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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俊杰）6月 5日是世界
环境日。在世界环境日到来前，围绕今年

“塑战速决”世界环境日主题和生态环境
部确定的“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主题，
我省各地环保部门开展丰富多样的主题
性活动，号召公众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
设，为美丽中国，绿色青海建设贡献力量。

结合世界环境日主题活动，6月 2日上
午，西宁市生活垃圾分类启动仪式暨“推行
垃圾分类、推动绿色发展”主题活动拉开帷
幕，标志着西宁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正式
启动，也标志着开启了西宁市生活垃圾分
类减量、无害处置、资源利用的新征程。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西宁市将
以垃圾分类处理与循环利用为工作目标，
坚持统筹规划、试点先行、重点突破、稳步
推进相结合，坚持政府推动、企业实施、全
民参与相结合，攻坚克难，全力推进生活
垃圾处理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提升
城市发展的档次和品质。到 2020年年底，
基本建立垃圾分类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

体系，探索形成符合西宁实际、具有西宁
特色的生活垃圾分类模式。

西宁市城北区市民环保学校持续发
力，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为契机，首次
在辖区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题讲座，为
今年世界环境日助力。

城北区环保局结合我省生物多样性实
际，特别邀请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局长何玉邦为辖区热爱环保人士及各街
镇网格员，就青海湖生物多样性保护开展专
题讲座，近百人参加讲座。讲座通过有奖问
答、学讲互动等方式，利用大量翔实数据和
事例，深入浅出地讲述了什么是生物多样
性，生物多样性的形式，生物多样性法律法
规，为什么要保护生物多样性等相关知识。
同时，城北区环保局对各街镇网格员环境网
格化监管培训，鼓励大家使用城北环保微信
公众平台投诉举报身边的环境违法行为。

世界环境日来临之前，省环保部门面
向学校师生、企业代表、社区群众等全力
开展环保公众开放日活动，使众多干部群

众在特定场所接受环境教育。据统计，截
至目前，开放环保实验室 27批次，展示“青
海生态之窗”百余次，举办了环保专家专
题讲座 19 次，接受环保教育的学生、社会
团体、环保志愿者、行政工作人员以及社
区居民达 5000余人次。

省环保厅还联合省国土资源厅、省林
业厅、省气象局、省裸鲤救护中心等单位，
开展了“同时间、不同地点，农、林、牧、国
土和气象全方位公众开放”活动。工作人
员为公众讲解环保工作职能和污染治理
仪器设备工作原理，解答疑问。通过通俗
易懂、参与互动性强的宣传工作，让公众
了解环保，体验环保科技，了解环保工作，
拉近环保与群众的距离。

青海大学、青海师范大学、青海民族
大学等 5 所院校组建了 30 个环保科普小
分队，由科普小分队将《绿色生活小常识》
和《环保小常识》及环保袋等宣传品发放
到村干部、农民、中小学师生手中，将《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挂图张贴到村委

会，张贴到村中的公共活动场所，将环保
理念在农村中广泛传播。活动先后在全
省 24 个县 150 个村庄开展，活动涉及农户
2 万多户，发放环保宣传材料 5 万多册，覆
盖村民 10万人以上。

值得一提的是，青海民族大学青年志
愿者协会在湟中县共和镇宣传绿色环保
知识的同时，还开设了体育、英语、弟子
规、数独、折纸等特色教学项目，志愿者通
过课堂授课，向孩子们讲述生态环境保护
的意义。志愿者们向旅游景点的农村餐
饮经营者宣讲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提升经
营者的环境保护意识，加强在业务经营中
污水、垃圾的规范管理，促进旅游景点环
境卫生的好转。

连日来，我省环保部门开展“环保大
讲堂”“环保科普五进”、落实生态环境保
护职责巡讲等一系列环境宣传教育活动，
公众的环境意识明显提升，生态文明理念
成为全省干部群众共同的价值追求和青
海绿色发展的重要标志。

