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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建萍 通讯员 贾权
军）12月 3日，西宁市纪委发布数据：按照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开展专
项整治工作部署，从“小切口”入手，目前
西宁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漠视侵害
群众利益问题 68 件，处理 154 人，给予党
纪政务处分 116人。

其中，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查处 16 件，
处理 36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31人；通报
曝光扶贫领域及群众身边腐败和不正之
风等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典型案例 3
批 10件、13人。今年以来，西宁市围绕群
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选取、确定
扶贫、教育、医疗、交通、行政执法、低保救
助等 18 个整治项目，选择最突出问题，找
准症结，精准施策，靶向整治，通过自己
找、群众提，逐项梳理整治项目，细化、具
体化专项整治措施方案，明确完成预期目
标，列入任务进度计划，强化过程管理。

同时，结合“中纪委牵头，水利部解决
湟源县巴燕乡下胡丹村饮水”典型事例，

制定下发《关于深入推进专项整治漠视侵
害群众利益问题的通知》，督促各级党组
织举一反三主动查找突出问题，着力解决
群众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截至 11 月
底，各牵头单位累计受理群众反映问题
1150件，办结 1064件。

西宁市纪委将解决群众看得见、摸得
着的问题作为专项整治的具体举措，针对
一些部门单位之间责任不清晰问题，明确
责任部门，加大跟踪督办力度。统筹 3 个
监督检查室、10 个派驻纪检监察组力量，
抽调审计、发改等部门组成 2 个督导检查
组，结合各专项整治任务和群众关注的问
题，重点检查城西区、城东区和 8 个市直
牵头单位开展专项整治工作，强力推进专
项整治工作。

西宁查处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68件
处理154人

生活垃圾分类，你分对了吗？

12 月 1 日起，新修订的《生活垃圾分
类标志》实施。本次修订将生活垃圾类别
调整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及
其他垃圾 4 个大类和纸类、塑料、金属等
11个小类，同时调整了对应的图形符号。
西宁市也在加紧制定自己的分类标准。

生活垃圾该如何分类呢？西宁市生
活垃圾分类推进办公室发放的宣传册是
这样解释的：玻璃类、牛奶盒、金属类、塑
料类、纸张类、织物类等属于可回收物，
标志为蓝色；废电池、废墨盒、废油漆桶、
过期药品、废旧灯管、杀虫剂等属于有害
垃圾，标志为醒目的红色；厨余垃圾包括
骨骼内脏、菜梗菜叶、果皮、果壳、残枝落
叶、剩菜剩饭等，标志为绿色；其他垃圾
包括宠物粪便、烟蒂、污染纸张、破旧陶
瓷、尘土、一次性餐具等，标志为灰色。
你分对了吗？

如今，走在大街上，市民扔垃圾都格
外谨慎，扔之前会仔细查看垃圾桶的标
志。一位市民说，她的孩子 3 岁，在家人
的引导下学会了为垃圾分类，虽然不识
字，但知道把不同的垃圾扔进不同颜色
的垃圾桶。

生活垃圾分类，西宁市下足功夫

连小孩子都知道垃圾分类，可见西
宁市在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上下足了
功夫。

年初，西宁市制定了生活垃圾分类
目标——各区（园区）全面推行生活垃圾
分类，年底前达标小区覆盖率达 60%，达
标单位覆盖率达 90%。先后在 25个街道
办事处、106 个社区、180 个居民小区、83
家机关企事业单位、115 所学校，及旅游
景区、市级医疗机构、星级酒店、宗教场
所，推进生活垃圾分类试点。

西宁市生活垃圾分类推进办公室工
作人员介绍，为实现这一目标，西宁市以

“党建+”模式为引领，签订党员履行生活
垃圾分类承诺书，充分发挥各级党员干
部在生活垃圾分类中的战斗堡垒和先锋
模范作用，以党员干部为基石，带动广大
市民积极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实现垃圾
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

还举办了几百场生活垃圾分类培
训，开展了上千场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活
动。如通过悬挂横幅标语、设置宣传展
板、设立宣传咨询台等形式，向市民宣传

《西宁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为市民普及垃圾分类常识，累计发
放宣传册 40万份；举办主题文艺演出，让
市民直观了解垃圾分类的重要性；结合
垃圾分类日常工作，组织开展回访、满意

度调查等活动，广泛征求市民对垃圾分
类的意见建议，加强互联互动，赢得市民
支持。

生活垃圾分类，20.16万户居民达标

在加大宣传力度的同时，西宁市累
计投放室外分类式垃圾桶 2000 多组，发
放家庭垃圾分类桶 7万个，发放干湿两分
垃圾袋 1000 万个，更新分类果皮箱 6000
多个，新增生活垃圾分类运输车 11辆，现
有生活垃圾分类运输车 19 辆，终端处置
能力进一步提升。并高标准建设张家湾
水槽沟生活垃圾填埋场，大幅提升城市
垃圾处理能力，西宁市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率达 96%。还推行“垃圾不落地+快
速保洁”“垃圾 24 小时循环收集”等城市
管理新模式、新机制，有效减少乱扔乱堆
垃圾现象。

