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 9 月 15 日 星期六

时报/综合新闻

责编 / 赵娜 版式 / 彩英 校对 /刘薪

A03

千余射手 21 日化隆“秀”技艺
时报讯（记者 李玉娇）记者从 9 月
14 日召开的 2018 第四届中国·青海国
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第四届射箭精英赛将于 9 月 21 日
至 25 日在海东市化隆县举办。赛事将
秉承省委“一优两高”的战略部署，深
入贯彻落实我省“五四战略”，继续传承
青海民族传统射箭文化，旨在着力打造
本土民族传统射箭品牌赛事，进一步促
进体育与旅游、文化、休闲、健康融合发
展，助推我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区建设
再上新台阶。
据了解，此次赛事以“传承、特色、
创新、发展”为主题。赛事设立了 4 个弓
种、5 个项目，包括现代传统弓、复合

弓、反曲弓、牛角弓，能满足射箭爱
好者的不同需求。同时设立了大学生
现代传统弓队伍参赛，为民族传统射
箭运动在高校的推广和普及奠定了基
础。比赛共邀请了澳大利亚、英国、
白俄罗斯、保加利亚、美国、法国、德
国、韩国、爱尔兰、泰国、乌克兰、中国、
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 22 个国家和地区
的 90 支队伍、1148 名运动员参赛，其
中境外队伍 22 支 100 名、省外队伍 24 支
122 名、省内队伍 44 支 926 名，规模超过
往届。
据化隆县委副书记、县政府代县长
马占奎介绍，近年来，化隆县委、县政府
依托黄河流域丰富的旅游资源和便利

的交通优势，探索“以赛事节庆促旅游
发展”的模式，积极开展各项体育赛事
和旅游活动，使旅游产业逐步成为化隆
经济新的增长点。化隆射箭文化历史
悠久，源远流长，化隆百姓对武术、射箭
等传统体育有着特殊的感情。当前，射
箭不仅是当地群众强身健体、休闲娱乐
的方式选择，也是各民族沟通交流、交
往、交融的重要载体，在强筋骨、添智
慧、保生态、促团结等方面起到了积极
的促进作用。此次赛事对于化隆百姓
来说，即是崇文尚武的民族习俗的展
示，更是体育赛事和旅游文化、黄河文
化完美结合的产物。目前各项筹备工
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

9 月 12 日，循化
撒拉族自治县农牧
局组织规模养殖户、
青贮玉米种植户以
及农牧系统技术人
员 共 78 名 ，走 进 养
殖、种植区街子镇孟
达 山 ，围 绕 2018 年
粮改饲项目为主题，
深入种植区青贮玉
米饲草基地暨机械
化收割、储蓄现场进
行实地观摩、
交流。
时报通讯员 旦
增摄

民和 60 户家庭获
“标兵户”殊荣
时 报 讯（记 者 张 娜 通 讯 员 白 林 “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主题，
娟）9 月 13 日，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举
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五星级文明户”
行“五星级文明户标兵户”表彰大会，从
创建活动，评选出一批优秀且具有典型
各乡镇、社区现有的“五星级文明户” 示范作用的“五星级文明户标兵户”。
中，评选产生了 60 户家庭获得“五星级
为了更好地宣传和推广“五星级文
文明户标兵户”殊荣。
明户”创建工作，在当天的表彰会上，展
据了解，自 2015 年“五星级文明户” 映了其中 10 户家庭专题片，通过专题
创建工作启动以来，民和县坚持将创建
片，让大家感受了“五星级文明户标兵
工作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户”家庭特有的风采和魅力，引导大家
观、精准脱贫、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等重
崇尚文明新风、树立良好家风。以朱东
点工作相结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兴家庭为代表的创建和树立的“五星级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家庭为活动
文明户标兵户”，是一批具有时代特色
细胞，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围绕
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文明家庭典型，

充分发挥了家庭在传承文明、弘扬美
德、促进社会和谐中的基础作用和示范
引领作用。受表彰者纷纷表示，将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
导下，珍惜荣誉，谦虚谨慎，以家庭文明
和谐促进社会文明和谐，以家庭文明进
步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以文明新风推动
民族团结进步，为大力弘扬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扶贫、光伏扶贫 2 个项目，确保 9 月底前
开工；加快推进全区 2018 年 78 座各类
厕所建设任务，碧桂园(一期）、南嶺华
府 2 个房地产项目；积极推进西沟峡绿
色矿山示范区、大红岭生态公墓等 3 个
青洽会签约项目，确保项目年内开工建
设。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平安区将对已
开工建设的牙扎水库、平安驿“袁家村·
河湟印象”、平安大道改造工程、西城
小学等项目，加大服务指导力度，争
取超额完成投资；对尚未开复工的祁
家川防洪三期、沙沟至古城公路、富
森智慧物流产业园、光伏扶贫等项

