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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又多了个黄河观景走廊

时报讯（记者 陈钰月）记者昨日
从省水利厅获悉，
我省又多了个黄河沿
岸观景走廊，
将把尖扎县扎玛当小流域
打造成以踏青、
赏花、
采摘、
养殖为一体
的千亩生态水果采摘观光园。
扎玛当，
藏语意为
“灌木滩之下方
区域”，位于黄河上游公伯峡段右岸，
属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第四副区的黄
河河谷梯阶和沟壑丘陵地带。该区域
丘陵起伏、地形破碎、沟壑密布、植被
稀疏，
气候温和且干燥，
土地干旱而贫
瘠，
水土流失严重。2019 年，
我省在扎
玛当开展了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项目，计划投入 700 余万元，实施坡耕

地改造、
营造乔木林和经济林、
封育保
护和修建水平阶、谷坊等水土保持措
施，累计治理水土流失程度达 80%以
上。在此之前，扎玛当小流域由于自
然条件差、
种植业结构单一、
土地利用
结构和经济结构不合理，导致当地群
众长期处于贫困状态，2018 年人均纯
收入只有 2500 元左右。
据 介 绍 ，在 小 流 域 项 目 的 实 施
中，省水利厅、黄南州、尖扎县十分重
视项目的进展和实施效果，以“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发展理念为
引领，以坚持生态保护优先、推动高
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一优

两高”发展战略为契机，以农、林、水、
交通等多部门合作为前提，以扎玛当
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为基础，以
黄河干流防洪工程、河道治理、河湖
长制、高效节水等措施为保障，以良
好的气候条件、交通条件、邻水条件
和黄河沿岸观景走廊为支撑，以德吉
村千亩经济作物园、文化旅游资源和
周边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为依
托，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
区域经济优势，着力提升第三产业比
重，达到山青、水净、村美、人富的目
标，为尖扎县乡村振兴奠定良好的基
础和支撑。

文峰碑全国山地自行车邀请赛即将开赛

时 报 讯（记 者 李 永 兰）6 月 10
日，记者从 2019 年第十届文峰碑全国
山地自行车邀请赛暨城中区文旅产品
展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这项比赛于 6
月下旬将在西宁市城中区举办。
文峰碑自行车赛既是对环湖赛
的铺垫和热身，也是对环湖赛的积极
响应和延伸补充。从 2010 年首届比
赛开始，十年时间从只设竞赛组的单
一竞技模式发展为分设大众骑游组、
团队组比赛、儿童平衡车比赛、个人
竞赛组、绕圈赛、团队组爬坡赛、绿道
骑行等多个组别；从第一届 12 支参赛
队伍到 2018 年第九届的 32 支自行车
俱乐部和协会代表队；运动员人数从

第一届来自 6 个省区市的 80 多名增
长到第九届来自浙江、南京、甘肃、宁
夏、四川等 18 个省区市的 460 余名，
吸引了更多爱好者加入到自行车运
动中，带动了市民的骑行热情，让孩
子们加入到体育运动之中。
近年来，城中区以每年举办的山
地自行车赛为载体，打造出“文峰碑”
这个文旅品牌，将老少皆宜的自行车
骑行运动与中区“南山公园”
“文峰碑
风景区”等风景名胜相结合，宣传和
推介中区独特的人文历史和山地资
源，以此打造中区旅游名片，实现文
化、体育、旅游的融合发展。文峰碑
车赛举办以来，城中区通过有规划地

构建旅游产品框架、设计旅游精品路
线、打造文旅融合品牌，在提升城中
区知名度的同时，有效促进了城中区
旅游业又好又快发展。
通过“车赛搭台，旅游唱戏”的方
式，积极依托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建设
和旅游标准化示范城市打造，进一步
宣传城中区的绿色山地旅游和文化
体育资源，并以此带动起户外运动产
业和旅游产业的联动发展格局。此
外，城中区以“文峰碑”车赛 LOGO 设
计为契机，设计开发了几种文创产
品，这既是对文峰碑车赛品牌的拓展
延伸，也是对文化旅游深度融合的有
益尝试。

文化和遗产日主会场活动

走进海北
时报讯（记者 张傲）近日，2019
年青海省文化和遗产日主会场宣传
活动在海北州西海镇隆重举行。省
文物局、省博物馆 50 余名党员干部
以及当地各族群众近 1000 多人参加
了主会场活动，学生代表向全体人员
发出了“保护革命文物，传承红色基
因”倡议书。
活动现场以文艺演出、发放资
料、
图版展示等形式展出了建国 70 周
年、
解放青海 70 周年青海省文化遗产
保护成果。设立免费咨询台，由专业
人员免费为群众解答有关文化遗产
保护、申报及文物法律法规等方面的
问题，对群众收藏的各类藏品进行现
场免费鉴定，开展“确认过眼神，我是
文物遗产保护人”
签名承诺活动。
为使文化和遗产日活动能够突
出红色主题，展示红色文化的精神魅
力，增强党员干部作为文物保护践行
人的责任意识和责任担当，主会场活
动结束后，全体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中
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指挥中心
和原子城纪念馆，通过实地参观，聆
听“传承红色基因，铸就精神高地”精
神宣讲和观看情景模拟、重要文献、
历史照片、文物展示等，亲身感受“两
弹元勋”和广大科技人员、工作人员
扎根高原、不畏艰辛、艰苦创业、团结
拼搏、无私奉献的爱国情怀和“热爱
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大力协
同、勇于攀登”的“两弹一星”精神。
现场，全体党员重温了入党誓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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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服务为青海湖裸鲤洄游

