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眼A02 2018-04-17 星期二·重点 96369 8457123责编:柴晓萍 主任:冶永刚 责校:小冰 热线:

本报讯（记者 花木嵯）4 月 16 日下
午，省政府党组中心组举办首次前沿知识
专题讲座。省委书记、省长王建军主持，
副省长严金海、匡湧、王正升出席。国家
农业农村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围
绕学习贯彻中央 1 号文件精神，作了《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 推进农牧业农牧区现代
化》的专题报告。

宋洪远长期从事农村经济形势分析、
农村经济政策变迁、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等
农业农村发展领域的研究。自 1997 年以
来，连续 15 年参与起草中央农村工作会
议文件和中央 1号文件，是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的专家和我国资深的“三农”问题
研究专家。

当日，宋洪远从“三个不平衡”和“三
个不充分”分析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时代
背景，以习近平总书记“三农”思想为指
导，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为总要求，以坚持“两
个兴农”、构建“三个体系”、提高“三个力”
为战略重点，解读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重点和难点，提出相关建议和意见。

王建军在主持讲话中指出，宋洪远
主任对中国的“三农”情况了如指掌，
对中央的“三农”政策了然于心。讲座

既有对政策的解读，又有对问题的思
考，还有相关信息的传递和对实际工作
的指导，既实用，又生动。他说，党的
十九大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走进新时代、融入新时代、奉献新
时代就要大兴学习之风、大兴调查研究
之风、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当今的时代
是一个变革的时代，跟上时代变革，必
须主动来一场学习的变革。

王建军强调，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
“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也是新时代“三农”
工作的总旗帜，年初全省农村牧区工作会
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已作出部署，要从四

个方面抓好落实。一要统一思想，用习近
平总书记“三农”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贯彻好“八个坚持”、“七个
必须”和“五个全面”。二要因地制宜，从
实际出发，农区、牧区和郊区要分类指导，
科学规划，注重质量，从容建设。三要典
型引路，这是“三农”工作的重要方法，要
培育典型，做到学有示范、做有榜样，结合
实际打造青海乡村振兴的样板。四要真
抓实干，农业农村工作办的都是实实在在
的事，全省上下都要扑下身子实实在在抓
事情，通过抓一件件具体事情来推动乡村
振兴。

省政府党组中心组举办前沿知识专题讲座
王建军主持

本报讯（记者 郑思哲）近日，西宁市海湖
新区西客站 2号二级保养维护中心开工，标志
着“公交都市”的又一公交场站正式开建。

海湖新区西客站 2号二级保养维护中心
（兼首末站功能），占地面积约 0.42 公顷，总
投资 3680万元，建设内容为公交二级保养基
地。项目建成后将完成海湖新区与柴达木
路之间的线网连接，满足多巴方向群众出行
换乘需求及西片区的公交车辆维护保养。
本站计划于今年 9月底投入使用。

自西宁市“公交都市”创建工作开展以
来，西宁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出了“服
务分区、功能分类、场站分级线路分等”的
规划理念和“新规划项目优先建设，改扩建
项目满足条件再建设，确保车辆入场率”的
建设思路。根据前期工作，已有 15处公交场
站列入“畅通西宁”三年攻坚行动计划。

西宁
又一公交场站开建

本报讯（记者 罗藏）4 月 16 日上午，
全省投资工作会议召开。省委书记、省长
王建军强调，投资一头连着当下，一头连
着未来，必须站在讲政治顾大局的高度，
以改革的思路、开放的姿态抓投资，把当
下的事做好，把未来的事谋好，聚精会神
把青海改革发展稳定的事办好。

王建军指出，要高度重视投资工作。
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源头，也是经济增长的
结果，投资不稳就满足不了当前的需求、
改善不了未来的供给。对现阶段的青海
经济社会发展而言，抓投资就是抓发展，
是优化经济结构、加快转型升级的重大举
措，这根弦必须绷得紧而又紧，须臾不可