严打侵财犯罪不手软
时报讯（记者 颜金梅 通讯员 蔡祥元）近
期，
互助县公安局针对多发性侵财案件发案规
律，坚持主动出击、深度研判，通过打合成战、
信息战，
综合运用视频追踪、
数据研判、
串并分
析等措施，
成功破获侵财案件 22 起，
抓获犯罪
嫌疑人 5 人，
有力维护了社会治安稳定。
8 月 7 日凌晨，
互助县客运站门前的 4 家商
铺被撬盗，损失电脑等 1 万余元财物。8 月 10
日，
威远镇西街鼓楼商业广场一手机店内23部
手机被盗，
价值39500余元。案发后，
互助县公
安局刑警大队迅速开展侦查工作，
侦查员通过
调取现场及周边监控，
循线追踪到西宁等地获
取大量线索。通过比对分析，
决定将两起案件
串并侦查。9月3日，
刑警大队民警在平安区将
犯罪嫌疑人张某平、
马某得抓获。经审讯，
张某
平、马某得交代了自 8 月份以来，伙同星某海
（在逃）、杨某峰（在逃）在互助县客运站撬盗 4
家商铺、
从鼓楼商业广场手机店内盗窃23部手
机的犯罪事实，
同时交代了该团伙在西宁市、
平
安区、
乐都区盗窃作案11起的犯罪事实。
8 月 22 日 19 时许，互助县东山乡寺尔村
村民李有某等受害群众将涉嫌诈骗的犯罪嫌
疑人胡某云扭送至互助县公安局。刑警大队
根据受害人反映的情况，立即对胡某云开展
审讯。胡某云交代了以介绍工作、介绍工程
等手段实施诈骗的 5 起犯罪事实，诈骗金额
高达 21000 元。
8 月 26 日凌晨 4 时许，巡警大队民警巡逻
至威远镇阳光酒城附近时，
发现停靠在路边的
一辆红色轿车形迹可疑，
遂对其进行盘查。盘
查中发现驾驶员系因多次实施盗窃被判刑入狱
刑满释放的龚某强，
且在该车后备箱内发现货
车电瓶，
有盗窃嫌疑。根据巡警反馈的情况，
刑
警大队民警将龚某强传唤至刑警大队进行审
讯。经审讯，
龚某强对在威远镇安居小区门前
盗窃价值1300元的货车电瓶的事实供认不讳。
9 月 4 日，互助县公安局刑警大队连续奋
战，在西宁市城东区某手机维修店将涉嫌掩
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店主赵
某抓获，赵某对低价收购被盗手机的事实供
认不讳，
追回被盗手机 8 部。
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平、马某得因未达
到刑事责任年龄，责令家长严加管教；赵某、
胡某云被互助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龚某
强被依法行政拘留十日；其他犯罪嫌疑人的
抓捕及追赃工作正在进行中。

坚决打赢

平安 30 余个项目加速推进
时报讯（记者 冯大馨 通讯员 王志
鹏）近日，平安区印发《海东市平安区
“项目生成攻坚”行动实施方案》，从项
目开工、推进、储备、引资、要素保障五
个方面入手，对开展专项行动进行安排
部署，全力推动该区项目建设顺利加速
推进。
据了解，今后一个时期，平安区将
着力推动天然林保护、农村饮水安全巩
固提升等 5 项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全
面抓好祁家川防洪三期、青海富森智慧
物流综合产业园、沙沟至古城公路等 20
项区级重点项目，确保 9 月底前全部开
工；协调做好三合镇冰岭山村乡村旅游

互助警方

扫黑
黑除恶
恶攻坚战
海东市今日天气

目，落实责任，全力抓进度促投资；对
前期工作已完成、基本具备开工条件的
项目，建立责任清单，明确进度要求，力
促及早开工。同时，围绕“十三五”
规划、核心区规划、兰西城市群、乡
村振兴战略、富硒产业、生态环保、
脱贫攻坚等重点领域，谋划建立储备
量 150 项以上、总投资额超 100 亿元的
项目库，持续推进，滚动管理，确保
项目尽早落地。

海东市气象局提供 制图/时报记者 张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