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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党课上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做坚守初心勇担使命的西宁共产党人
本报讯（记者 肖芳）10 月 9 日，市委书记王晓以“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做坚守初
心、勇担使命的西宁共产党人”为题，带头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讲党课活动，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晓
容，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曹健松，市政协党组书
记、主席段发达，市委常委，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管
委会班子成员参加。市委副书记马坚主持。
王晓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全部、深刻、具
体地映照着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凝聚起了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
强大精神力量，是写入党章、载入宪法的党和国家必须长
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领袖为新时代创造的、贡
献的光辉思想。要认真履行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责任，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更大
气力，以自身思想上的坚信、政治上的坚定、行动上的坚
决，当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
者和忠诚实践者，做坚守初心、勇担使命的西宁共产党人。
王晓指出，要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真理属性，尊崇领袖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一是鲜明高扬了马克思主义，二是坚持
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三是拓展丰富了现代化发展道路，
是我们必须长期尊崇、坚定追随的领袖思想。
王晓强调，要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领袖逻辑，践行“两个维护”。一是要深刻把握
“两个维护”的理论逻辑，二是要深刻把握“两个维护”的制
度逻辑，三是要深刻把握“两个维护”的历史逻辑，四是要
深刻把握“两个维护”的实践逻辑，把“两个维护”融入血
脉、植入灵魂，转化为更加坚定的信仰信念和自觉行动。
王晓指出，要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信仰特质，始终绝对忠诚。一是要绝对忠诚于
党，二是要绝对忠诚于人民，三是要绝对忠诚于马克思主
义，以忠诚诠释理想信念宗旨。
王晓指出，要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革命气质，推进自我革命。一是要紧盯源头推进
自我革命，二是要瞄准靶心推进自我革命，三是要刀刃向
内推进自我革命，四是要对照标准推进自我革命，以西宁
共产党人的自我革命推动新时代幸福西宁在创造性传承
的历史进程中不断进步、续写新篇。
王晓强调，要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斗争精神，敢于善于斗争。一是要加强思想淬
炼，培养和保持顽强的斗争精神，二是要加强政治历练，培
养和保持坚韧的斗争意志，三是要加强实践锻炼，培养和
保持过硬的斗争本领，真正锻造成为新时代的烈火真金。
王晓指出，要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实践品格，开创工作新局。一是要学以立德，二
是要学以益智，三是要学以致用，让领袖思想在西宁发挥
出更强大的科学真理伟力，奋力书写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和
新时代幸福西宁的更美篇章，
当好新时代的答卷人。
市人大常委会党员副主任、市政府党员副市长、市政
协党员副主席，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湟源县委书
记，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秘书长，市委、市人大常
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副秘书长，市委各部委，市直各机关
单位党组（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主要负责同志，西宁经
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班子成员，市委“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市管企业党委主要
负责同志参加。

今年我省9名学子成空军飞行学员
本报讯（记者 得舟）记者从省教育招生考试院获悉，在
已经结束的 2019 年招生录取工作中，我省共有 9 名学子通
过层层严格选拔，扑入蓝天的怀抱，成为光荣的空军飞行
学员。随着 10 月 9 日入校宣传报名工作的启动，我省 2020
年空军招飞工作也正式拉开大幕。
根据空军招收飞行学员工作局兰州选拔中心 （以下
简称兰空招飞中心） 安排，2020 年度空军招飞青海省入
校宣传报名工作定于 2019 年 10 月 9 日—10 月 14 日进行，
初 选 检 测 定 于 2019 年 10 月 22 日 —10 月 23 日 进 行 。 期
间，兰空招飞中心会安排宣传动员小组对我省 21 所高中
入校进行“面对面”宣传动员，同时组织开展报名工
作；未经“面对面”宣传动员的地区和学校或错过宣传
动员的学生，若有报考意向，符合 《2020 年空军招飞简
章》 中的招飞基本条件的，由学校对其成绩和视力把关
后，携带招办或学校推荐信即可参加初选。据了解，空
军招飞报名学子须符合 5 个方面的条件：1.自然条件——
普通高中应届、往届毕业男生 （文理科不限），年龄不小
于 17 周岁、不超过 20 周岁。2.体格基本条件。3.心理品质
基本条件。4.思想政治基本条件。5.文化成绩基本条件
——品学兼优，高考成绩达到本省 （自治区） 统招一本
线。

