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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代表团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王沪宁参加青海代表团审议
陈希参加审议
本报北京讯（记者 罗藏 薛军）
3 月 12 日, 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的我省代表团举行全体会议，审
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
沪宁与我省代表共同审议。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陈希参加
审议。王国生、王建军、滕佳材、王予
波、张光荣等发言。
王沪宁表示，完全赞成张德江委
员长所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
告。希望青海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
功 夫 ，引 导 干 部 群 众 增 强“ 四 个 意
识”，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
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要聚焦实现高质量发展，加快传
统产业优化升级，大力发展特色新兴
产业，打好生态保护、绿色发展两张
牌，打造青海发展新的增长点。要提
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打好精准脱

贫攻坚战，做好民族团结进步工作，
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要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
总要求，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
设。
王国生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
报告，体现了党的十九大精神，完全
赞同。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要
带着信仰学，把信仰建立在对真理的
强烈追求上，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找到方向、找到答
案。要带着感情学，在党心民心水乳
交融中带领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跟
党走。要带着责任学，找到学习的结
合点和切入点，增强工作的自觉性和
主动性。要带着好的学风学，静下心
来读原文，沉到基层找动力。要把习
总书记提出的“四个扎扎实实”重大
要求转化为各族干部群众的自觉行
动，不断取得富裕文明和谐美丽新青
海建设的新胜利。
王建军说，报告通篇贯穿了习近

王国生王建军发言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突
出做好党中央要求的事、办好法律规
定的事、抓好自身建设的事，用“七个
着力”总结了过去五年的主要工作，
从五个方面深化了对人大工作的定
位和工作规律的认识体会，以“三个
继续加强”对 2018 年的工作提出了
建议。我完全赞同这个报告。比较
深的体会有三点：一是十二届人大常
委会完成了党中央交办的一批大事
要事，二是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履行了
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立法、监督、决定、
任免等重要职责，三是十二届人大常
委会加强了自身的思想、政治、组织、
作风建设。
滕佳材说，报告通篇体现了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
面反映了五年来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取得的重大成就，政治性、理论性、实
践性和指导性非常强，我完全赞同。
五年来，人大工作贯彻依法治国方
略，有力推动和保障了各项重大改革

顺利推进，立法和修法数量多、分量
重，质量和效力进一步提高，执法检
查力度和频率空前，法律权威进一步
树立，法治中国的美好前景更加显
现。建议全国人大进一步加大执法
检查力度，切实发挥法律在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保
障、促进作用。
王予波说，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工
作报告表示赞同。五年来，全国人大
常委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在我国
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权威性得到前所
未有的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前所
未有广泛、深入和有效，在人民群众
心目中的分量前所未有提升。深刻
体会到，对人民代表来说，人代会是
民主政治的讲习所、训练所和实践平
台。建议：一、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实
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做深度、广泛调
研，推动西部大开发在新时代有新跨

第一季度

昨 日 ，西 宁
市城东区举行
2018 年 扶 贫 助
残光明行动活
动，通过协调爱
心企业——西宁
爱尔眼科医院为
全 区 30 名 贫 困
的白内障患者免
费发放每人价值
7000 元 的 复 明
手术卡，让受助
的白内障患者感
受到党和政府的
关爱。
本报记者 邢鹏
摄影报道

省发改委落实
中央投资 104.4 亿元

推进五大类重点项目建设
本报讯（记者 张小娟）昨日，记
者从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处获
悉，一季度，省发改委已争取落实中
央预算内投资 104.4 亿元，重点支持
了保障性安居工程、三农建设、社会
事业、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节能环保
与生态建设 5 大类项目。
省发改委一直推进全省空间规
划一张图，抓紧制定年度循环经济先
行 区 建 设 、生 态 文 明 先 行 示 范 区 建
设、
“一带一路”建设等工作要点。会
同省财政厅垫支 57.6 亿元，支持了西
宁机场三期扩建、城市棚户区改造、
农村危旧房改造、高等级公路建设等
16 个重大项目。引大济湟西干渠、湟
水北干渠扶贫灌溉二期、信息化基础
设施建设等项目实现冬季不停工，国
道 569 曼德拉至大通公路小沙河至大
通段、京藏高速公路扎麻隆至倒淌河
段改扩建工程等项目顺利开复工。
前期工作扎实推进，围绕国家政策导
向和投资重点，初步梳理筛选出 304
项重大前期项目。同时，省发改委进
一步加大跟踪协调力度，对项目前期
落实、要素调度、施工组织等进行点
对点、面对面衔接，协调解决项目用
地、环评、规划等突出困难。

我省强力推进农牧区人居环境改善
兜底解决无建房能力的特困户
本报讯（记者 雷洁）昨日，
记者
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了解到，
2018
年我省将坚持以建设美丽宜居乡村
为导向，以垃圾、污水治理和村容村
貌提升为主攻方向，
切实改善农牧区
人居环境，
全面提升乡村品质。
为打造美丽乡村升级版，省住
建厅将继续推进 300 个高原美丽乡
村建设，
实施 6 万户农牧民危旧房改
造任务，通过分档实施的方法提高