放松。省委省政府把今年定为“项目生成
年”，就是通过项目生成来增加有效投资，
通过有效投资来补短板、强弱项，推动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王建军强调，要努力破解投资难题。
以当前我省投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矛
盾为努力方向，总结过往经验、破解投资
难题，尊重经济规律、保持发展定力，一个
月抓一件实事，一个季度抓一件新事，一
年抓一件大事，综合施策确保有压力、添
动力、增活力。有压力就要有效分解目标
任务，抓好推进落实，争取在实际工作中
取得更好结果；添动力就要形成有效激励
机制，抓两头、带中间、有激励；增活力就

要深化改革创新思路方法，调动各方面积
极性。

王建军强调，要狠抓投资任务落实。
要对标中央精神，中央支持什么，我们就
干什么，所有的工作都按中央的要求来
办，办就办好。要吃透国家政策，准确把
握战略方向、发展导向、资金投向，从政策
中找机遇、找项目、找资金，把国家的政策
机遇转化为能争取到的真金白银。要谋
实谋好项目，树立“项目为王”意识，围绕
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突出抓重
点、补短板、强弱项，谋划好、储备好、争取
好、实施好一批事关青海长远发展的大项
目、好项目。要提高投资效益，牢固树立

今天的投资是明天的财富的理念，推动投
资从规模投资向创新驱动型投资、绿色发
展型投资、消费拉动型投资、主体多元型
投资转变。要打造良好环境，对外要营造
优美的自然环境、高效的政务环境、严明
的法治环境、包容的人文环境，对内要放
下架子、转变作风，有话好好说、有事好好
办。要积极防范风险，决策不能盲目，规
则不能破坏，各级都不能透支政府的信
用，一切都按规律办、规矩办、公开透明的
原则办。

王予波主持会议，吴海昆通报了投资
工作情况，匡湧宣读了表彰通报，西宁、海
西及省交通运输厅作了交流发言。

王建军在全省投资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改革的思路开放的姿态抓投资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魏金玉）“买房一阵子，物
业一辈子”。如今，很多西宁人在购买住房
的时候很重视物业的好坏。4月16日，全省
物业行业先进单位和个人表彰大会在西
宁举行，表彰了全省管理规范、服务到位、
业主满意的物业公司和物业从业人员。

为规范全省物业服务行为，切实提
升物业管理服务质量，改善人居环境，省
住房城乡建设厅、省物业管理协会在全

省范围内评选出一批管理规范、服务到
位、社会公信力好的物业管理示范住宅
小区（大厦、园区）。授予新华联家园、恒
大名都等 12 个项目为 2017 年度青海省
物业管理示范住宅小区，授予西宁市城
东区人民法院办公楼、格尔木市政府办
公楼 2个项目为 2017年度青海省物业管
理示范大厦，授予青海师大新校区和李
家峡黄河水电站两个项目为 2017年度青

海省物业管理示范园区。
根据全省各物业公司往年的信誉等

级，评选出了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经
各地房地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行业
协会推荐，由省物业管理协会审核、省住
房城乡建设厅审定同意，表彰了 2017 年
度物业服务管理工作中取得优异成绩的
16家先进单位标兵、35家先进单位和 44
名先进个人。

管理规范 服务到位

一批先进物业单位和个人受表彰

4 月 16 日，俯瞰西宁市凤
凰山快速路重要节点——园
树立交桥，工程正在紧张施工
当中。截至目前，园树立交已
展开各匝道及主线桥施工，正
在进行砼箱梁、钢箱梁架设、
防 护 栏 浇 筑 及 部 分 桥 面 铺
装。自 3 月 10 日复工项目建
设以来，凤凰山快速路按照工
期计划正在向前推进，力争年
内建成通车。

本报记者 韩晨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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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销售总额：639092元 中奖总金额：39311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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