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报讯（记者 张娜 通讯员 郭荣善）为努力打
造优美靓丽、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和文明和谐的
人文环境，海东市乐都区明确工作任务，突出创城
理念，精心组织活动，紧抓贯彻落实，确保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常态化、长效化。

为做好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统筹、指挥、协调工
作，确保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乐都区工作顺利进行，
乐都区成立创城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落实各
项创城工作。在广场、绿化带、主要路段、公园节
点等处，利用户外广告、展板、文化墙等多种形式，
广泛宣传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相关内容。目前，悬
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横幅 100 余条，户外 LED 大
屏滚动播放创城宣传标语 50余条，打造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景观小品 10处，制作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文化墙3处，制作发放“文明餐桌”公约标
识牌 1650 块、“海东市民守则”告知牌 1100 块，更
新公交站点橱窗宣传内容 30余条、交通标志牌 15
处，营造了良好的创城舆论氛围。

同时，围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及创城理念，充分运用多种行之有效的宣传方式，
动员全社会各方面力量，引导全民参与创建活
动。开展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共享和谐美好生
活”为主题的《我运动 我健康 我快乐》河湟广场舞
大赛活动，发放《海东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倡议
书》3000余份，发放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宣传画2000
余份，发放各类宣传品5000余份，切实提高市民对
创城工作的认同感、知晓率和参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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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李玉娇）为推动“一
优两高”战略部署在化隆落地生根，
今年，化隆县将着力补齐生态建设短
板，推动区域协调高质量、产业布局
高质量、城乡建设高质量、融入国家
战略高质量，全力为群众创造高品质
生活。

据了解，为推动“山水化隆”山更
绿、水更清、天更蓝，今年，化隆县将
全面落实党政领导干部生态文明建
设责任制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
制，加大督查和考核力度，严肃查处
违法违规行为。将生态建设与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结合起来，与“文明城
市、卫生城市、园林城市”创建结合起
来，开展“碧水蓝天”和“家园美化”专
项行动，抓紧实施 7家养殖场搬迁工
作。

同时，全力打好“清洁能源”这张
牌，并进一步做大做强牛羊肉深加
工、青稞种植、冷水鱼养殖等特色优
势品牌，推动高质量发展。大力发展

光伏产业，科学规划投资 2.3 亿元的
涉及 144个贫困村的 5个联村容量为
29.5兆瓦光伏电站扶贫产业，并尽快
使其并网发电，让企业收益、贫困户
致富。积极在牛羊肉精深加工上下
功夫，抢抓水产养殖条件优越等优
势，带动企业增收、周边群众致富。

此外，化隆县将以“双核发展”为
动力，推动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着
力将群科新区打造成以商贸旅游为
主的滨水生态宜居城市，把巴燕·加
合经济区作为巴燕镇的主导产业区，
建设扎巴、甘都等美丽城镇和 150个
美丽乡村，着力打造一批商贸物流
型、旅游服务型、交通枢纽型、农牧服
务型等各具特色的新型集镇，为创造
高品质生活提供发展条件。

化隆推进“一优两高”有实招

深入实施深入实施 五四战略
奋力推进奋力推进 一优两高

时报讯（记者 颜金梅）8月18日，
在扎隆沟至碾伯镇的路段上，工人们
正在打立桩。从 2014 年开工建设的
扎碾公路经过四年的建设，目前，全
长50.79公里的下面路面层2017年底
已经全线贯通，正在实施上面层沥青
路面的浇筑，同时实施隧道的机电工
程和交安工程，并计划 9月份沥青路
面全部铺筑完成，有望年内通车。

扎 隆 沟 至 碾 伯 镇 公 路 （S204
线） 是国家 《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
地区变通建设扶贫规划（2011～2020
年）》 中规划的省级公路之一，同
时也是青海东部城市群“六横六
纵”对外综合运输通道中的第“四
纵”——“天祝-乐都-化隆”公

路，即互助扎隆口-乐都碾伯镇-化
隆巴燕镇-循化街子镇-同仁段的组
成部分。

据了解，该项目采用二级公路
标准修建，设计荷载为公路1级，路
线全长 59.6 公里。新建路线全长
50.79公里双向二车道。由于扎碾公
路原设计新建公路共有 48.2 公里穿
越或临近风景名胜旅游区，其中有
17 公里经过互助北山国家公园总体
规划区，5.3公里经过互助北山国家
地质公园规划区，25.9公里经过或穿
过上北山省级森林公园，2014年6月
省变通运输厅会同省林业厅领导现
场调研后发现，设计线路位于林木
集中地区，若按原设计施工，破坏