贫困群众户均补助标准。同时，结
合精准扶贫兜底解决无建房能力的
特困户的危房改造问题。按照适应
各地地理气候条件，符合农牧民群
众生活习惯，经济适用、维护方便、
不污染公共水体的要求，合理选择
改造模式，推进厕所粪污治理及资
源化、无害化处理。推进重要水源
地生活污水处理，在全省县级以上
饮用水源地及重要流域二类以上水

体周边村庄开展生活污水治理，因
地制宜采用城乡一体、集中与分散
相结合的建设模式和处理工艺，确
保达标排放。按照《青海省农牧区
垃圾专项治理行动五年工作方案》
安排，完成全省 25 个县（市、区、行
委）垃圾专项治理省级验收工作。
进一步巩固村收集、乡镇转运、县处
理的农牧区垃圾治理机制，同步开
展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整治活动。

今年全省道路运政管理 8 项重点任务明确

本报讯（记者 祝嘉忆）3 月 9 日，
省公路运输管理局制定印发了《2018
年全省道路运政管理重点工作分工
意见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对
全省运政管理深化行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推进客货运输场站建设、拓
展延伸行政村通客车率等 8 项重点
任务、37 个要点内容进行了细化分解
落实。

《通知》指出，进一步深化行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进道路客运
业转型升级，完善道路运输价格形成
机制，深化巡游出租汽车改革，推进
驾培服务改革，实现“先培后付”服务
模式全覆盖；启动建设西宁市城西客
运站等两个地市级客运站项目和海
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等 4 个县级客
运站项目建设；实施建设 4 个公交首

青海日报社党风廉政建设

末站、改造提升两个乡镇综合运输服
务站、推进建设一批城乡公交港湾式
候车站亭；进一步拓展具备条件行政
村通客车，全年新增通客车行政村 50
个，全省行政村通客车率达到 88%以
上；年内完成道路运输综合监管信息
系统建设任务，基本建成全省危货安
全监管系统，实现与部级系统对接互
联；积极开展信用体系建设，全面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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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红黑名单”公示机制；加快危货运
输企业视频监控升级改造，年内危货
车辆 3G 视频覆盖率达到 30%以上；
全面推进重点运输企业标准化监控
室建设工作，年内支持 5 家以上运输
企业完成标准化监控室建设；夯实汽
车客运站安全设施设备配备基础，确
保三级以上汽车客运站安防安检设
备应用全覆盖。

越。二、进一步指导和推动县乡人大
工作。
张光荣说，张德江委员长所作的
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是一个高举旗
帜、服务大局、把握规律、与时俱进的
好报告，我完全赞成。过去五年，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指引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始终
坚持政治统领，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
责，各方面工作取得了新成绩、开创
了新局面，充分体现了党的领导、人
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充
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
要求和最大优势。
程立峰、张晓容、白加扎西、孟
海、阿生青、沙沨、毕生忠、孔庆菊、张
永利、夏吾卓玛、扎西多杰、马乙四
夫、马福昌等代表踊跃发言。

这个冬天
不太“冷”
我省健康扶贫
冬季暖心服务在行动
本报讯（记者 张璐 通讯员
马占玉）在过去的这个冬天，省
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健康
扶贫冬季暖心在行动”为主题，
统筹“三下乡”、联点帮扶村送温
暖、
“ 两 节 ”扶 贫 慰 问 调 研 等 活
动，在全省开展了为期 3 个月的
健康扶贫冬季暖心服务活动，组
织各级医疗卫生医务人员，走村
入户，以建档立卡贫困户和患有
大病、慢性病贫困人口为重点，
逐户、逐人宣传健康扶贫政策，
开展医疗救治，贫困群众深感这
个冬天不太“冷”
。
开展义诊活动。全省组建
由乡镇卫生院医生、驻村干部、
村医、计生专干等基层卫生计生
人员组成的工作队伍，共 783 支，
工作人员 3600 余人。开展“送
医、送药、送健康、送政策”义诊
活动，对因病致贫返贫户进行医
疗规范、用药规范指导，并对罹
患大病的贫困人口制定个性化
诊疗方案。
核实“四重医疗保障”政策
落实。积极推行“双签约”，确保
有 1 名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有 1
名乡村干部签约帮助兑现政策，
解决群众政策不知情、就医报销
难等问题。认真核实“四重医疗
保障”落实到位情况，对未落实
到位的贫困群众，及时帮助申请
落实。
加强慢性病管理。随访1.3万
多名慢性病患者，
并进行有针对性
的就诊、服药指导和健康管理服
务。强化
“医生+患者”
结对帮扶，
建立一人一档，
实施一人一策，
做
到精准管理、
精准治疗、
精准保障，
慢性病管理服务率达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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