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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质量月”启动仪式暨“质量提升”论坛启幕

打造“品质青海”全面提升四大质量
本报讯 9 月 11 日，2017 年青海省“质量月”
启动仪式暨“质量提升”论坛在西宁举行，国家
质检总局副局长陈钢，副省长匡湧出席启动仪
式并致辞。国务院原参事张纲、中国计量科学
研究院院长方向等应邀作主旨演讲。
匡湧在致辞中指出，全省各级质监部门要

紧紧围绕今年质量月“提升供给质量，打造‘品
质青海’”主题，突出质量导向，大力实施质量强
省战略，加快推进经济提质增效。强化主体作
用，主动顺应企业质量需求、帮助企业升级质量
基础、服务企业技术创新、支持企业品牌建设、
助力出口企业质量升级、强化服务型中小企业

质量管理，引导企业严守质量安全底线。动员
社会各界积极参与质量强县、质量强市、质量强
省建设，合力推进质量共治。通过提升质量，促
进绿色发展，着力推动我省“从经济小省向生态
大省、生态强省的转变”
。
陈钢在致辞中指出，此次青海省质量月启

动仪式主题鲜明、内容丰富、规格很高、规模很
大，充分体现了青海省委、省政府对质量工作的
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要紧紧围绕打造“品质
青海”的目标，全面提升产品、工程、服务、环境
四大质量，扎实开展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行
动，
不断树立青海品牌的知名度。

省民政厅召开迎接十九大专题工作部署会议，
要求

用足用实党和政府的各项惠民政策
本报讯（记者 陈文雯）为确保各 作对象进一步树立听党话的信心、坚
项民政业务安全顺畅、和谐稳定，以 定跟党走的决心。强化底线思维，加
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 强预判防范，坚决防止民政业务工作
开，9 月 11 日，省民政厅召开迎接十 领域以及民政服务保障对象出现不
九大专题工作部署会议。
和谐、不稳定、不安全的事情。抓好
会议要求，扎实做好困难群众基 信访维稳工作，妥善化解矛盾、切实
本生活保障工作，把党和政府的各项 解决来访群众的实际困难，深入开展
惠民政策用足用实，引领广大民政工 “不担当不作为”专项治理。抓好安

全防范事故工作，加强汛期值班、自
然灾害核查，确保值班人员在岗在
位、尽职尽责，灾情报送系统高效运
转。加强民政建设项目安全生产和
民政服务机构设施运转监管，有效防
范重大公共安全事故。做好意识形
态和网络安全工作，切实维护政治安
全，加强网上舆论引导，加强网络安

全监管，加强信息保密教育，坚决防
止基本民生保障领域重大舆情炒作
事件的发生。

喜迎十九大

我们在行动

省教育厅下发通知

做好法治教育工作
确保校园安全稳定
本 报 讯（记 者 雷 洁）昨
日，记者从西宁市教育局法规
安全处了解到，9 月 8 日，省教
育厅向各县区教育局、民办学
历教育机构下发了《关于加强
学校安全管理排查收缴管制
刀具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
《通知》）。同时，西宁市教育
局要求全市各县、区教育局，
局属各单位，民办学历教育机
构，10 月上旬组织开展宪法主
题演讲活动。
《通知》要求，各教育部门
务必落实西宁市委办公厅、西
宁市政府办公厅印发的《西宁
市防治中小学生校园欺凌和
校园暴力十项措施》，开展安
全管理自查自纠，切实做好管
制刀具收缴，师生法治教育，
学生矛盾纠纷调处等工作，严
防发生学生安全事故、校园欺
凌事件，确保校园安全稳定。
西宁市教育局要求全市各县、
区教育局，局属各单位，民办
学历教育机构，10 月上旬将举
办全市中小学生“学宪法讲宪
法”演讲比赛、
“ 全国青少年学
生法治知识网络大赛”。各级
各类学校要将此次活动作为
“七五普法”开局工作的一项
重要任务。
“ 教育部全国青少
年普法网”开设网上“学宪法”
学习专栏，各中小学、职业学
校要积极利用普法网提供的
网络平台组织学生分小学高
年级、初级中学、高级中学 3 个
组，组织学生通过普法网开展
法治知识学习、测评与竞赛活
动。利用校园广播、校园网、
宣传栏等多种方式，在广泛深
入开展宪法学习宣传教育活
动基础上，全面动员组织开展
以讲宪法故事、讲对宪法的认
识与体会、谈宪法精神等为主
题的演讲活动。

