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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燕卓）日前，中共西宁
市委办公厅、西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正式
批准《西宁市城中区机构改革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标志着城中区机构改
革工作全面启动。机构改革后，城中区共
设置党政机构 27 个，并确保 2019 年 3 月
20 日前基本完成改革任务。其中，城中
区委设置纪检监察机关 1 个、工作机关 7
个、城中区政府设置工作部门 19个。

改革后，中共西宁市城中区委设置纪
检监察机关 1个，计入机构限额的工作机
关 7个（设在相关部门的区委议事协调机
构的办事机构不计入机构限额）。工作机
关分别是区委办公室、区委组织部、区委
宣传部、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区委政法
委员会、区委绿色发展办公室、区委全面
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设在绿色发展办
公室）、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办公室

（设在区司法局）、区委国家安全委员会办
公室（设在区委办公室）、区委网络安全和
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宣传部）、区委
财经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区发展改革和工
业信息化局）、区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设
在区审计局）、区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
书组（设在区教育局）、区委农村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设在区农业农村和扶贫开发
局）、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其中, 区委办公室挂区委机要和保
密局、区档案局牌子；区委组织部挂区公
务员局、区委非公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工
作委员会、区委老干部局牌子,区直属机
关工作委员会与组织部合署办公；区委宣
传部挂区政府新闻办公室、区精神文明建
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牌子；区委统一战线
工作部挂区侨务办公室牌子。

改革后，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政府设置

工作部门 19 个，分别是区人民政府办公
室、区发展改革和工业信息化局、区教育
局、区民族宗教事务局、区民政局、区司法
局、区财政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区自然资源局、区城乡建设局、区城市管
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区农业农村和扶贫开
发局、区文体旅游科技局、区卫生健康局、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区应急管理局、区审
计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统计局、区医
疗保障局。

其中，区政府办公室挂区信访局、区
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办公室、区直机关
事务管理局、区政务服务监督管理局、区
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牌子；区发展改革和
工业信息化局挂区商务局、区招商局、区
粮食局、区服务业发展局牌子；区教育局
挂区政府教育督导室牌子；区民族宗教事
务局与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合署办公，实

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列入区
政府工作部门序列，不计入政府机构个
数；区财政局挂区金融工作办公室牌子；
区自然资源局挂区林业水务局、区河湖长
制办公室牌子；区文体旅游科技局挂区文
物局牌子。

《方案》还对统筹推进人大、政协机构
和群团组织的各项改革作了具体安排，对
深化事业单位改革、综合行政执法改革、
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统筹推进
审批服务便民化改革、强化机构编制管理
刚性约束等提出指导意见。

西宁市城中区设置党政机构27个

本报讯（记者 彭娜）近日，西宁市
城管局率先在西部城市出台《西宁市城
市管理执法规范化建设标准（试行）》，
建立城管综合执法的行为规范和标准
体系，全面推进城管依法行政，提升城
管执法水平，并于 2 月 26 日举办培训
会。

《西宁市城市管理执法规范化建设
标准（试行）》，内容包括党建工作、体制
机制、制度建设、执法规范、执法保障、
执法服务 6 个一级指标，涵盖执法主
体、人员管理、执法纪律、装备保障、数
字城管等 18 个二级指标，对应设置了
65个三级指标和 132条细化标准，将城
管执法工作全面置于指标体系和标准
框架之下，力求城管综合执法“行有标
准、做有章法”。

其中，要求制定城市管理综合执
法权责清单，向社会公开职能职责、执
法依据、处罚标准、运行流程、监督途
径和问责机制；建立健全执法公开制
度，公示执法主体、执法人员、执法依
据、执法程序、处罚标准、监督方式等
信息；建立健全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

通过文字、音像等记录方式，记录行政
执法行为；不得选择性执法，不得威
胁、辱骂、殴打行政相对人，工作期间
不得饮酒或酒后执勤、值班，不得为行
政相对人通风报信、隐瞒证据、开脱责
任，不得打击报复行政相对人，不得有
其他违反工作纪律的行为；执法人员
应当取得行政执法证件，做到持证上
岗，主动向行政相对人和有关人员出
示执法证件，表明执法身份；对恶意炒
作、抹黑执法人员的，应当及时予以澄
清，有涉嫌违法情节的，移交公安机关
查处等。

在此之前，西宁市城管局已积极推
行综合执法，推动执法力量下沉，做强
做实街道综合执法指挥中心，构建市、
区、街三级“三位一体”执法机制；加快
推进法治城管和依法行政能力建设，注
重执法行为规范化、程序规范化、工作
规范化。突出公平公正文明执法，先后
统一了西宁市城管制式服装和标志标
识，及执法执勤用车标志，为城管执法
人员配备了执法记录仪，全面推行执法
全过程记录制度。

西宁市为城管执法立标准

本报讯（记者 莫青）2 月 26 日，记
者从 2019 年西宁市春季开学暨教育系
统维稳工作会上获悉，今年，西宁市实
施两大工程，不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
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实施学前教育普惠提升工程。坚
持公办民办并举，加大公共财政投入，
启动实施西宁保育院、湟中共和镇木场
幼儿园等 79所幼儿园园舍建设和设施
配套项目，完成 7所民办幼儿园转办成
公办或普惠性幼儿园。开展小区配套
幼儿园专项整治行动，进一步细化摸排
已建成小区配套幼儿园的规划、建设、
移交、办园情况，制定专项方案，开展
集中整治，实施公办保教人员补充计
划，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供给，构
建广覆盖、保基本、有质量的学前教育
公共服务体系。