保驾护航
时报讯（记者 王悦 通讯员 戴虎德）近日，海北
州气象局工作人员前往青海湖裸鲤洄游实地调查，
制作生态气象服务信息，为保护生态、旅游提供精
细化气象服务。
海北州气象局工作人员根据 2019 年 5 月气
温、水温、降水量、水流量等监测数据综合分析，预
测 6 月 10 日青海湖裸鲤开始洄游，7 月中旬达到洄
游高峰期，将出现“半河清水半河鱼”的奇观。青海
湖位于西南、东南季风与西风的交汇地带，对气候
变化极为敏感。其生态以水生生物鱼类—鸟类—
草原为主，而青海湖裸鲤是青海湖中重要的生物因
子和食鱼鸟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在青海湖湖泊
生态系统中起着核心作用。
海北州气象局以
“祁连山生态气象分中心”
建设
为契机，
围绕重点生态区域，
针对重点生态要素，
开展
生态气象监测评估，
强化为海北州生态文明建设、
重
大生态保护工程、
应对气候变化、
大气污染防治、
气象
防灾减灾等方面提供科学决策和生态气象服务。

端午期间4起交通事故夺走9命
时报讯（记者 陈钰月）记者从省应急管理厅获
悉，截至 6 月 9 日 24 时，全省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情
况总体形势平稳。
据悉，在“端午”期间，我省农林牧渔业、商贸制
造业、建筑业和仓储业、人员密集场所领域和旅游、
供水、电、气、暖等行业均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交通运输业发生道路交通事故 4 起，死亡 9 人，
其中较大道路交通事故 1 起，死亡 6 人（含 5 名儿
童）；采矿业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2 起，死亡 1 人，失联
1 人；发生冰雹自然灾害 1 起，受灾 71.4 公顷，造成
农业损失 25.7 万元。
与此同时，全省各消防救援队伍严格执勤备
战，共灭火 4 起，救援 7 起；各地公安交管部门累计
投入路面执法警力 3992 人次，出动警车 774 台次；
省水利厅进一步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工作，切实做好
局地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灾害防御工作；省地震
局加强地震监测，全面加强了全省震情监视跟踪和
分析研判工作；省气象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
发布了预报预警信息。并且，各市州应急管理局结
合各自实际，有针对性地加强辖区人员密集场所、
危险化学品经营场所及重点地质灾害点的实地检
查，有效防止了节假日期间生产安全事故、自然灾
害的发生。

中国健身健美公开赛
近日，武警西宁支队官兵走进上滨河路社区看望慰问孤寡老人。图为
官兵和老人聊天。
时报记者 张傲 通讯员 曹晨 摄

市州公车制度改革会议召开
时报讯（记者 张傲）近日，省发展
和改革委（省车改办）在海西州德令
哈组织召开市州公务用车制度改革
现场座谈会。
会议组织实地参观了海西州州
级公务用车管理平台，现场了解平台
建设、运行、调度、管理及配套政策等
情况。各市、州围绕各自公务用车制
度改革工作和市（州）、县（市、行委）
两级公车管理平台建设情况及配套
政策等方面进行了交流发言。省车
改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就公务用车制
度改革、公车平台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和下一步工作作了交流。
会议要求，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工
作到了收官的关键阶段，各市州要加
大力度压实责任，确保各项改革任务
如期高标准高质量完成。车改工作
要坚持统筹推进。改革工作重在落

实，必须坚持统筹推进，各级车改领
导小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各尽
其责，根据中央、省级有关要求，不折
不扣地抓好落实，确保改革任务落到
实处。抓好平台建设这个关键。公
车平台的建设和良好运转是车改工
作的重要环节，公车平台的建设有效
保障了基层公务出行、提高公车使用
效率，各市州要加快公车平台建设进
度，务必于 6 月底前完成与省级平台
的有效对接，确保实现“全省一张网”
建设的要求。尽早研究完善配套办
法。在省直部门改革阶段，形成了全
省车改配套政策框架体系，各市州要
抓紧研究完善符合本地实际的车改
配套政策和管理办法，确保通过改
革，切实实现公务出行便捷合理、交
通费用节约可控、车辆管理规范透
明、监管问责科学有效。

首迎青海选手
时报讯（记者 李永兰）2019 年 CBBA 中国健身
健美公开赛（兰州站）6 月 12 日在兰州举行，我省 12
名运动员将代表青海参加本次比赛。
据悉，中国健美协会 CBBA 全国健美健身公开
赛是国内最高规格、最权威的顶级健美健身大赛，
为国家队以及世锦赛培养了多位世界冠军。
青海省健美操啦啦操健身健美协会健身健美推
广委员会主任吴建中介绍，
青海是首次组队参加 CB⁃
BA 中国健身健美公开赛，
青海韦能健身健美代表队
的组建，
弥补了青海省没有健身专业、
半专业队伍的
空白，推动了青海健身健美运动的普及。健身健美
作为一项时尚的运动，
它给予人们健康的体魄、
优美
的线条和强健的肌体，
充分展示着人体之美，
彰显着
积极向上的力量。健身运动一直以它独具特色的魅
力强烈的吸引着无数的人为它做出坚忍不拔的努
力，
一直为它充实着激情与力量的正能量。
“健身已成为年轻人的一种时尚运动，近年来，
全国健身健美大赛越来越多，希望通过本次比赛，
我省运动员和其他地区高水平运动员同台竞技，增
进选手间的沟通和交流，将高原人民的风采展示给
大家。”省健美操啦啦操健身健美协会秘书长邱亚
娟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