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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艳芳）今天，省政府国
资委党委组织的第一批 40 名领军后备人才
将赴自然环境相对艰苦的企业基层单位挂
职锻炼。8 月 24 日，省国资委党委召开大
会，为第一批领军后备人才加油鼓劲。

作为省属国有企业“百千万人才培育工
程”的样板工程——领军后备人才培养计划
顺利实施。第一期学员先后走进省委党校、
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的课堂，汲取知识。
领军后备人才艰苦地区挂职锻炼的目的是，
锤炼领军后备人才的艰苦奋斗精神和勤俭创
业意识，培养能处理各种复杂矛盾的高素质

年轻企业领导人员。
第一批 40名后备人才将赴海西蒙古族藏

族自治州茫崖青海创安公司、海西州大柴旦
鱼卡公司、甘肃省肃北县博伦矿业公司、西藏
昌都玉龙铜矿公司和海西州青海锂业公司，
自然环境相对艰苦的企业基层单位。在经营
管理、项目建设等领域担任重要职务，通过在
岗挂职锻炼，消化吸收集中培训的学习内容。

据悉，第一批后备人才挂职时间为 8 月
25 日至 10 月 10 日，挂职干部在挂职期间的
工作情况将作为干部年度考核和培养使用的
重要内容和依据。

我省40名领军人才赴基层挂职

恩泽华夏，富而思源。如今，咱们百姓
对党感恩满怀。“家家张贴领袖像，人人感
恩党关怀”的自觉行为风动黄南藏族自治
州的金色谷地、草原大野。

在农区，在城镇，在乡村，几乎在家家
都可以看到张贴整齐的领袖像，有的镶着
金色的镜框，有的上面敬献着黄色的哈达，
甚至有的还用彩灯装饰起来……

自 6 月中旬起，黄南州积极顺应群众
期盼，统一制作并及时向农牧区家庭发放
了 7.73 万套、17.7 万套新版领袖画像。广
大农牧民群众纷纷以家中张贴领袖画像的
实际行动，坚定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衷心
表达对伟大领袖的无比爱戴，满心期盼党
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党的十八大以来，黄南州始终坚持把
占领和巩固意识形态领域阵地作为重要政
治任务，不断拓宽思路、创新宣传方式，强
化宣传阵地管理，多形式、多渠道、全覆
盖、常态化宣传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
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让党的声音充分占据藏区意识形态主阵
地，有力推动了党中央和省委的各项决策
部署在黄南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这五年，认真落实省委关于持续深化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
的部署要求，黄南州坚持紧跟中央重要会

议，分专题、多层面、常态化开展宣传教育
工作。每年抽调千余名干部深入村社、学
校、寺院，大规模分层次举办全州各级干部
群众思想教育宣讲活动，用家常话、贴心
话，面对面宣传党的惠民政策，推动教育引
导更加深入人心。在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
历次全会精神宣讲中，州县党委政府力量
下沉、深入一线，376 名党员领导干部直达
基层、面向百姓，通过组织座谈、入户宣讲
等形式，推动党的政策走进千家万户。

省第十三次党代会召开后，省州县三
级宣讲团第一时间深入基层宣讲，引起强
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认为，党中央和省委
出台的一系列环境保护、脱贫攻坚等政策，
为黄南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明
了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发表
后，黄南州扎实开展理论下基层、千名书记
讲党课等活动，并采取社会宣讲、媒体宣
讲、文艺宣讲等形式，推动讲话精神落地见
效，进一步夯实了感恩党、听党话、跟党走
的思想根基。

实践证明，宣传普及党的创新理论成
果，加强社会热点问题引导，积极回应群众
关切，党员干部群众有了主心骨、吃了定心
丸，从而更加坚定地听党话、跟党走，就会
进一步增强党在民族地区的向心力感召力

凝聚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砥砺
奋进、攻坚克难，强基固本、锐意进取，统
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和国家事业取得
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经济社会发展日新
月异，人民生活更加安定富足。

