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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南州树牢安全责任意识
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本报讯 （通讯员 马军国） 近日，黄南州
召开全州安全生产工作专题会议，听取全州
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
要求各地各部门切实担起“促一方发展、保
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筑牢安全生产防
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州委
书记王振昌主持会议并讲话，州委副书记、
州长乔学智安排部署安全生产工作。
王振昌指出，要绷紧安全生产的弦,进一

步提高安全生产意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查找漏洞，补齐短板，树牢责任意识、安全
意识和法律意识，深入开展安全隐患大排
查、大排除工作，确保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
到实处、各类安全隐患排除到位。
王振昌强调，着力从五个领域抓细安全
生产工作。一是消防领域。二是建筑领域。
三是交通领域。四是危险化学品领域。五是
森林草原防火领域。

王振昌要求，从三个方面认真履行安全
生产工作职责。一是夯实责任。二是加强检
查。三是强化考核。
乔学智要求，务必从四个方面做好安全
生产工作。一是务必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
作。二是务必加强安全生产日常监管。三是
务必保障必要的资金投入。四是务必做好群
众的宣传教育工作。

“榜样的力量”报告会在州直机关举行
本报讯 （记者 马文莉） 奋进的征程，
离不开精神价值的指引和榜样力量的支撑。
近日，黄南州“榜样的力量”巡回报告团在
州会议中心举行第 25 场报告会。在家的副
州级以上领导干部，州委各部门、州直及省
驻州各行政企事业单位领导和干部职工代
表，州卫生健康系统医护人员代表、州教育
系统教职工代表和同仁县各界代表，共 650
余人参加报告会。州委常委、宣传部长李学
军主持报告会。
榜样是有形的正能量，是鲜活的价值
观。一个半小时的报告会上，5 名宣讲员紧
密结合先进人物的亲身经历、见闻，用扣人
心弦的故事、真实感人的事例，感人肺腑地
讲述了索南、马文义、拉毛才让、乔国胜、
尕藏 5 位先进人物忠诚于党、坚守使命、爱
岗敬业、扎根一线、服务人民的典型事迹和
崇高品质，生动立体地展示了党员干部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整体形象。
看卓永措是一名来自税务机关的年轻党
员，他们一行 10 人组成藏汉双语宣讲团，
从泽曲河畔到蒙旗草原，从灵秀尖扎到文化
同仁，一路走来，用藏汉双语开展了 24 场
演讲报告。走进第 25 场巡回演讲报告会现

场，看卓永措说:“32 场巡回宣讲报告会， 心，牢记入党的使命。作为教育人，担负着
已接近尾声，来到今天的会场，我内心依旧
更重的责任，既要教书，更要育人，教育学
澎湃。每场报告会，都能感受到大家坚毅的
生要励志努力学习，爱党爱国爱家乡。”州
目光和热情的反馈，我们既是报告人，也是
民族高中副书记张国贤说道。
被感动者，他们的事迹是迎接祖国 70 华诞
报告会指出，巡回报告既是一次感人肺
最好的礼物。”
腑的思想感染，更是一堂入脑入心的党性教
报告引发了大家对榜样的无限热爱和由
育。本次巡回报告，恰逢第二批“不忘初
衷崇敬。报告会现场，热烈的掌声不时响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深入推进之际，这
起，听众热泪盈眶、全神贯注。不忘初心、 既为大家“对照先进找差距、立足岗位勤作
爱岗敬业是 5 位先进人物共同的特点，为人
为”提供了榜样参考，更为各位党员干部
民服务，就要学习他们的精神，以他们为标 “加强党性修养、保持忠诚担当”增强了精
杆，为百姓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神动力。报告会强调，全州党员干部群众要
同仁县隆务镇热贡路社区主任李艳玲深
对照榜样补差距、秉承初心践使命、实干奋
受先进人物事迹的感染，她说：“先进人物
斗勇争先，要以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为契机，
鲜活生动的感人事例和宣讲人声情并茂的讲
将榜样的学习教育贯穿于主题教育的全过
述，展示了新时代党员干部的强烈责任感和
程，以新作为新气象新业绩为新黄南建设作
担当精神，他们的先进事迹，传递着催人向
出新的更大贡献！
上的正能量。”
走出会场，宣讲团成员又马不停蹄的走
一场场报告、一阵阵掌声、一次次交
向双朋西乡、保安镇、部队、学校等报告阵
流。在近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巡回报告团成
地，将索南等 5 名先进人物的事迹讲述给全
员赴机关、下基层、进学校，引起了干部群
州各族干部群众，这必将激发每个人心中向
众的强烈反响。“先进人物的事迹很感人， 善的力量，在全州上下推动形成学习先进、
他们始终怀着对党的感恩，在平凡的岗位上
宣传先进、争当先进的良好氛围。
做出了很多不平凡的事迹，不忘入党的初