我省嘉奖完成安保维稳任务参战单位和个人
本报讯（记者 施翔）10 月 9 日，副
省长、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王正
升签署命令，嘉奖圆满完成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青海解放 70
周年安保维稳任务的全省公安机关
参战单位和个人。
嘉奖令指出，今年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 周年、青海解放 70 周年，
大庆安保维稳工作持续时间长、涉及
范围广，形势严峻复杂、面临巨大压
力。工作开展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和
公安队伍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大
庆安保维稳工作作为压倒一切的首
要政治任务，坚持各项工作向安保聚

焦，各方力量向安保倾斜，团结协作、
密切配合，全警动员、全力以赴，从严
从实从细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
定各项措施的落实，为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青海解放 70 周
年创造了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
嘉奖令指出，全省各级公安机关
领导在工作中充分发挥“关键少数”
的带头作用，勇于担当、敢于负责，身
先士卒、靠前指挥，树立了标杆和榜
样；全体参战民警、辅警恪尽职守、顽
强拼搏，连续奋战、无私奉献，以实际
行动展现了青海公安的过硬素质、优
良作风和坚强战斗力，为圆满完成大
庆安保维稳任务作出了重要贡献。

晚报报道很及时
本报记者 张永黎
“这是信仰的力量！
”
“看了西路军故事就像受到了一
场触及灵魂的精神洗礼，是一次深入
人心的党性教育。
”
“晚报推出的这个报道很及时，
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有着
积极的推动作用！
”
10 月 8 日—9 日，晚报推出《走进
西路军，我们都流泪了》报道后，在我
市干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大家纷纷表示，我们一定要在追
寻红色记忆中，学习西路军将士不畏
艰险、敢于斗争、视死如归的英雄气
概，继往开来、接续奋斗，书写幸福西
宁这个印着红色基因城市的新篇章。
“在这个时候推出西路军报道恰
逢其时，我们第一时间在‘魅力西区’
平台上头条转发了晚报的报道，就是
要让大家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
易，饮水思源，不忘革命先烈。”城西
区宣传部干部范鹏说。
“晚报的报道就是在讲红军的故
事，讲西路军的故事，我们要把红色
基因传承好！”86 岁的离休干部崔艺
民在电话中无比激动的说。

“看了晚报报道，今天我们单位
又专门组织参观了西宁市中国工农
红军西路军纪念馆，回想当年红军西
路军将士浴血奋战、慷慨悲歌的英雄
形象，心灵受到了震撼、思想受到了
洗礼、精神得到了激励。大家纷纷表
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强化信仰的
力量，满怀壮志豪情，全面落实‘四个
扎扎实实’重大要求，奋力推进‘一优
两高’，加快建设绿色发展样板城市
和新时代幸福西宁，沿着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的方
向奋勇前进。”市教育局工作人员毛
琳莹说。
“这是信仰的力量！晚报的报道
很及时，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中，我们要大力学习弘扬西路军
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
增强革命意识，牢记初心使命，主动
担当作为，把主题教育中激发出的爱
国热情转化为立足岗位、发奋工作的
实际行动，转化为攻坚克难、干事创
业的实际成效。”市委宣传部宣传教
育科科长权国兴表示。
“这个报道使我热血沸腾，心潮