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一样，黄南州各
族各界干部群众也切身感受到党的关怀和
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始终坚信没有党的坚
强领导，就没有黄南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
没有党对民族地区的特殊优惠政策，就没
有各族人民幸福美满的生活。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青海时的谆谆教诲，使老百姓感受
到了至深至切的爱民之情，“四个扎扎实
实”重大要求，使老百姓享受到了看得见、
摸得着的实惠。

实践证明，党和国家实施的是惠民工
程，凝聚的是百姓之心，爱党爱国爱领袖是
人民群众朴素而崇高的思想感情，也是党
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生动体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围绕支持藏区加快发展，制定
出一系列特殊优惠政策，着力推动各项民
计民生工程落地。黄南州积极贯彻中央和
省委要求，坚持小财政办大民生，将 80％

以上的财政支出用于民生领域，解决了一
大批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为使党的
富民好政策进一步深入人心，黄南州创新
方法，强势宣传，充分挖掘生态保护建设、
脱贫攻坚、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的宣传
资源和案例，精心统筹理论宣传、新闻宣
传、社会宣传、文艺宣传、网络宣传和对内
对外宣传，组建州县宣讲团深入街道社区、
农家炕头、草原帐房，大张旗鼓宣传党的领
导带来的巨大变化，把党中央和省州委关
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的
执政理念和具体措施第一时间宣传到位，
使老百姓知道惠从何来、恩向谁报。

实践证明，只要各级党组织按照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要求，时刻把
群众的事放在心上、抓在手里，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就一定会凝聚各族人民群众爱党、
爱国、爱领袖的浓浓情怀，更加坚定全心全
意感恩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

源于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思想认同、感
情认同，源于对领导核心的真心爱戴、衷心
拥护，源于对党的富民政策的由衷感恩、深
入人心，今天，黄南家家户户张贴领袖像，
感恩共产党，一句句“共产党沙个（好）”、
声声“瓜正切”，表达了全州农牧区群众对
党和政府最朴实的感恩和对伟大领袖满心
的爱戴。

家家张贴领袖像 人人感恩共产党
本报记者 姚 斌 张卫平

本报讯（记者 赵俊杰）可可西里，
人类最后的净土。在平均海拔 4600米
以上的广袤土地上，有一群人长期坚
守，用汗水和鲜血换来这片土地的安
宁。他们的努力，就像路标引导着后
来的人守望共同的生态家园。

昨日，本报转发新华社《守望，为了
这片净土——可可西里生态保护纪实》
一文，在省内引起了强烈反响。一时
间，再次掀起关于生态的讨论。大家
纷纷表示：习总书记说，要像保护眼睛
一样保护生态，这句话说到我们心坎
上了，这不是某个人的责任，而是每个
人的责任，我们一定要以“四个转变”
推动“四个扎扎实实”深入落实，把最
美的可可西里留给人类，确保一江清
水向东流。

在可可西里索南达杰保护站、在三
江源国家公园森林公安局，这篇文章
一石激起千层浪，大家对青海生态、对
自己的责任又有了更深的认识。

蒙古族小伙巴义尔感触颇深。巴
义尔说，经过无数人的不懈努力，可可
西里一带藏羚羊的种群数量恢复明
显。自 2013 年夏，保护站送走最后一
只受伤的藏羚羊，此后，再也没有救护
过一只藏羚羊。

“十年前，我刚来可可西里工作的
时候，游客都是问我‘藏羚羊在哪里，
藏羚羊长什么样’，我们只能拿照片给
他们看。现在不同了，游客会说‘我见
到十只了’，‘这是公羊还是母羊’。”索
南达杰保护站副站长龙周才加说，这
让他和同事觉得自己的工作特别有成
就感。

才仁闹不是三江源国家公园森林
公安局可可西里腹地的一名民警，日
常的任务是和同事一起守护分区这片
土地的安宁。才仁闹不以行动守护家
乡草原的安宁，让这里的野生动物自
由地成长。让才仁闹不欣慰的是，可
可西里的生态逐步得到改善，植被修
复了，野生动物多了，盗猎野生动物的
行为从草原上绝迹。

