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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深·青海

骆惠宁接见玉树灾后重建先进事迹报告团成员时强调

讲解感人故事 弘扬伟大精神
本报讯 （记者 薛军 姚

兰）1 月 8 日， 省委书记骆惠
宁接见了玉树地震灾后恢复
重建先进事迹报告团成员。

骆惠宁指出， 玉树灾后
恢复重建， 堪称迄今为止人
类历史上海拔最高、 难度最
大、 条件最苦的一次大规模

重建。 在实际不到两年的有
效施工期内， 我们全面完成
了玉树灾后恢复重建的主要
任务。 这是党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坚强领导的结果 ！
也是各方面共同团结奋斗的
结果！

骆惠宁指出， 在数百个

艰苦的日子里， 广大玉树重
建人 ，胸怀大爱 ，任劳任怨 ，
战天斗地，顽强拼搏，涌现出
了一大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
人。 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
忠诚于党、热爱祖国、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优秀思想品
质 ，扎根基层 、无私奉献 、团

结互助的模范行为，舍小家、
顾大家、 恪尽职守的崇高境
界。 他们用感人的事迹，生动
地诠释了伟大的民族精神 、
时代精神和玉树抗震救灾精
神的内涵， 彰显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不愧为
党和人民的骄傲， 不愧为时

代的楷模，不愧为全社会学习
的榜样。

骆惠宁希望报告团成员
再接再厉，继续把灾后重建的
故事讲解好，把玉树重建的精
神弘扬好，鼓舞全省人民为实
现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报告团成员一致表示，要

认真学习先进， 以努力的工
作，把玉树重建中的先进事迹
挖掘好、讲解好，在全社会弘
扬玉树抗震救灾精神，为奋力
打造“三区”、建设全面小康添
砖加瓦。

吉狄马加、王小青参加接
见。

玉树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先进事迹报告会举行

重温事迹 感人至深 催人泪下
本报讯 （记者 姚兰 ）

1月 8 日上午，青海会议中
心大会堂召开了玉树地震
灾后恢复重建先进事迹报
告会。 来自我省的五百多
名基层、 机关干部及驻军
部队官兵， 重温了在玉树
重建中涌现出的一大批先
进集体和英雄模范人物的
事 迹 。 报 告 会 由 省 委 常
委、 宣传部长吉狄马加主
持。

报告会上 ， 武警玉树
支队副参谋长贺永瑞讲述
了支队的广大官兵 ， 在三
年灾后恢复重建的特殊环
境、特殊时段，和当地藏族
群众结下的特殊感情 ，讲
述了武警官兵将永恒的信

念根植雪域高原的感人故
事。 一个个感人的瞬间，一
幕幕刻骨铭心的事迹 ，在
贺永瑞的真情讲述中得到
还原。

“他原本是组织选派
到玉树藏族自治州国土资
源局的挂职干部 ， 由于工
作能力出色， 被留任提职
为玉树县政府副县长 。 在
三年重建中， 他以踏实严
谨的工作作风和默默无闻
的精神， 在玉树高原履行
着一名共产党员的神圣职
责……” 玉树市政府办公
室干部才仁永忠所作 《绿
叶对根的情意》的报告，讲
述了玉树市副市长吕增录
的先进事迹。 听众无不为

好干部吕增录的事迹所感
动。

玉树市公安局民警朱
得国、 玉树市国土资源局
干部扎西巴毛 、 中国中铁
玉树灾后重建现场指挥部
办公室工作人员周晓红 、
中国中建援建玉树指挥部
政工部工作人员赵艳霞等
人， 分别介绍了玉树县民
主路民警吕耀忠 、 玉树县
国 土 资 源 局 干 部 尼 玛 拉
毛、 中国中铁玉树灾后重
建现场指挥部副总指挥聂
成玉、 武警玉树支队等个
人和集体在玉树恢复重建
中的先进模范事迹 ， 讲述
了他们在恢复重建的 1000
多个日日夜夜 ， 不顾个人

安危，舍小家顾大家，勤奋
工作，默默奉献，谱写了具
有 “大爱同心 、坚韧不拔 、
挑战极限、感恩奋进”抗震
救灾精神的动人故事 。 报
告团成员的深情讲述感人
至深，催人泪下，感染着在
场每一位听众 ， 会场不时
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前来聆听报告的青海
省 军 区 某 团 战 士 郑 火 车
说， 自己参与过玉树灾后
恢复重建， 更能体会在玉
树开展各项工作的艰辛 ，
“他们身上这种不畏艰险
的拼搏精神和先锋模范作
用，将激励我继续前行，也
更加坚定了我奉献青海 、
奉献祖国的信念。 ”

我省下达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金
本报讯 （记者 莫青）1 月 8

日， 记者从省民政厅了解到，为
切实安排好灾区群众冬春期间
的基本生活，我省安排下达中央
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资金
1.37 亿元。

省民政厅、省财政厅将及时
下达资金。 按照规定，中央补助
资金和地方自然灾害生活救助
资金将统筹使用，按比例落实分
担机制，对冬春期间受灾群众口
粮、衣被、取暖等困难给予补助。

《火灾高危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出台
本报讯（记者 龙腾飞 通讯

员 闫龙伟） 为预防和减少重特
大火灾危害，省政府根据国务院
相关法规并结合我省实际，制定
出台了《火灾高危单位消防安全
管理规定》（以下简称 《规定》），
对我省火灾高危单位的消防安
全管理、消防监督检查、火灾隐
患整改等作了明确要求。

据了解，火灾高危单位是指
一旦发生火灾可能造成重大人
身伤亡、财产损失以及社会影响
的高层地下建筑、 易燃易爆、人
员密集、重点要害以及超国家技
术规范等重要单位或场所。为规

范各火灾高危单位的消防管理
工作，省政府在《规定》中指出，
火灾高危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
者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消防安
全责任人，对本单位的消防安全
工作全面负责，应实施“人员备
案、维保备案、评估备案”三项备
案制度，开展“红、黄、绿”三色预
警监管，严格落实逐级消防安全
责任制和岗位消防安全责任制，
并通过加强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等措施，提高全员检查消除火灾
隐患、扑救初起火灾、组织疏散
逃生能力， 保障本单位消防安
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