做好森林草原防火 营造安全稳定环境
本报讯 近日，州政府召开全州森林草原
防灭火工作会议。州政府关却加副州长、丁
永红副秘书长、州林业和草原局拉却加局长，
以及州森林草原防火指挥部成员单位、州自
然资源局、州生态环境局、州森林公安局、州
麦秀林场、州森林草原防火办公室等单位负
责人、四县人民政府主管县长和四县自然资
源局主要负责人等 80 余人参加会议。州政府
副秘书长丁永红主持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全省森林草原防灭火电视
电话会议精神，通报 1-8 月全州森林草原防
灭火工作情况。州气象局对今冬明春全州气

候趋势作了分析和预测；尖扎和河南两县政
府分别作了交流发言；关却加分别与四县人
民政府签订了今冬明春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
目标责任书。
会议强调，当前，全州已全面进入森林草
原防灭火期，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省
委、省政府及州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的决
策部署，对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要做到高度
重视、落实责任、科学防范、积极应对，确保防
灭火工作万无一失。要把森林草原防灭火工
作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抓紧部署，迅速行
动，形成强大工作声势。对抓好秋冬季全州

森林草原防灭火各项工作，会议要求各地各
相关部门：一是要强化组织领导，抓好责任落
实。二是要狠抓落实，严格野外火源管控。
三是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增强群防群治作
用。四是要建立健全森林草原消防队伍，强
化应急处置能力。会议最后强调各相关单位
一定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为抓手，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
齐心协力，迎难而上，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
作和安全防范各项工作，为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大庆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一份特殊的党费
通讯员 王志青
“你好，是县委组织部吗？我要替别人
交一笔党费。
”
9 月 25 日，在泽库县委组织部办公室，
退休干部青措的外甥尕玛才项捧着 5 万元现
金，把青措多年的积蓄作为党费交给了党组
织，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青海解放
70 周年“献礼”。
现场，泽库县委组织部干部随即拨通了
老人的电话，详细询问相关事宜。电话那头
的青措听说是泽库县委组织部的电话，声音
变得更有力了，她说：“我是党培养成长起
来的一名共产党员，党教育了我，一心向
党、为党工作、奉献人民，这是我一生不变
的‘初心’。我现在 80 岁了，老伴也离我而
去，身体也弱了许多，可能在世时间不多
了，正值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我把这点积

攒的钱交给党和国家，为国家的发展尽一份
力，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祝愿泽库越
来越好。
”讲到最后，老人忍不住哭出了声。
现居住在江苏的青措出生于泽库县宁秀
乡尕强村，是一名泽库本地成长起来的干
部，197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0 年退
休，退休前任泽库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电话中，老人激动地说：“我天天坚持
看电视新闻，读书看报了解国家政策，这几
年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越来越
富有，城乡变得越来越美，泽库县也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这个老党员理应为国家
富强尽一点力！
”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退休后的青
措依然不忘初心、一心向党、永葆本色、甘
于奉献。居住在西宁时，她积极参加并带头

