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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海）藏毯展 6 月 2 日举行
时报讯（记者 颜金梅）5 月 16 日， 家用纺织品行业协会承办。展览会以
记者从 2018 中国（青海）藏毯国际展 “编织绿色地毯世界铺架‘一带一路’
览会媒体公共信息平台发布会暨宣传
桥梁”为主题，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设
工作协调会上了解到，2018 中国（青
A、B、C 三个场馆和广场展示区，A 馆
海）藏毯国际展览会将于 6 月 2 日在青
为中国精品地毯馆，B 馆为国际精品
海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并在青海省玉
地毯馆，C 馆为地毯实体体验馆，展示
树、果洛两个藏族自治州举办分会场。 面积约 5 万平方米，总搭建标准展位
据了解，此次展览会由国家商务
2000 个。
部、青海省政府共同主办，青海省商务
本届展会首次举办藏毯展会走进
厅、中国藏毯协会、中国贸促会青海省
玉树、果洛巡回展，开展青海藏文化博
分会、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中国
物馆启幕仪式及古藏毯展示，展示面

积各约 1000 平方米。展览会现场将
开设“一带一路”经贸合作和地毯产业
绿色发展圆桌会议、青海藏文化博物
院古藏毯博物馆启幕、永不闭幕的藏
毯展会（线上）、展览颁奖盛典等系列
活动，多方位展示国内外各类手工地
毯、机织地毯、艺术挂毯，展现藏毯文
化、藏医药文化，现场演示地毯编制，
实体体验青海各市州特色文化及延伸
产品，开展地毯现货销售和国内外手
工艺品展示等。

目前，海东市全
民健身服务体系不
断健全完善，健身组
织网络覆盖延伸。
体育组织发展壮大，
县级体育总会覆盖
率 达 100％ ，形 成 遍
布 城 乡 、规 范 有 序 、
富有活力的社会全
民健身组织网络。
图为平安区全民健
身中心施工现场工
人们正在吊装顶棚
水平支撑支架。
时报记者 颜金
梅摄

如何让海东美丽城镇
“风景这边独好”
□时报评论员 张扬
据《海东时报》5 月 11 日报道，近
日，我省印发《青海省美丽城镇建设
2018 年工作方案》，
集中打造 16 个各具
特色的美丽城镇，
切实改善城镇环境面
貌。2018年度美丽城镇实施范围包括：
西宁市湟中县上五庄镇，
海东市乐都区
寿乐镇，
互助县塘川镇、
五十镇，
循化县
积石镇、白庄镇，民和县古鄯镇、马营
镇，化隆县巴燕镇、扎巴镇、甘都镇，海
西州德令哈市怀头他拉镇，
乌兰县希里
沟镇，茫崖行委花土沟镇，大柴旦行委
柴旦镇，
玉树州称多县称文镇。
从这篇报道中不难看出，将要打
造的 16 个美丽城镇，海东市就占据了
10 个之多，这充分说明海东市城镇资
源的丰富和城镇特色的鲜明，对推动
海东市城镇化无疑是一个先天优势。
先来看看乐都区的寿乐镇，地处风景
迷人的引胜沟内，有山有水，还有原始

森林，除了自然风光，人文特色也非常
故事。因此，海东市应该抓住这一契
浓郁，确实是打造特色美丽城镇的最
机，将美丽城镇的打造和旅游带建设
佳之选。再来看看互助的塘川镇和五
结合起来。在建筑构造上，依据各地
十镇，塘川镇是互助进出西宁的咽喉， 不同人文、历史特色，改造或建造独具
近年来以特色农业被外界所熟知，尤
特色的建筑群，如互助五十镇可以打
其是在树莓种植上，可以说是开了青
造土族庄廓院式建筑，将其建成“土族
海省的先河；五十镇更是风情万种，以
风情小镇”，循化白庄镇紧紧抓住撒拉
佑宁寺为核心的自然风貌旖旎，这里
族“篱笆楼”的建筑特点，建造成独具
又是土族风情最为浓郁的地区之一， 特色的“撒拉风情小镇”；同时，根据各
相信这两个特色美丽城镇也极具看
地产业特点，在美丽城镇建设中融入
点。接下来看看循化县的积石镇、白
产业元素，将他们打造成“油菜小镇”
庄镇，以及民和的古鄯镇、马营镇，化
和“线椒小镇”；最后，将这些各具特色
隆县的巴燕镇、扎巴镇、甘都镇，这些
的小镇串成一条条旅游环线，最后把
城镇散落在古丝绸南道上，各具鲜明
所有美丽城镇变成“休闲小镇”。如此
的地方特色，河湟文化、地域文化、民
一来，海东市的美丽城镇自然也就会
俗文化、民族文化在这里交相辉映，打 “风景这边独好”
了。
造特色美丽城镇确实实至名归。
和省内其他地区相比，海东市小
城镇资源丰富多彩，不仅数量上遥遥
领先，每个小城镇都有自己的风貌和