将是灾难性的，因此提出路线优化
意见。

为此，设计单位先后对 26 公里
路线进行了调整，占设计里程的
51％，是我省公路建设史上调整线
位最多的一段。“2015年11月路线优
化完成后，路线减短108米，增加桥
梁 687 米 2 座，减少林地占用面积
243 亩，保留树木 67832 棵，优化后
工程减少费用约 2300 万元，但同时
也造成了合同工期严重滞后。”扎碾
公路项目部经理沈建青对记者说。

扎碾公路有望年内全线通车

时报讯 （记者 胡生敏 通讯员
杜全宁） 今年以来，海东市平安区
把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工作的总抓
手，全力以赴抓项目争取、抓工程
进度、抓协调服务、抓督促管理，
着力推进各类项目建设。据统计，1
至 7月，完成投资 16.67亿元，同比
增长6.79%。截至7月底，开复工项
目88项，开复工率为70.4%。

据了解，今年该区重点建设项
目 9 项，总投资 49.6 亿元，年内计
划完成投资 17.6 亿元。截至 7 月
底，重点项目开复工 8 项，开复工
率 88.9%，完成投资 7.97 亿元，完
成目标任务的 45.34%。7 项续建项
目复工 6 项，其中，牙扎水库现坝
体浇筑；袁家村·河湟印象建设项
目民国风情街、罗家大院、河湟书
院等室内外装潢；健康养老基地建
设项目现护理楼、康养中心、亲子
楼主体施工；三合美丽城镇建设项
目沿街风貌整治项目外立面整治，
三合大街路基工程，西环路已完
成；市政道路建设项目 （古驿大道
东延段现安装路灯；平安大道、乐
都路现正在路基施工）；市政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 （巴藏沟乡污水主管网
及九村污水管网主管网施工 1.9 公
里；古驿大道乐都路停车场已基本
建成，8 月底投入使用；污泥处理
厂基础施工；湟中路、东园路已完
成招投标；化隆路准备招投标；平
安路、中心广场改造现正在进行施
工图设计）；房地产开发项目（九家
巷商住小区主体施工，海兴·俪景
广场主体施工）。

为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平安区
将对工作进行再梳理、再部署，摸
清底数，落实责任，着力推进各类
项目全面开复工，确保 8至 12月完
成剩余26亿元的投资目标任务。全
力抓好“项目生成攻坚”，围绕市上
确定的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6%的
增长，总量达 42.7 亿元的投资任
务，进一步明确项目责任清单，逐
一细化工作责任目标和时间表，确
保项目按计划形成实物工作量。

平安88个项目

开复工率70%

乐都扎实推进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时报讯（记者 颜金梅 通讯员 汪海燕）当前正
值“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禁毒2018两打两控”专
项行动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开展之际，海东市公
安局和化隆县公安局两级警方上下联动，于近日
成功破获一起贩运毒品案。

今年7月份，化隆县公安局禁毒大队民警获悉
一条线索，有人企图从西宁往化隆县运输毒品。获
悉线索后，化隆县公安局立即责成禁毒大队成立专
案小组，对该嫌疑人开展缜密侦查。专案组民警辗
转多地，深入细致地摸排可靠线索，功夫不负有心
人，经过专案组民警两个月的缜密侦查，终于获知
犯罪嫌疑人将于8月13日晚从西宁运输毒品至化
隆县某地的情报线索。专案组迅速组织化隆县公
安局刑警大队、交警大队及牙什尕派出所的警力，
对抓捕行动进行周密安排部署，决定在犯罪嫌疑人
进入化隆县某地时将其一举抓获。

8月13日晚，专案组民警在犯罪嫌疑人约定的
地点进行蹲守，犯罪嫌疑人到达化隆县某地时事先
埋伏好的民警迅速出击，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马某
某和马某某，当场缴获疑似毒品冰毒约45克。

抓捕现场，通过对两名犯罪嫌疑人的尿液检
测，其中一名有强制隔离戒毒前科的犯罪嫌疑人
马某某的尿液检测呈甲基苯丙胺阳性。经审讯，
犯罪嫌疑人马某某和马某某均对其运输毒品的犯
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化隆县公安局刑
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扫黑黑除恶恶攻坚战
坚决打赢坚决打赢

警方成功破获一起

贩运毒品案
8月17日，化隆县公安局采取固定执勤点与流动巡逻的方式，以县城巴燕

镇街道、阿岱检查站、群科新区检查站位重点区域，开展农村面包车安全专项
治理工作。期间，检查车辆500辆，无证驾驶2起。图为民警正在检查过往的
面包车。 时报记者 颜金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