我省各地举办主题活动喜迎世界环境日

本报讯（记者 卢晓茜）今年是多巴新
城加快建设和发展的重要一年。5 月 30
日，记者从多巴新城管委会了解到，按照
市政府提出的“从长计议、从容规划、从容
建设”的原则和“三年打基础、五年见形
象、十年基本建成”的总体目标，今年多巴
新城管委会共拟组织实施各类项目 68项，
项目计划总投资 272.63 亿元，一季度已完
成投资 1.83亿元。

据悉，项目重点实施片区里的西纳川
组团片区主要支撑项目有 12项，重点以建
成燕尔沟、小寨二期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
目和西纳川河生态综合整治工程为根本
任务，尽快完善其周边科技北路、城东路
北段一期、学苑路、政北路东段、指挥南路
西段等配套道路和燕尔沟消防站、幼儿
园、医联体、多巴体育训练基地多功能训
练馆等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并力争青藏红
景天保健品精深加工基地建成投产，为该
片区就近提供部分就业岗位。

记者在燕尔沟棚户改造施工现场看
到，燕尔沟一期 40栋楼的棚户改造已基本
完工，二期棚户改造的 50栋楼主体也已经
基本完工，据湟中县多巴新城建设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工程部刘喆介绍，燕尔沟棚户
改造属于多巴新城西纳川组团片区项目
建设里的重点工作，随着周边学校、医疗
综合体的建成和投入使用，燕尔沟棚户改
造区的公共服务设施将建设完善。

西纳川河道治理工程作为多巴新城
区内第一个组织实施的生态河道综合整
理工程，本着全面营造该片区景观的原
则，2018年计划完成防洪堤、人工湖、体育
项目和绿植等建设工程，本着夯实基础、
完善设施的原则，多巴新城管委会将切实
加快该片区配套科技北路等 5条市政道路
和燕尔沟消防站等 3个公服设施项目建设
进程。

项目重点实施片区里的双寨物流片
区主要支撑项目有 10项，重点以新华联国
际旅游城和丝绸之路国际物流城项目为
主。其中，新华联国际旅游城建设项目中
的昆仑大道下穿配套市政主干道和地下
综合管廊正在抓紧施工，沿湟水河北岸的
低密度生态住宅区一期工程已全面开工。

据悉，项目区北岸的河道治理已完
成，南岸完成 60%。酒店区域包括海洋
馆、童梦乐园、五星级酒店已开工建设。
2018 年建设完成童梦乐园、海洋馆、五星
级酒店等特色旅游建设项目，力争年底开
园并运营，同时完成国际双语学校、生态
三甲医院等项目前期工作，力争年底前开
工建设。

青海丝绸之路国际物流城项目在建
成 0号至 4号库和占地约 10万平方米的甩
挂中心停车场的基础上，2018年计划新开
工建设园区司机之家、信息中心、外租办
公用房、设备配套用房等工程和附属设
施。

多巴新城一季度
完成投资1.83亿元
特色旅游建设项目力争年底运营

本报讯（记者 卢晓茜）记者近日从西
宁市城市管理局获悉，为提高城市精细
化管理水平，深入推进城市管理体制改
革，持续巩固和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成果，西宁市出台了《西宁市全面推行街
长制实施方案》，建立以路为轴、纵横成
网、责任到人、监管有力、常态长效的城
市网格化管理体系。

根据《实施方案》，建立了市、区（县、园
区）、街道（镇、社区）三级街长体系，实行全
面推行街长制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的总街

长负责制，构建党政主导，部门联动、责任明
确，协调有序的街巷管理组织领导体系。目
前，全市416条街，490名街长已确定。

西宁市各区将坚持全面统筹、综合
治理，以街道为单元，统筹市容秩序、广
告亮化、市政设施、空间立面、环境卫生、
园林绿化、停车秩序、小区楼院、违章搭
建、管理执法等方面，推动城市管理品质
提升，按照“巡查-反馈（交办）-处置-督
查-销号”五步工作流程，开展日常巡查
监督、整改落实。