（上接 A01 版）老干部们对近年来海
东市城市建设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和
生态建设取得的成就高度赞扬，纷纷
感慨万千。
据了解，近年来，海东市在城市、
园区、高原现代农业、文化旅游、生态
环境建设和脱贫攻坚、民生事业及党
的建设方面取得长足发展。2017 年
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436 亿元，特别是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9723
海东市组织开展了 50 万人造林绿化
元，高于全省平均数 263 元。农业在 “大会战”，工业经济实现了一季度“开
全 省 占 比 从 2016 年 的 47.3% 达 到
门红”，喇家遗址、七里寺花海、高庙卯
2017 年的 48.5%，农业真正成为全省
寨等一批乡村旅游景点正在奋力打
的半边天；消费产值首次超过海西。 造，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全国民族团
互助县产值首次突破百亿元大关，民
结进步示范市工作扎实推进。
和、乐都产值接近百亿元。互助故土
参加此次活动的还有市领导朱
园成功创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成为
泓、陈启福、蔡洪锐、韩永明以及青海
全省旅游三大金字招牌之一。今年， 省各市州老干局相关领导干部。

今年海东1.2万人参加高考
时报讯（记者 张娜）5 月 15 日下午，海东市
2018 年高考安全工作会议在海东会议中心召
开。今年，海东市高考报名人数 1.19 万人，较去
年减少 36 人。全市共设置 6 个考区、10 个考点、
402 个考场。市委副书记、市招委会主任徐信阁，
市政府副市长袁波出席会议。市招委会成员单
位负责人，各县（区）招委会主任、教育局局长及
招考办、考点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就 2018 年海东市高考工作进行了全面
安排部署，市招委会对 2016 至 2017 年度全市国
家教育考试 18 个先进单位和 64 名优秀个人进行
了表彰。
会议要求，要振奋精神，认清形势，切实增强
做好高考安全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对历史
负责、对人民负责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振奋精神，
增强“四个意识”，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协
同发展、齐抓共管”的原则，切实落实责任。对涉
及高考安全的各项工作，做到态度上零容忍、思
想上零懈怠、工作上零差错。要抓住关键，全力
以赴，确保实现高考安全工作万无一失。要结合
实际，精心制定 2018 年高考安全工作方案明确
任务分工，狠抓关键环节，试题试卷安全要突出
一个“防”字，综合治理考试环境要突出一个“重”
字，考试招生管理要突出一个“严”字，舆情和应
急处置突出一个“快”字，平行志愿改革突出一个
“稳”字，确保高考安全工作万无一失。要完善机
制，压实责任，为“平安高考”提供强有力保障。
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各有关部门各司
其职、通力合作，进一步完善“一级抓一级、层层
抓落实”的责任体系，确保全市“平安高考”工作
目标的实现。

我市开展非公经济领域

民族团结宣传
时报讯（记者 张娜）5 月 15 日，由海东市委
统战部、市创建办、市工商联举办的“守法诚信经
营、构建和谐企业、促进民族团结”为主题的非公
经济领域创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在平安
区中心广场举行。
此次宣传共设两个活动点，
平安区、
互助县工
商联及青海芳谱精炼油有限公司、海东市中意富
硒杂粮开发有限公司等 10 多家企业在平安中心
广场参与互动宣传。乐都区工商联组织全区非公
有制企业，
青海华西集团、
青海秦旺水利水电工程
有限公司、
青海泰宁水泥有限公司、
青海三阳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青海东兴建筑有限责任公司等
10 余家非公有制企业在乐都区中心广场开展宣
传周集中宣传活动。各企业积极参与，采取产品
展示和现场咨询的方式开展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宣传教育活动，
取得了良好效果，
推动了海东市非
公经济领域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工作。
活动期间，共设立宣传点 11 处，展出展板
60 多块，悬挂横幅 40 条，为群众发放宣传材料
8000 余份。通过此次宣传活动，大力营造了海
东市创建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的浓厚氛围，
进一步加深了各族干部群众对加强民族团结，维
护社会稳定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提振了非公企
业创建信心，凝聚了创建力量，增强了广大非公
经济人士和企业员工积极投入创建全省民族团结
进步示范市，建设美好海东的决心和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