实施消除义务教育大班额攻坚工
程。以社会发展新需求为原动力，计划
实施 32 个中小学建设项目，完成兴海
路小学、建北小学、多巴镇拉沙学校等
8 个项目，加快推进南大街学校、西宁
七中 (一期)、城西区文逸路小学等 9 个
项目，新开工明远学校、杨家庄小学、
沈家寨学校等 11 个项目，完成南川中
学、文苑路学校、大通第八初级中学、
第四完全小学 4 个项目的土地和方案
设计等前期工作，加快消除义务教育大
班额，有效缓解热点区域入学矛盾。

今年，西宁市教育局列出多项重
点 任 务 ，加 快 教 育 现 代 化 高 质 量 发

展。推动智慧课堂教学，加快高中学
科基础、初中特色教研组等五个“互联
网+”平台建设，强化名师云课堂、学
科教研示范引领和高考改革学习指
导，建立市级基础教育教科研训专家
库人才遴选机制，促进西宁市教育教
学质量提升。

落实中小学生减负措施，提高课堂
效率，进一步规范学校办学行为，严格
校外培训机构管理，畅通家长委员会、
家长学校等家校合作渠道，强化家庭教
育指导，切实减轻违背教育教学规律、
有损中小学生身心健康的过重学业负
担，促进中小学生健康成长。推动集团
化办学进一步深化，推进“强校+弱校、
名校+新校”县域内集团化办学，推动
县域内教育教学质量进一步提升。出
台西宁市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
实施意见、设置标准，深化校外培训机
构专项治理，全面推行黑白名单制度，
构建校外培训机构有序发展的长效机
制。继续推进西宁市职业教育教学改
革与产业转型升级衔接配套。同时，组
建 3个城乡职业教育集团，推进城乡职
业教育一体化发展。

在深入推进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
方面，动态调整学校编制，实施音体美
等紧缺学科专项招聘计划，建立第三方
购买教师服务岗位补充机制，开展新聘
教师教育教学能力中期评估，切实缓解
结构性、临时性缺编，努力推动新时代
教师队伍改革政策落地生效。

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西宁今年将实施两大教育工程
本报讯（记者 郭红霞）2 月 26 日，记

者从湟中县相关部门了解到，今年，湟中
县将打造 40 个各具特色的高原美丽乡
村。并加快推进“厕所革命”，再建 2399
座卫生厕所。

今年，湟中县将抓住撤县设区的有利
契机，全面加快与西宁主城区的融合发
展，配套完善鲁沙尔片区、多巴片区公共
服务设施，积极承接医疗、教育、文化、养
老等公共服务功能转移，促进城市主干
道、综合管廊等市政设施互联互通；优化
配置辖区内土地资源，主动承接西宁市产
业转移，促进县域高端服务业、农畜产品
精深加工、商贸物流等产业快速发展，带

动全县城镇化进程。
加快完成 23 个高原美丽乡村村庄规

划编制。以县城交通网络为突破口，研究
制定县城交通优化建设方案，启动建设圣
山国际文化旅游商业综合体，加快河湟文
化一条街片区棚改工作，全面完成主城区
雨污分流改造。

建成西堡、李家山美丽城镇，启动建
设上五庄美丽城镇，实施好黑城村等 3
个传统村落保护项目，打造 40 个各具特
色的高原美丽乡村。加快三李公路建
设，争取实施峡口至卡阳、田家寨至平安
小峡外通公路项目，打通区域发展道路
瓶颈。

湟中将打造
40个高原美丽乡村

本报讯（记者 卢晓茜）记者从西宁
市司法局了解到，目前，西宁市共建成 8
个公共法律服务中心、68 个公共法律服
务站、1068 个公共法律服务室，实现了
服务区全覆盖；依托全市 1068 个村（社
区）法律顾问及行业性专业性调委会等
载体，实现了服务范围和服务对象全覆
盖。

西宁市司法局以“互联网＋”公共法
律服务为工作切入点，借助“互联网＋”和

“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实现公共法律服务
互联互通互享的目标；运用公共法律服务

智能机器人、智能法律服务亭等为群众提
供自助法律服务，实现法律服务零延时、
零距离、零差错；在全市公共法律服务中
心、站开通远程法律视频系统，补齐“实体
网点不足、服务人员缺乏、资源分布不均”
的短板，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法律服务需
求。

除此之外，发挥省会法律服务资源优
势，为省内偏远高海拔牧业地区群众开通
远程公证办理事项，缓解了牧业地区公证
资源不足的问题，开创了我省公证领城网
上服务新模式。

西宁公共法律服务室达1068个

2 月 26 日，省城海湖新区一家盲人推拿按摩中心，80 后盲人按摩师阿宁在给一
名患者做推拿按摩，他脸上洋溢着幸福和快乐。阿宁说，通过这份工作，不仅让他
的生活有了保障，更多的是收获了自信，让他的人生有价值。

本报记者 祁晓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