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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俊杰）5月 8日，记
者从青海省参展第十六届哈萨克斯坦—
中国商品博览会工作通报会上了解到，
第十六届哈萨克斯坦—中国商品博览会
将于 5月 20日至 5月 23日在哈萨克斯坦
阿拉木图市阿达肯特展览中心举办。届
时，省工商局组织本地企业以主宾省身
份参展，同期举办主题推介会、展览展
示、洽谈对接、商务考察等多项活动。这
是我省首次组团参加境外展会。

此次参展活动，我省将以“大美青
海 生态品牌”为主题展示青海省名优商
品，设立“青海馆”，展览面积 1850 平方
米。展会吸引来自我省六州两市多个县
区和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67

家企业参展。展馆设置健康保健产品、
高原特色食品、工业及民族传统工艺品
主宾省“青海省”三大展区，所有商品有 8
个大类，600多个品种，主要涉及牛羊肉、
乳制品、毛纺织品、民族工艺品、藏医药
保健品、盐化产品、铝制品、化工原料及
电器等。其中，牛羊肉、牦牛肉干、酸奶、
青稞酒、矿泉水、沙棘饮料以及冬虫夏
草、枸杞、蕨麻等高原特色食品和土特产
品的参展企业占绝大多数，充分体现青
海产品的资源优势和高原品质，将成为
本届哈中博览会的一大亮点。

作为主宾省，我省将通过“大美青
海 生态品牌”主题展，向“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哈萨克斯坦民众，展示大美青

海的自然美景、人文风情、特色产品和
发展成果。展会同期还将举办青海省
名优商品推介会，重点介绍青海省生态
产品、优势产业及旅游资源，定向邀请
中亚五国采购商、商协会、媒体等，通过
面对面的专题推介，为我省企业发展国
际贸易搭建专业化沟通交流平台。

省工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青
海出境参展的全程服务商为西安曲江国
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经过近一年的
筹备，目前参展物品已完成跨境运输，人
员出境手续办理完毕，参展行程、展位搭
建、商业洽谈、推介会等各项工作均落实
到位，曲江会展集团将派工作组赴哈萨
克斯坦完成所有现场服务工作。

我省67家企业名优产品将亮相哈萨克斯坦
青海以主宾省参展 会场设立“青海馆”

据新华社西宁5月8日电（记者 王大千）为
进一步落实中央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的相关要
求，青海省委组织部调整 2018年地方党政领导
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办法，新增 8 个农产
品主产县区取消 GDP 等 4 项考核指标，目前青
海共有 28个县区取消GDP等考核指标，实行以
生态环保和脱贫攻坚为导向的考核机制。

“在已取消 GDP 和工业增加值考核指标的
基础上，今年对限制开发区 20 个县的财政收
入、固定资产投资取消考核。”青海省委组织部
副部长王耀春介绍，新增的 8 个县区位于西宁
市和海东市的农产品主产区，取消财政收入、工
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GDP等四项指标。全
省考核“指挥棒”着重指向脱贫攻坚，并把生态
保护建设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内容一并考核。

据介绍，青海把生态保护、脱贫攻坚、绿色
发展等“考题”细化分解，考核结果与领导班子
和干部年度评价、项目分配等直接挂钩，以激励
领导干部放下顾虑，减少束缚，集中精力，踏实
干事。今后，青海每年还将根据国家考核要求
和脱贫攻坚新形势、新任务，对考核指标进行动
态调整。

本报讯（记者 莫青） 今年以来，省人社厅
联合省工商局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清理整顿人力
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进一步规范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的职业介绍和用人单位的用工行为，
维护公平、规范、竞争有序的就业环境，切实保
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全省人社部门、工商部门、公安部门分别派
出检查人员 358人次、199人次、46人次，对依法
成立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未经许可和登记但
实际从事职业中介和劳务派遣的组织和个人、
各类招工用人单位进行专项执法检查，共检查
889 家，其中：未经许可和登记擅自从事职业中
介活动的组织或个人 6 个（名）；职业中介机构
95家；用人单位 788家。

本次专项活动把依法履行人力资源市场监
管、严格审查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行政许可申请、
依法取缔非法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和劳务派遣单
位、依法严惩各类以职业介绍为名从事传销、强
迫劳动等严重违法行为作为重要任务。

其中，未经许可和登记擅自从事职业中介
活动的组织或个人 5 个（名），违法介绍童工 1
起，扣押被录用人员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或
者以担保或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 15起。

