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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区：送出16个精准帮扶礼包
本报讯（记者 施翔）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省 业人员一次性给予救助。四是实施残疾人 “救急难”
基金救助提标扩面。
将原救助测算基
市精准扶贫工作要求，
不断提高精准帮扶的针对 “两项补贴”政策提标扩面，将中轻度残疾人 数 453 元提高到 500 元，
并将最高救助金额由 3
性、
实效性，
城东区从基本保障和救助帮扶两个 困难生活补贴在原有 50 元的基础上提高到 万元提高到4万元，
由每年只救助1次提高到救
基点出发，
制定出台 16 条城镇困难群体精准帮 100 元。五是将城东区户籍，家庭生活困难的 助 2 次。
四是实施因拆致贫家庭救助，
对因房屋
扶措施，
通过调整完善救助机制，
扩大社会救助 重度残疾人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六是对 拆迁导致生活困难的，
年龄在 60 岁以上的低保
有效供给，
精准发力，
提标扩面，
扎实推动全区城 患有长期慢性病的困难群众，将门诊特慢病 家庭和低收入家庭，
通过临时救助或和谐家园
镇困难群体精准帮扶工作深入开展。
起付线按年人均 200 元予以补贴。七是每年 “救急难”
基金给予一次性救助。
五是实施低保家
八条措施切实强化基本保障。一是对连 为有就业能力的低保或低收入家庭成员提供 庭学生和留守儿童帮扶，
为辖区户籍低保家庭小
续 6 个月以上家庭实际人均收入低于西宁市 免费技能培训。八是对全区贫困家庭中 16 岁 学生及幼儿园儿童每人每年投入 300 元用于学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生活特别困难的职工、农 以下儿童未接种乙肝疫苗或接种疫苗后没有 生实践活动和购买学习生活用品。
六是对新录取
民工和下岗失业人员给予一次性救助。二是 产生抗体的儿童免费补种乙肝疫苗。
的低保家庭大学生给予路费补助，
在原一次性补
对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全市最低生活保障标
八条措施力促精准救助帮扶。一是加大 助省内大学500元/每人，
省外大学1000元/每人
准，因患病、残疾、单亲及其他特殊原因造成 因突发事件致贫人员临时救助力度，
对遭遇意 的基础上，提标到在读期间每年给予省内 500
生活困难的职工、农民工和下岗失业人员家 外伤害、
重大疾病或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本生 元，
省外1000元补助。
七是对特殊困难家庭中重
庭给予一次性救助，并根据其实际情况适当 活没有保障的家庭或个人给予临时救助，
特殊 度残疾人及独身残疾人，
给予辅助器具救助或给
提高标准且连续 4 年给予帮扶救助。三是对 情况的实行二次临时救助。
二是实施因学致贫 予生活救助；
对因残致贫的贫困残疾家庭的大学
家庭人均收入在全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3 倍 家庭教育救助，
对低保家庭和低收入家庭按子 生给予生活救助。
八是实施文化救助，
对困难、
低
（含 3 倍）以内，遭受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 女入托和高中在读学生按照托幼机构或学校 保家庭电视收视费在省市惠民政策的基础上，
每
疾病导致生活困难的职工、农民工和下岗失 学费收费给予适当救助。三是实行和谐家园 户每年给予108元补贴。

党建动画视频激发党员使命感
本报讯（记者 张弘靓 通讯员 西宁组）
“多
亏了这些
‘党建动画视频’
，
让我对业务工作更
加了解，
也让我更有信心带好新班子。
”
日前，
桥
头镇安门滩村党支部书记于国良这么说道。
原
来，
该村
“两委”
于去年底刚换届，
作为新当选的
村支书，
他正愁怎样规范新一届班子过好组织
生活。
县委组织部根据村（社区）党组织换届后
新旧班子交替这一实际问题，
精心制作了《大通
县党建动画视频》，
及时下发至各基层党组织。
为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持续推动“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深入推进“两个绝对”具
体化工作，大通县从基层党建工作薄弱环节
入手，为全县 692 个基层党组织制作了党建

动画视频，在对原有动画视频进行更新完善
的基础上，通过将发展党员工作、
“ 三会一
课”、支部主题党日等党内各项制度、工作流
程用党员群众易学乐学的方式生动呈现在广
大党员群众面前，着力解决一些基层党组织
存在的弱化、虚化、边缘化的问题，督促基层
党组织认真落实党的组织生活制度，进一步
严格基层党组织政治生活、切实转变基层党
建工作作风，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纵深发展。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动画视频将党
建工作浓缩成 10 余部“微电影”，以坚持“三
会一课”制度、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制
度、谈心谈话制度、民主评议党员和评议支
部制度、请示报告制度为主要内容制作而