才仁闹不说，他是玉树人，是听着
索南达杰的故事长大的。在他们心目
中，索南达杰是环保卫士，是草原的英
雄，是他们学习的榜样。才仁闹不说，
他希望可可西里的明天更加美好，使

这片土地真正成为藏羚羊、野牦牛等
青藏高原野生珍稀动物生活的乐园。

“可可西里遥远而神秘，因为这里
是生命最后的净土，这里是青藏高原
野生动物最后的庇护所。”三江源国家
公园森林公安局民警李永鹏说，可可
西里列入世界自然遗产，这是我省多
年生态保护的回报，相信在社会各界
的保护和关注下，可可西里一定会成
为世界自然遗产中那颗最亮的星星。

就像文章中所提到的，保护生态、
守望家园，已成为可可西里守护者沉
甸甸的责任。正是因为内心的这份责
任，哪怕要面对冰天雪地、狂风怒吼、
流沙肆虐，每年在荒野奔走上万公里，
巡山队员依然始终坚守在与盗猎者斗
争的一线；也正是因为对可可西里爱
得深沉，一批又一批志愿者来到高原，
他们踏水而行、碾过岁月的风霜，默默
付出、守护净土。

“可可西里连续 8年没有发生藏羚
羊盗猎案件。随着生态环境改善和保
护力度加大，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
量逐步恢复，目前已达到 6万多只。特
别是在这个季节，能看到藏羚羊大规
模前往卓乃湖产崽的壮观景象。”三江
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可可西里管理
处党委书记布琼欣喜地说，可可西里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纳入三江源国家
公园管理范围，意味着对藏羚羊的保
护力度进一步加大，相信可可西里一
定会成为藏羚羊的乐土。

“随着科学技术的提高，当地将在
生态教育、生态科研等领域发挥更多
作用。”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李
晓南说，可可西里是三江源国家公园
的重要组成部分，遗产地保护也将是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重要内容，我们
将进一步强化体制机制改革和生态环
境保护，探索国家公园和世界遗产地
融合管护的新举措、新途径，全面提升
可可西里的保护工作。

不负青山绿水，无愧子孙后代，扎
扎实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确保一江
清水向东流，这是青海作出的庄严承
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四个扎扎实实”重大要求精神，青海
要将可可西里打造成美丽中国的绿色
名片。

《守望，为了这片净土——可可西里生态保护纪实》引起强烈反响

把最美的可可西里留给人类

本报讯（记者 莫青）记者从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获悉，我省将生态文明教育纳入
农牧民技能培训体系，对未按要求开展培训
的将在绩效考核中予以扣分并责令整改。

各地在组织开展农牧民及其他各类人员
技能培训过程中，同步开展生态环境省情和
绿色价值观教育，以《环境保护法》为重点，
把生态文明教育纳入技能培训必修课，融入
到具体教学过程中。

各地安排中标培训承接机构及时完善培
训教学内容，并按规定结合民族地区实际，

保证在年内开班的各类技能培训班中把生
态文明教育作为必修课程开展教学。

此外，各地将培训机构是否开展生态文
明教育融入到培训教学中作为年度考核的
重要指标，对未按要求开展培训的在绩效考
核中予以扣分并责令整改。

省人社厅将结合年度绩效考核对各地将
生态文明教育纳入农牧民技能培训课程安
排的工作情况进行检查，落实不力的地区，
将在年度绩效考评通报中提出批评并扣减
分值。

我省将生态文明教育纳入农牧民技能培训体系

8 月 20 日，由青海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青海东林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等单位联合举办的“青海传统村落保护及中国传统村落（青海）图片展”在青海美术
馆三楼展出。此次展览分为 7 个板块，展出上千幅传统村落立档调查中精选的图片。

本报记者 海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