大沟口村
6 名贫困青年上班了
本报讯（记者 李玉芬）授人以
鱼不如授人以渔。近日，海北藏族
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阴田乡大沟
口村的 6 名贫困青年通过面试和体
检，顺利通过了省高等级公路建设
管理局招聘考试，正式走上工作岗
位。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驻村
工作队结合帮扶地实际，在帮扶大
沟口村脱贫攻坚的工作中充分发挥
部门优势，千方百计促进贫困地区
劳动力就业，由传统的“输血”转向
重塑“造血”
，让他们开阔视野，走出
大山，实现从“要我脱贫”的被动状
态向“我要脱贫”的转变，增强其发
展的动力和脱贫的信心。
截至目前，共实现转移就业贫
困人口共 24 人，其中 18 人外出务
工，6 人正式走上工作岗位，就业人
员主要从事拉面匠、电子厂计件员、
门卫、服务员、收费站收费员等工
作。

我省200名派出所所长
赴河北培训

9 月 11 日，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国际志愿者分享会在青海民族大学举行，青海民大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吴晓红
（右）为优秀志愿者张滢颁发荣誉证书和奖学金。优秀志愿者代表向大一新生分享了她们在国际志愿活动中的
艰辛、欢笑、喜悦与收获。
本报记者 邢鹏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蓝海梅）9 月 11
日至 23 日，我省 200 名派出所所长
赴河北接受培训。
此次培训以增强理想信念教
育，提升基层指挥员实战指挥能力
为主题，通过赴西柏坡旧址重温入
党誓词、聆听专家学者授课讲解，开
展警务实战技能实践，实地考察工
作示范点等方式进行。
省公安厅要求参训所长，切实
提高自身能力素质和对基层公安工
作的领导能力，全面适应复杂多变
的新形势；在培训学习过程中加强
交流沟通，做青海公安队伍的形象
宣传员和友谊接线员，将素质强警
交流合作工作不断引向深入。

新能源汽车助力道路运输行业绿色发展
全省客运班车中有 54 辆新能源车 公交车中有 820 辆新能源车

本报讯（记者 祝嘉忆）昨日，记
者从省公路运输管理局获悉，近年
来，我省道路运输行业以加快转变道
路运输发展方式为主线，以优化道路
运输能源消费结构为核心，探索低能
耗、低污染、低排放的绿色运输发展
之路，积极推进清洁能源和新能源汽
车在道路运输行业中的推广应用。
据悉，为落实中央、省委省政府
关于推进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工
作安排，省公路运输管理局对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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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的购置补贴、运营补贴、推广应
用宣传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支持，配合
做好城市公交车成品油价格补贴政
策改革，将补贴额度与新能源公交车
推广目标完成情况挂钩，形成鼓励新
能源公交车应用、限制燃油公交车增
长的机制，引导道路运输企业主动选
择新能源汽车。在城区范围内积极
推广应用清洁能源、新能源公交车和
出租车，积极申报和争取交通运输部
节能减排扶持补助项目资金，充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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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和调动管理部门和运输企业两方
面的积极性，2012 年至 2015 年分 4
批次共 1453 辆天然气公交车，获交
通运输部绿色交通装备项目专项资
金 1066 万元。2016 年至 2017 年拨
付 250 万元在海东市乐都区几个公
交首末站和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一级
客运站建成 27 个充电桩。2017 年起
鼓励新建客运站、公交首末站配建新
能源充电设施，将确有建设需求的建
成客运站、公交首末站充电桩建设纳

入站场建设专项补助资金范围，加强
对道路运输企业使用新能源汽车情
况的跟踪和核查。
截至 9 月 11 日，全省客运班车中
有清洁能源车 101 辆、新能源车 54
辆，分别占总数的 3%和 1.6%；公交
车中有清洁能源车 2558 辆、新能源
车 820 辆 ，分 别 占 总 数 的 66.3% 和
21.2% ；出 租 汽 车 中 有 清 洁 能 源 车
10349 辆，
占总数的 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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