成，每部动画视频仅有短短 8 分钟左右时
间，但人物形象呆萌可爱、人物对白简单风
趣、模拟场景清晰明了、视频内容极具操作
性，将党建工作目标任务、开展流程、注意事
项等内容展现得淋漓尽致，极富趣味性和创
意性，便于基层党组织经常对照、时时学习，
使每名基层党组织书记感受到责任和使命
重大，具有良好的提醒指导作用。
据了解，
党建动画视频制作下发后，
受到
了全县各级党组织及党员干部的普遍好评，
各级党组织将其作为党员干部学习的“必修
课”，不仅以动画视频为镜，及时查找党建工
作存在的不足，还为每名党员按时参加组织
生活提供了指南，
有效激发了党员的使命感。

激励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
本报讯（通讯员 李莲娜）近日，湟源县
委组织部通过召开学习会、座谈会深入学习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
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单行本，以
如何引导干部、管理干部、干部自我管理为主
要内容，结合自身岗位实际，努力激发潜在力
量，全力打造一支干部作风优良、信仰坚定、
敢担当敢作为的坚实工作队伍。
系统引导，当好干部发展“指路人”。
一是广泛宣传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信念
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
清正廉洁”20 字好干部标准，将理想信念放
在首位，告诫所有干部筑牢思想根基的重要
性。二是教育每名干部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和
分工安排、岗位特点，树立守土有责、守
土负责、守土尽责的责任担当意识，做出

自己满意，群众放心的工作成效。三是结
合实际制定出操作性强、贴合实际的选人
用人标准，树立正确舆论导向。并将标准
不断细化、量化，在社会上树立起“说得
好，干得实”的风向标。
健全机制，当好干部管理“好管
家”。一是树立鲜明的用人导向。在引导
干部全面发展的同时，大力选拔敢于负
责、成绩突出的干部。并对工作上不敢创
新、工作时常滞后的干部进行批评教育，
促其整改。二是规范干部考核评价体系。
制定出贴合组织部门工作实际的干部考核
工作制度，增强考核程序规范性、可行
性、针对性，严防考核程序中存在“你我
一家亲”现象的发生，体现考核差异化，
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三是严

管厚爱干部。一方面对于某些干部在工作
中出现的失误、严重错误要及时纠正，另一
方面关心关爱干部成长，解决干部在工作、
生活中遇到的困难问题。
全面发展，当好干部队伍“佼佼者”。一
是在自我纠错中不断进步。以本职工作为出
发点，针对个人不足列出存在问题清单，增
强自身理论素养、专业素养。二是创新工作
模式。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做到向周围先
进看齐，向上级部门看齐，实事求是。三是坚
定信仰，不断提升个人品德。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永葆
共产党人廉洁本色。在工作中，不徇私、不推
诿，眼界要宽、站位要远，发现有悖于工作纪
律的及时指出，勇做新时代敢担当敢作为的
合格干部。

城中区部署汛期安全生产工作
本报讯（记者 悠然）为全面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精神，深入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不断坚定“四个自信”，忠实践行
“两个绝对”，坚持安全发展理念，弘扬生
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思想，近日，城中区
安监局组织全局干部职工召开汛期安全生
产工作部署会。
会议传达了 《西宁市城中区应急抢险

组织实施方案》《西宁市安全生产委员会
办公室关于加强汛期安全生产工作的通
知》《关于做好城中区 2018 年防汛工作的
通 知》 等 文 件 精 神 。 会 议 要 求 ， 全 体 人
员要强化安全生产意识，高度重视汛期
安全生产工作，着力加强重点区域、关
键部位巡检巡查；要切实落实好汛期 24
小时值班值守工作，尽可能做到早发
现、早处置、早报告，确保汛期辖区人

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下一步，城中区安监局继续坚持以
习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为
指导，深入推进“两个绝对”具体化，
恪守岗位，履职尽责，锐意进取，努力
争当新时代安全生产监督检查“领头
雁”，为辖区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打
造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建设幸福西宁提供
安全保障。

大通：
大通
：
持续加油铆足劲儿抓脱贫
本报讯（通讯员 姚占山）6 月 11 日上午，
桥头镇八一社区会议室内座无虚席，大通县
第一书记和扶贫（驻村）工作队员脱贫攻坚
政策知识培训班正在进行。来自全县 116
个贫困村的第一书记和扶贫（驻村）工作队
员聚精会神，听得十分投入。
据悉，举办此次培训班，旨在全面提升
该县第一书记和扶贫（驻村）工作队员对脱
贫攻坚各项政策知识的掌握运用能力。将

分两批对全县 116 个贫困村第一书记和扶
贫（驻村）工作队员进行全面培训。培训班
上，县委组织部负责同志为大家解读了《大
通县第一书记和扶贫(驻村)工作队干部管理
细则》。并要求每一名驻村干部认真贯彻落
实中央精神和省市县委部署要求，紧紧围绕
脱贫攻坚目标，坚守岗位、守土尽责，撸起袖
子加油干，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作出积极贡献，向组织和群众交

