工作扎实稳定、巩固提升

任务重，在扶贫开发工作年度目标责任考核
中评为优秀的地区

大通县、民和县、乐都区、化隆县、乌兰县、贵
德县、海晏县、治多县、玛沁县、达日县、同仁县。

2020年对上述地区在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分配上给予倾斜奖励，每县区2000万元。

（省扶贫局组织实施）
十二、完成医疗保障工作任务好，群众满

意度高的地区
海南州、西宁市、果洛州。
2020年对上述地区在安排今年医保资金

时给予一定补助奖励。（省医保局组织实施）
十三、空气质量明显改善，并完成年度空

气质量目标和重点任务绩效目标的地区
西宁市、玉树州。
2020年对上述地区在一次性兑现20%奖

补资金的同时，按照《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将清算扣减的其它地区大气防治
专项资金剩余部分按9：1比例分配给两个地
区。 （省生态环境厅、省财政厅组织实施）

十四、综合各类各项表彰激励情况，结合
省政府综合督查、专项督查和各地区落实
“710”工作制度等情况，省政府再给予一定
表扬激励的地区

西宁市、海南州、黄南州，乐都区、格尔木
市、贵德县、刚察县、治多县、玛沁县。

2020年对上述市州各给予 1000万元财
政资金支持，对上述县(市、区)各给予 500万
元财政资金支持，用于各地区安排基础设施
项目、民生项目资金配套以及保基层运转
等。 （省政府办公厅、省财政厅组织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