我省将继续在全省范围内营造良好的人力
资源市场秩序，积极畅通维权通道，有效避免劳
动者投诉无门现象的发生，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
法权益。

95家职业中介机构
被清理整顿

我省新增8县区
取消GDP等考核指标

本报讯 （记者 赵静） 5 月 8 日，
在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之后，省政府随即召开我
省会议部署高考安全工作。省委常
委、副省长王予波出席会议并讲话，
强调要扛起安全责任，营造诚信环
境，确保 2018年高考工作平稳有序实
施。王绚出席会议并安排有关工作。

王予波指出，高考是最具公信力
的国家教育考试，涉及千家万户和数

万青年学子的切身利益，事关实现教
育公平和社会和谐稳定。要牢固树立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省委
省政府和教育部工作要求，把加强党
的领导贯穿始终，贯彻全面从严治党
要求，对涉及高考安全和公平诚信的
问题，做到态度上零容忍、思想上零
懈怠、工作上零差错，决不允许因为
工作草率和麻痹大意发生高考安全事
故，决不允许个别问题处理不及时造

成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
王予波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发挥

“ 一 把 手 ” 关 键 作 用 ， 层 层 压 实 责
任，组织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
化涉考网络环境、净化考点周边环
境、打击替考作弊等专项行动，扎实
做好政策宣传咨询工作，确保高考工
作公平、公正、公开。对守不住工作
底线要求的，必须依法依纪追究责
任。

王予波在全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扛起安全责任 营造诚信环境

确保高考工作平稳有序实施

今 年 是 西 宁 市 海
湖新区建设的第 10 个
年头。通过 10 年的建
设，这里已经成为西宁
市新地标。目前入住
新区的人口已经超过
12 万，吸引国内知名城
市综合体入驻，形成了
全业态商圈。

本报记者 保嵘 摄

本报讯 5月 8日，省委书记、省长王建
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
习中共中央办公厅有关文件精神，通报
鲁炜 《我的忏悔》，以鲁炜严重违纪案件
为反面典型，汲取深刻教训，切实引以
为戒，研究部署在全省开展党内警示教
育工作。

会上，针对鲁炜严重违纪案件，与会
同志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亮态度、谈体
会、作发言，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对
鲁炜严重违纪案件处理决定。

会议指出，党的十九大以后，党中央
严肃查处鲁炜严重违纪案件，清除了危害
党和国家政治安全的隐患，是完全正确及
时的，充分表明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
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全省各级党组织
和广大党员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贯彻落实全面从严

治党战略部署，坚决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
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
高度一致，坚决落实好中央要求，在全省
扎实开展好党内警示教育。

会议指出，讲政治是具体的。旗帜
鲜明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
求，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
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也是领导干
部最大的责任、最大的价值、最大的安
全。全省各级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
领导干部要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不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政治
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政治立场、政治方
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始
终绷紧讲政治这根弦，提高政治觉悟、提
升政治能力、保障政治安全，把讲政治体
现在学习、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做政治

上的明白人。
会议强调，忠诚要体现在行动上。对

党忠诚、对习近平总书记忠诚是党员领导
干部最基本的政治品格，来不得半点虚
假，决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表态上。要时
刻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党员，尊崇党章
党规、尊崇宪法法律，按照党的规矩和原
则办事，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做
到表里如一、言行一致，把对党的忠诚体
现在行动上、工作中。

会议指出，要时刻牢记党的宗旨。坚
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时刻把人民放在
最高位置，是我们党的力量所在。要筑牢
共产党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常怀
公心,力戒私心，严防特权思想，站在党、
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处理问题、开展工
作。要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与
各种私心杂念做坚决斗争，决不做私欲的
奴隶，永葆共产党人的本色。

会议指出，要守护好政治生态。自然
生态是生命之母，政治生态是从政基础。
打造政治生态上的绿水青山，最重要的是
要端正风气。要坚持党性原则，从实际出
发，实事求是，按规律办事，以功成不必在
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坚决同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等一切不良作风做斗争，以
身作则，建班子、带队伍、管干部。要自觉
抵制拉山头、搞圈子，反对任人唯亲、拉帮
结派，做打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的领头
雁、建设者和守护人。

会议强调，要始终怀揣敬畏之心。心
存敬畏，行有所止；慎独慎微，固本之方。
敬畏党、敬畏人民、敬畏责任、敬畏法纪，
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
真正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
心中有戒，把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交给
我们的事情办好，扎扎实实推进新青海建
设。

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强调

以鲁炜案件为反面教材
深入开展党内警示教育

王建军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