发言泽库县老干局第二支部每月的政治学
习、支部生活会。随丈夫定居江苏后，仍然
不忘学习，时刻关注国家大事。随时通过电
话、微信向党组织汇报思想状况。在汶川大
地震和玉树地震中，自愿缴纳特殊党费各
1000 元，为灾区灾后重建贡献自己的绵薄
之力。
这 5 万元的大额党费是青措感谢党组织
对她的培育和关怀，也是泽库县委组织部迄
今为止收到数额最大的党费。按照流程，泽
库县委组织部工作人员会将这笔党费全部交
到中组部。
这位可爱可敬的老党员身上，充满了不
忘初心、方得始终的信念，也传递着信仰的
无穷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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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玉村来了
“贴心人”
本报讯 （通讯员 欧甲队） 9 月 27
日，州委组织部、州委老干部局全体党
员干部赴同仁县隆务镇措玉村开展“共
庆祖国生日、点赞幸福生活”主题党日
活动。
活动邀请村党支部党员、贫困户代
表、村两委班子成员、扶贫工作队员召开
座谈会，听取民声、现场收集“微心
愿”，让参加会议的党员群众写出自己对
基层组织建设、联点帮扶、村两委班子的
意见建议。按照“十个一”工作要求，本
次主题党日开展党员干部讲党课，通过谈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的深刻体会，讲运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存在的差距和改进工作的思
路，用身边事引导身边人。
活动还安排重温入党誓词宣誓活
动，面对鲜红的党旗，全体党员在驻村
第一书记的带领下郑重宣誓“我志愿加
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
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
定，严守党的纪律……”，党员们声音铿
锵、句句千钧，神情庄重地许下对党和
人民的承诺。宣誓过后，全体党员手摇
国 旗 ， 齐 唱 《没 有 共 产 党 就 没 有 新 中
国》 感恩党和祖国，表达对祖国的祝福。
悬挂国旗是为祖国生日祝福的最好
方式，主题党日活动中组工干部们为家
家户户送国旗。党员干部同群众一起将
一面面国旗插在门口，全村大街小巷一
路“飘红”，形成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
洋溢着热烈喜庆、文明祥和的节日气氛。
活动最后党员干部带着党的一份关
怀、一份牵挂，先后慰问了措玉村的 25
名党员、19 户贫困群众，为党员发放了
党徽、藏汉双语党章、党建宣传材料等
节日慰问品，并仔细询问他们的身体健
康、生活起居等情况，并叮嘱他们有任
何困难及时与组织联系。

清退电力销户客户
账户余额公告
尊敬的电力客户：
为保障广大用电客户合法权益，
国网黄化供电公司所属的同仁县、尖
扎县、泽库县、河南县供电公司自即日
起至 2019 年 12 月 15 日，将集中对电
力销户客户账户余额进行清理，请已
办理电力销户、尚未清退电力账户余
额的客户(具体退费客户明细可在当
地各供电营业厅查询)，请户主携带相
关资料前往当地供电营业厅办理相关
退费手续。逾期将视为放弃处理，我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进行转收入
处理，届时将无法退还。
国网黄化供电公司
2019 年 9 月 29 日

遗失声明
▲ 同仁县隆务镇夏琼南路娘尕加青
（2019） 同仁县不动产权第 0000710 号
不动产权证声明遗失。
▲ 同仁县瓜什则乡加吾力吉村四队 16
号羊庄南杰 4 人户口簿声明遗失。
▲ 武峰 632322199110280010 号身份证
声明遗失。
▲ 同仁县隆务镇四合吉村努日藏 6 人
户口簿声明遗失。
▲ 桑杰才让青 D—13391 号车机动车登
记证声明遗失。
▲ 同仁县解放北路 13 号桓国江同国用
（2003） 第2444 号土地使用证声明遗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