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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钟倩）1月 13日，全省
工业和信息化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
会议在西宁召开，会议围绕贯彻落实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全国工业和信息化工
作会议、国务院国资委地方国资委负责
人会议和省委十三届七次全会精神，总
结 2019 年工作，研究部署 2020 年重点工
作。省委副书记、省长刘宁会前提出工
作要求，副省长、省国资委主任王黎明出
席会议并讲话。

刘宁指出，2019 年，全省工信和国资
系统顶压前行、积极作为，统筹做好稳增
长、促改革、调结构、转动能、优环境、防
风险、保稳定等各项工作，保持了工业经
济持续健康平稳运行，有力推动了全省
经济高质量发展。

刘宁强调，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希望全
省工信和国资系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落
实“六稳”要求，持续深化改革创新，积极
拓展发展新空间，防范化解风险隐患，保
持工业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为推进“一
优两高”、建设新青海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

王黎明充分肯定了去年全省工业和
国资系统各项工作成绩，对今年重点工
作进行安排部署。他指出，全省工信和
国资系统要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各项决
策部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狠抓落
实，埋头苦干，努力推动工信和国资国
企改革高质量发展。要全力稳定工业增
长，多措并举帮助企业降成本、减负
担、提效益、稳生产。要扩大工业有效
投资，激发民营经济投资活力。要持续
推动转型升级，深化工业领域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推动产业深度融合。要深化
国资国企改革，推动省属国有企业经济
运行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
升。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坚决守住不
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要深
入推进开放创新，推动民营企业改革创
新，深入融入“一带一路”，打造对外
开放新高地。要巩固提升党建引领，奋
力推进监管企业党建工作向更高层次迈
进。要科学编制“十四五”规划，全面
做好“十四五”规划的研究和编制工
作。

会议还通报了 2019年度全省工业经
济运行等优秀地区和单位，并与各地区
签订了 2020年工业经济稳增长目标责任
书。

刘宁会前提出工作要求

全省工业和信息化
暨国资监管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 薛军 花木嵯 于瑞荣
王宥力）1月14日上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王建军，省委副书记、省长刘宁，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张光荣等
省领导来到各代表团，看望出席省十三届
人大四次会议的代表。

每到一个代表团，王建军、刘宁、张光荣
与代表们一一握手，表达问候，感谢大家
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贡献。指出，

过去的一年，全省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迎大庆、促发展、保稳定、
筑和谐，取得了来之不易的成绩，这是全
省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团结奋斗的结果。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决胜之年，也是“十三五”规划的收
官之年，做好今年工作至关重要。希望大
家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改革加油、为发
展加劲、为稳定加力。

王建军、刘宁、张光荣说，一年一度的
省人代会是全省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
大事，会上审议的各项工作报告，是全省
工作的梳理，也是大家智慧的结晶。希望
各位代表讲政治、重大局，强化代表意
识，发挥聪明才智，把报告审议好、讨论

好、修改好，使报告成为凝聚全省接续奋
斗的纲领性文件，引领新青海建设行稳致
远。

代表们一致表示，将进一步增强责任
感和使命感，牢记人民嘱托，积极建言献
策，遵守大会纪律，服从大会安排，为圆
满完成大会各项任务贡献力量。

于丛乐、马伟、高华、吴海昆一同看
望。

本报讯（记者 薛军 花木嵯）1 月 14
日，西宁市“1·13”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
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传达了国务委员
王勇及应急管理部、交通运输部等国家
部委相关领导同志的批示要求，并就下
一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会议传达了王勇同志的批示：全力
做好救援处置和伤员救治等工作，尽力
减少人员伤亡，要查明情况，严肃追
责。同时要进一步采取措施，督促各地
吸取事故教训，切实加强安全隐患排查
和监管，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建军
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刘宁主持，省
委常委、西宁市委书记王晓，省委常
委、常务副省长李杰翔、副省长匡湧汇报
抢险救援进展情况。省委常委公保扎西、
张西明、于丛乐、訚柏，副省长王正升
出席。会议成立了应急指挥部，下设综
合协调、抢险救援、医疗救护、治安保
卫、技术保障等 8个工作组。