片区街长将负责牵头全面摸排梳理
责任道路及其两侧小区楼院当前存在的
突出问题，摸清底数，建立基础数据“一
本账”，设立问题清单，逐一实施销号管
理，逐个解决广大市民反映突出、社会影
响大的重点问题，推动城市环境品质明
显改善。街长制的建立将精细管理标准
和责任落实到“最后一米”“最后一人”，
为加快打造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奋力建
设新时代幸福西宁夯实基础、压实责任
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西宁市将全面推行街长制
目前全市416条街，490名街长已确定

本报讯（记者 卢晓茜）据悉，《西宁
市全面推行街长制实施方案》中，街长的
10项日常巡查监督内容如下：

●市容秩序方面，有无占路经营、店
外经营、露天烧烤和流动摊贩；有无乱贴
乱画小广告；有无乱挂横幅标语、线缆绳
索；有无沿街晾晒；有无流浪乞讨等。

●广告亮化方面，有无破损、残缺、
断亮、损坏的亮化设施和广告牌匾；有无
占用公共设施、树木、绿地等设置的户外
广告；有无各种占路的商业广告灯箱和
标牌等。

●市政设施方面，有无路面坑洼、鼓
包、裂缝；有无人行道缺失、破损、松动；
有无道牙石凹凸、歪斜、裂角不齐；有无
井盖缺失、破损、沉陷、凸起及冒溢；有无
乱排乱放污水；各类公共设施有无破损、
歪斜、锈蚀；施工现场是否封闭，工地围

挡是否符合要求等。
●空间立面方面，有无乱架空线，道

路两侧建（构）筑物附着的各种线缆是否
梳理整齐、设置合理；有无侵占道路（盲
道）；道路两侧建（构）筑物立面有无破
损、污旧、杂乱等影响干净整齐美观问题
等；有无废弃的公共设施。

●环境卫生方面，保洁是否及时，有
无卫生死角、积存垃圾、烟头、污水；有无
焚烧垃圾行为；果皮箱是否干净整洁完
好；有无暴露垃圾及脏污垃圾桶；公厕管
理是否到位；垃圾清运是否有洒漏异味
等。

●园林绿化方面，绿地有无秃斑、裸
露；有无行道树和绿化带缺株断档、枯枝
残桩；有无损坏花草树木、花坛、绿篱；有
无侵占绿地；有无栓绳挂物、乱拉乱挂；
有无绿地内积存垃圾、杂草丛生、倾倒垃

圾、排放污水等。
●停车秩序方面，有无乱停乱放；有

无地桩地锁和乱放杂物占用车位；停车
场是否做到规范停车等。

●小区楼院方面，责任路段范围内
两侧小区楼院环境卫生是否干净，有无
乱堆乱放、乱搭乱建、乱贴乱画、乱扔乱
倒问题；各类设施是否完好等。

●违章搭建方面，有无私搭乱建、破
墙开洞，违规修建天台阳台；私自圈地占
地、种植养殖；有无擅自封闭通道廊道、
挖建地下室等。

●管理执法方面，管理和养护作业
标准要求是否落实到位；执法队员是否
按照网格化要求在岗巡查；保洁人员是
否 按 规 程 规 范 作 业 ；文 明 劝 导 是 否 到
位 ，前 期 发 现 问 题 是 否 得 到 及 时 处 置
等。

街长10项日常巡查监督内容

6 月 1 日，岳可心小朋
友和妈妈一起朗诵《妈妈
你知道吗》打动了现场观
众。当天，由西宁市城西
区妇女联合会主办的朗诵
会在西宁举行，活动以扬
家风、传美德、正品行、共
成长为主，让孩子和家长
以书为友，放下手机，通过
读书来增进亲子关系。

本报记者 保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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