为进一步鼓舞士气、激励斗志，特对
全省公安机关所有参战单位和民警、
警辅予以通令嘉奖。
嘉奖令号召，全省公安机关和公
安队伍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庆祝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全国、全省公安工
作会议精神，以圆满完成大庆安保维
稳任务为新的起点，牢记职责使命，
锐意奋发进取，以更加昂扬的斗志和
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积极投身新时
代公安事业的伟大实践，为维护国家
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澎湃。勾起了我几十年来为西路军历
史奔波挖掘，传承的经历。当年的西
路军战士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播下
了革命的种子，涤荡灵魂的信念时时
刻刻激励着我们！”长期挖掘西路军
历史的循化县红色爱国主义教育中
心主任马明全说。
“2015 年西路军纪念馆全面改造
后，接待了很多瞻仰者，尤其是近期
全市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后，很多单位都来这里参观学习，
通 过 先 烈 们 的 故 事 ，感 受 信 仰 的 力
量、感受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西宁市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
讲解员史薇薇说。
武警青海总队某机动支队郝亚博
表示，学习西路军为党为人民英勇献
身的精神，是对我们灵魂深处的精神
洗礼。
在今后的部队工作中，
我们一定
以先辈为榜样，
通过学西路军英模、
讲
西路军故事、参观西路军纪念馆等方
式，大力传承好、发扬好西路军精神，
苦练打赢本领，
忠诚履行使命，
瞄准世
界一流军队的目标砥砺奋进！
征程又起，时不我待。此刻的西
宁，红色基因越来越强，全市上下正
掀学习之风、强务实之举，信心满怀、
昂首阔步迈上新征程。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让我们砥
砺前行……

“12348 西宁法网”上线试运行
本报讯（记者 肖芳）为进一步提高 “学法找我”
），体现了“查、问、办、学”四
司法行政公共法律服务能力，为人民群
大便民法律服务功能：
“为您查询”法律
众提供快捷、高效、精准的公共法律服
服务功能。整合全市法律服务资源，建
务，结合正在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
立律师、公证、司法鉴定、法律援助、人
命”主题教育，10 月 9 日，由市司法局负
民调解、基层法律服务等从事法律服务
责打造的“12348 西宁法网”正式上线试
工作的机构和人员信息库并全部上网，
运行，并完成与司法部“12348 中国法
供群众一键查找，解决群众寻找可靠
网”的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真正实现
法律服务的问题。“为您咨询”法律服
“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
务功能。为满足不同群众、不同事项
据悉，
“12348 西宁法网”上线试运
对咨询方式的不同需求，设计开发实
行阶段主要以“三为一学”法律服务为
时、留言、热线三种模式，由驻场服
主（
“为您查询”
“为您咨询”
“为您办理” 务团队通过 7×24 小时服务的方式，

为广大群众提供涵盖律师、公证、司
法鉴定、人民调解、法律援助等内容
的法律咨询服务。“为您办理”法律服
务功能。提供法律援助在线预申请；
涉外公证事项在线办理；部分公证与
律师服务在线预约；司法考试信息在
线查询等法律服务功能；真正实现打
通公共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让群
众“最多跑一次”的目标。“学法找
我”法律服务功能。打造集法律服务
常识、法宣活动、法律学习等为一体
的学法平台。

青海农牧区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病种增至 30 种
新华社西宁 10 月 9 日电（记者央
秀达珍）记者 8 日从青海省卫生健康委
员会了解到，为进一步减轻农牧区患者
负担，青海省将农牧区贫困人口大病专
项救治病种增至 30 种，从而加快农牧
区贫困人口脱贫步伐。
据了解，此次调整的保障对象为青
海省农牧区的建档立卡贫困户。青海省
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青海省民政厅、青

海省扶贫开发局、青海省医疗保障局印
发《关于做好 2019 年农村牧区贫困人口
大病专项救治工作的通知》，在国家 27
个病种基础上，
增加肝硬化、
肝炎（乙肝、
丙肝）、
类风湿性关节炎3个病种。
青海省卫健委医政医管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青海对大病专项救治病种实
行临床路径管理，控制医疗费用，同时
充分发挥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

助等制度的衔接保障作用，最大限度减
轻贫困群众医疗费用负担。此外，通过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驻村干部“双签
约”等方式，宣传大病专项救治工作的
相关政策，提升了大病患者积极救治的
主动性。
截至目前，青海省 30 种大病患病
人数为 17910 人，已救治人数 17807 人，
大病救治率达 99.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