一份满意的答卷。
大通县扶贫办两位工作人员为大家带
来题为《脱贫攻坚政策知识解读》
《行业扶贫
相关政策解读》的精彩课程。同时，培训班
还邀请了原向化藏族乡上滩村第一书记周
丹文、三角城村第一书记张喜民作交流发
言，为大家“传经送宝”。他们结合自身实
际，围绕两年多来驻村工作实绩，与在座学
员做了交流发言。

16 项精准
项精准扶贫
扶贫

让西区脱贫有成效
让西区脱贫
有成效
本报讯（记者 张国静）自全省开展精准
扶贫工作以来，城西区认真落实中央、省、市
对困难群众精准帮扶的相关政策，在全市率
先出台了《城西区关于对困难群众精准帮扶
的十二条措施》
《城西区困难群众精准帮扶
工作措施》等相关政策，形成了“七增五提四
扩”的帮扶工作新举措。通过 8 大类 16 项的
举措，研究困难群众的精准帮扶工作，辖区
困难群众的生活得到了有效的保障。
城西区积极探索为困难群众帮扶解困
新模式，在开展城西区精准帮扶困难群众工
作中，力争做到“精准到户”
、精准到人，实行
动态管理核查精准扶贫对象，摸清了困难人
口致贫原因和脱贫需求，实现帮扶工作与低
保对象的无缝衔接，实现精准识别。其中，
在扶持就业创业方面，通过调整就业困难人
员首次创业补贴，为 11 人发放创业一次性
奖励金 8.1 万元。享受首次创业补贴 20 人，
发放金额 4 万元，扶持创业 467 人，带动就业
1527 人；通过举办“就业援助月”
“ 春风行
动”等招聘活动，安置困难家庭就业 67 人；
为 3800 名就业困难人员发放养老、医疗保
险费补贴 2691.57 万元。在居住环境方面，
为 240 户困难家庭发放廉租房补贴 45.19 万
元。在医疗服务方面，为 855 名救助对象发
放医疗救助金 315.85 万元。在教育扶助方
面 ，为 2838 名 学 前 一 年 幼 儿 减 免 保 教 费
113.52 万元；为 35 名残疾幼儿、家庭困难幼
儿减免保教费 2.28 万元。在救助体系和兜
底保障方面，建立梯次救助机制，对符合低
保标准的贫困对象及时纳入低保范围进行
分类施保。
下一步，城西区将持续推进精准帮扶工
作，补齐民生短板，夯实发展基础，着力构建
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民生保障机制和困难
群众救助体系。同时，整合社会救助资源，
加强基本生活保障与医疗救助、住房救助、
教育救助、司法救助等制度之间的衔接配
套，促进各相关政策措施在保障对象、保障
标准、保障资金、服务管理等环节的互联、互
动、互补，形成社会帮扶合力，助推全区精准
扶贫工作取得新成效。

脱贫攻坚

西宁在行动
北区

40名妇女刺绣班上学绝活
40
名妇女刺绣班上学绝活
本报讯（记者 芳旭 通讯员 范生栋）为贯
彻落实市委
“两个绝对”
具体化工作，
深入推进
精准扶贫、
巾帼脱贫行动，
实现妇女居家创业
增收脱贫,从6月3日起，
城北区妇联在二十里
铺镇双苏村举办一场妇女刺绣培训，
近 40 名
妇女姐妹参加了培训，
学到了真正的绝活。
此次培训邀请了民间工艺文化传承有
限公司的老师给大家授课。培训中，老师运
用刺绣理论和实践操作相结合的模式，手把
手从刺绣针法、构图、花色搭配、图案设计、
艺术审美等方面分步骤给姐妹们进行详细
的讲解，激起了妇女们对刺绣的浓厚兴趣。
后期该公司还将对刺绣作品予以回收和销
售，让她们在照顾好老人和孩子的同时增加
收入。
“区妇联在家门口给我们举办刺绣培训
班，还能面对面跟着专业老师学习刺绣，我
们做好的鞋垫、香包等刺绣作品被公司销
售，既能学到刺绣专业知识，还能挣钱补贴
家用，真是太好了！”城北区二十里铺镇双苏
堡村张桂琴说。
北区妇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举办刺绣培
训班旨在满足农村妇女足不出户就能就业
的愿望和需求，鼓励和引导广大农村妇女寻
求灵活就业的增收门路，同时传承非遗刺绣
文化、丰富了广大妇女的文化生活。今后区
妇联还将拓宽妇女就业门路，举办更多的增
收培训班，
助力全区精准脱贫攻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