的确，走到哪儿都能看到分类垃圾
桶的身影，走到哪儿都能看到与生活垃
圾分类有关的标语，走到哪儿都能看到
有人拎着蓝色的生活垃圾分类宣传环保
袋，西宁市已形成垃圾分类“眼睛看得
到，耳朵听得到，街头巷尾议得到”的良
好氛围。

每个季度，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会
对全国 46个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考核，西宁市取得的最好成绩是位列第 21
名，居西部首位。目前，西宁市具备 4 分
类投放设施的小区有 260余个；整体开展
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的街道办事处有 11
个，占比 44%，整体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示
范的社区有 68个，占比 64.16%；生活垃圾
分类达标居民累计达 20.16 万户，达标占
比63%，全面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任务。

也就是说，西宁市有 32万户居民，大
部分居民在生活垃圾分类上做得很不
错。这场生活垃圾分类战役，得到了市
民的大力支持。

生活垃圾分类，明年继续加油

尽管如此，西宁市生活垃圾分类仍
存在一定的问题和困难，如有的小区还
没有配置生活垃圾分类桶，如资源化处
理设备配套滞后。

在生活垃圾分类上，西宁市还有一
条很长的路要走。西宁市为自己制定了
新目标——到明年底前实现达标小区覆
盖率达 90%，达标单位覆盖率达 93%。

而如何让分类后的生活垃圾得到有
效处理，西宁市也在积极探索，如可回收
物最终进入各类资源再生工厂，有害垃
圾进入各类危害废处理企业，厨余垃圾
进入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厂，其他垃圾
进入再生资源利用中心（焚烧发电），发
挥垃圾分类的强大作用。

亲，今天你将垃圾分类了吗
西宁市20.16万户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达标

加强老年文化建设，是推动社会主义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内在要求，是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是保障老年人
文化权益的迫切需要。

加强老年人文化活动基础设施建设
充分考虑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和老

年宜居环境的要求，将老年文化建设纳入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城乡规划。以
公共财政为支撑，按照城市文化活动设施
用地和老年人设施规划标准，遵循公益
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加快
老年文化设施建设。增强基层公共文化
设施的适老功能，努力提高基本公共文化
服务均等化的可及性。新建或改造老年
人文化活动设施，要符合涉老工程建设标
准和无障碍设施建设标准。

加大老年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
各级各类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纪念

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服务设
施，向老年人免费或优惠开放;鼓励影剧院、
体育场馆、公园、旅游景点等公共场所为老

年人提供优惠票价;减免老年人参观文物建
筑及遗址类博物馆的门票。老年人免费享
有健身技能指导、参加健身活动、获取科学
健身知识等全民健康服务。

加快城乡老年文化建设一体化发展
合理配置城乡文化资源，公共文化资

源要更多向农村和中西部贫困地区倾斜，
增加农村文化服务供给，缩小城乡文化发
展差距。扩大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村电
影放映、农家书屋建设等文化工程在农村
老年人中的覆盖率，支持和帮助农村老年
人参与文化活动。鼓励文化单位面向农村
提供流动服务和网点服务，扶持文化企业
加强基层和农村文化网点建设，支持演艺
团体深入农村演出。

（本报记者 杨尚燕 整理）

发挥公共文化为老服务功能

本报讯（记者 祁宗珠）12 月 3 日，记
者从西宁市公安局城东分局获悉，警方破
获一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一男子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 106 万元，潜逃 5 年后被警
方押回西宁。

2014年末，西宁市公安局城东分局经
侦大队多次接到举报，西宁一家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以高额返利为诱饵，靠吸收他人
存款，获取非法收益。

接到报警后，城东公安分局经侦大队
民警经过前期侦查发现，2014 年 12 月至
2015 年 7 月，城东区一家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负责人张某，在长达 8 个月时间内，以
高额返利为诱饵，非法吸收他人存款，涉
案金额达 106万元。

而在警方正式立案调查时发现，张某
已经潜逃。几个月后，警方调查固定张某
涉嫌违法的证据后，嫌疑人张某被城东警
方列为网上追逃人员。

今年 11 月，警方获得消息，嫌疑人张
某在外地现身。为此，城东公安分局经侦
大队民警经过多方侦查，最终在河南省洛
阳市将嫌疑人张某成功抓获。目前，案件
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非法吸收存款106万元

男子潜逃5年后落网

垃圾分类是当前的热门话题，作为全国46个垃圾分类重
点城市之一，今年，西宁市生活垃圾分类达标居民累计达
20.16 万户，完成年初制定的“生活垃圾分类达标小区覆盖率
将达到60%”的目标任务。

本报记者 彭娜 实习生 逯桂

12 月 3 日 ，西 宁
市中心广场北扩区域
小广场上，60 余名身
着各色服饰、手拿花
伞的老人在兴致勃勃
地 扭 秧 歌 。 老 人 们
说，中心广场北扩后
场 地 大 、安 静 ，是 跳
舞、扭秧歌的好去处。
本报记者 邓建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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