会议指出，西宁市红十字公交站地
面坍塌突发事件发生后，省委省政府、
西宁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
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及时作出安排部
署，起到了稳定军心、稳定民心的作
用。消防、应急、公安等有关部门同志

克服冬季严寒等困难，积极抢险救援，
救援工作科学、有力、有序、有效。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落实
国务委员王勇及应急管理部、交通运输
部等国家部委相关领导同志的批示要
求，依法、科学、高效、妥善做好后续
处置工作。要把人员搜救和伤员救治工
作放在第一位，把损害降到最低程度。
对逝者表示沉痛哀悼，对伤者表示亲切
慰问，全力以赴做好慰问安抚、善后处
理等各项工作。要保持定力、尊重规
律，以科学的精神做好现场调度处置，
加强监测监管，避免次生灾害的发生，
在各类隐患彻底排除的前提下，尽快恢
复周边生产生活秩序，恢复群众正常的
工作生活。要紧密配合国家部委开展工
作，借助专家的力量，依法依规、科学
研判，分析调查原因，作出客观公正、
有说服力的结论。要进一步完善信息发
布等机制，确保信息的及时性、有效性
和精准性，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传递各
族群众爱心参与救助的正能量。要以新
发展理念和正确的政绩观来总结经验、
汲取教训、举一反三，要在全省范围开
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治理工作，坚决
防止其他类似事故发生。

全力做好救援处置
和伤员救治工作

王建军刘宁作出安排部署

王建军刘宁等看望出席省人代会的代表

青海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决定：本次会议期间，
代表提出议案的截止日期为 2020年 1月 17日 18时。

青海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主席团
关于代表提出议案截止日期的决定

（2020年1月14日青海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决定）

贾应忠 张黄元 王志明 肖玉海 多杰群增 王 强

青海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副秘书长名单

（2020年1月14日青海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决定）

王建军 张光荣 马 伟 高 华 尼玛卓玛 鸟成云 吴海昆 刘同德 贾应忠

青海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

（2020年1月14日青海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选）

一、听取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二、审查和批准青海省 2019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0 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批准青海省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

三、审查和批准青海省 2019年预算执
行情况和 2020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批准青海省 2020年省本级预算
四、听取和审议青海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五、听取和审议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

工作报告；
六、听取和审议青海省人民检察院工

作报告；
七、其他。

青海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议程

（2020年1月14日青海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主席团(69名，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 伟 马成贵（回族） 马家芬(女，藏族) 王 晓 王 舰 王 奭
王光谦 王志明 王建民 王建军 王振昌 王继卿
王新平 尤伟利 巨 伟 公保才旦（藏族） 文国栋
邓小川 左玉玲(女） 左旭明 (女） 尼玛卓玛(女，藏族) 鸟成云（回族）
邢小方 朱春云(女） 孙 林（回族） 刘同德 杜贵生 苏 荣
李宁生（回族） 李永华(女，土族) 李在元 李志勇 李国忠
李居仁 李培东（藏族） 杨 颐 杨牧飞（回族） 肖玉海
吴海昆 吴德军 何 刚 张 飞 张 谦 张文魁（藏族）
张光荣 陈 志 陈 玮（藏族） 林亚松 武玉嶂 周卫军
周洪源（藏族） 宝兰花（女，蒙古族） 赵宏强 赵喜平 姚 琳
贾小煜 贾应忠 索端智（藏族） 索南丹增（藏族）
索朗德吉（女，藏族） 徐 磊 高 华 高玉峰 黄 城
黄朝辉 董富奎（土族） 韩生华（撒拉族） 赛赤·确吉洛智嘉措（藏族）
薛 洁（女）
秘书长：张光荣

青海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

（2020年1月14日青海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