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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万青海人乘坐客车端午游

时 报 讯（记 者 张 傲）2019 年
“端午节”
期间，
全省道路运输行业认
真贯彻交通运输部、省委省政府要
求，周密部署、科学调度、精心服务，
持续做好安全生产、出行服务、应急
保通等各项工作，
为全省人民提供了
优质高效的道路运输服务保障。
各地、
各单位严格落实安全生产
“两个责任”
，
认真汲取近期省内外事
故教训，突出抓好重点时段、重点领
域、重点部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加大
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强化安全源头管
控，
以
“零容忍”
的态度严查各类安全
生产隐患，
多层级多举措督促企业严
格执行安全管理各项规定，
坚决防止

了
“隐患酿成事故”
的发生，
期间全省
未发生道路运输行车事故。
各地交通运输部门、运输企业
坚持“以客为主、客货兼顾”的原则，
科学制订运输方案，统筹组织好生
产生活物资运输，根据客流变化及
时调整班次密度、组织加班车和包
车确保旅客及时疏运。全省日均投
入客车 3434 辆（不含公交车、出租
车）、客位数 11.44 万座（其中日均投
入加班车 157 辆、包车 1311 辆、定制
客运 4 辆），累计完成客运量 46.08
万人次，同比增长 2.95%。全省社
会生产物资和人民群众生活物资运
力充足、运输有序，未出现旅客滞

留、物资积压等现象。
各汽车客运站根据客流量变化
及时增加售票窗口、科学调整班次，
为广大旅客提供了方便、舒适的候
车环境；各运输企业改进服务方式，
提高服务质量，为广大旅客提供了
优质、安全、清洁的乘车环境；多地
出租客运企业积极组织参加爱心送
考公益活动，全省共有上千辆爱心
送考车为考生提供了更加便利的交
通运输服务；
“互联网+道路客运”服
务拓展延伸，依托互助至西宁、互助
至平安定制客运，为两市群众“端午
节”探亲访友提供了“门到门”的优
质服务，
累计客运量 1227 人次。

近日，西宁不少街道与
天桥穿上了“花衣”。据悉，
今年西宁市将打造 40 条花
街、花桥。图为海湖新区一
座桥上摆满的草花。
时报记者 陈钰月 摄

13 项文化旅游活动将在海西精彩亮相
时报讯（记者 李永兰）记者昨
日从海西州文体旅游广电局获悉，
为进一步提升“祖国聚宝盆·神奇柴
达木”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今年，
海西州将开展文化旅游和体育竞技
共 13 项重点文化旅游活动。
据介绍，其中文化旅游类共 6
项，即 2019 年柴达木文化旅游节系
列活动、
全国30个民族自治州民族服
饰大赛和民歌大赛、
第十七届柴达木
之夏广场文艺汇演、
中国(青海·德令
哈)第五届海子青年诗歌节、
第四届职

工美食大比拼活动及“中国梦·丝路
四届“民族团结杯”羽毛球邀请赛、
韵”
文物展；
体育竞技类共 7 项，
分别 “魅力海西·和谐家园”文化遗产日
为海西州第三届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主题宣传暨非遗项目保护、传承系
运动会暨全民健身大会系列活动、
中
列展示周、青海·海西第十届“德都
国·柴达木国际攀岩大师赛、
中国·青
蒙古全席”民俗文化艺术节、
“ 民族
海第二届国际高原成人游泳邀请赛、 团结杯”海西州首届非公经济职工
2019 中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海西
趣味运动会、建国 70 周年主题诗歌
站、
2019年中国昆仑越野拉力赛暨中
朗诵会、2019 年“全国 7·16 全民游
国汽车越野锦标赛青海分站赛、
全国
泳健身周”活动、2019·中国八省区
职业篮球邀请赛和全省“民族团结 “孟赫嘎拉”文化旅游节暨第十六届
杯”
民族传统射箭比赛。
青甘“德都蒙古”文化艺术盛会等
此外，海西州还将举办全省第
50 多项系列活动。

海西新修订水资源管理条例
时报讯（记者 李永兰）近日，省
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审
查批准了新修订的《海西蒙古族藏
族自治州水资源管理条例》
（以下简
称《条例》
），自 7 月 1 日施行。
海西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国
顺说，作为荒漠化、半荒漠化和沙漠
化属性的海西州来讲，水是海西州
最为宝贵、稀缺的资源。州域主体
柴达木盆地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
55.88 亿立方米，可利用量 18.74 亿
立方米，可利用率 33.54%，每平方
公里产水量 1.99 万立方米，不足全
省平均水平的 1/4，仅为全国平均水
平的 1/16。同时，海西还存在时空
分布不均、利用程度不高、节水意识
不强且工程性缺水与局部地区水质
性、资源性缺水并存等问题。条例
的修订，为解决海西州水资源难题，
发挥水资源综合效益、实现水资源
可持续利用，加快水资源的法治进
程具有重要意义。
此次条例修订，根据海西州水

资源管理的需要，重点细化了上位
提升国土绿化面积，
第二十三条规定
法的原则性规定，落实了国家在推 “州、市（县）、乡（镇）人民政府、行委
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一系列方针
应当采取措施，保护自然植被，鼓励
政策。对原条例作了大幅度的调整
种草植树，
涵养水源，
防治水体污染、
和修订，其中删除 21 条、合并 3 条、 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沙化，改善
修改 9 条、新增 17 条，由原来的 39
和保护生态环境。
”
条精简为修订后的 32 条。
《条例》对水力发电等水利工程
《条例》按照最严格水资源管理
设置永久性生态基流泄放设施做了
制度的要求，
对州和市（县）管河湖的
明确规定，细化了水生态的保护和
水资源综合规划、
专业规划编制作出
管理措施。其中，对擅自拆除、损坏
规定。并按照水利改革要求，
对水资
取水计量设施和监控设施的行为作
源使用权确权登记、转让、交易作出
了禁止性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
规定。如第十一条规定“州、市（县） “经批准的取水单位和个人应当在
人民政府、
行委应当依法对水资源使
取水口安装经计量检定合格的取水
用权进行确权登记。水资源使用权
计量设施，按照规定进行定期检验，
可以依法进行转让或者交易。
”
保证其正常运行，并按照规定填报
《条例》按照节水型社会建设要
取水报表。”
“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求，
对工业、
农牧业、
城镇生活和绿化
擅自拆除、损坏取水计量设施和监
用水的节水措施做出了具体规定，
提
控设施，不得妨碍取水计量设施和
出优先利用雨（雪）水、再生水、矿井
监控设施正常运行。”此外，对未设
置永久性生态基流泄放设施和擅自
水等非常规水源，
鼓励城乡居民使用
拆除损坏取水计量设施、监控设施
节水设备器具。同时，
为解决海西荒
漠化、半荒漠化和沙漠化问题，不断
等行为设定了法律责任。

科技信息化护航高考
时报讯（记者 王悦）近来年，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坚
持小财政办大民生理念，加大考务信息化建设力度，投
资 7000 余万元，率先在全国实现教育考试信息化综合
管理平台建设项目，并在 2019 年高考中全面投入使用，
进一步提高我省高考考务指挥体系，为实现平安高考打
下坚实的信息基础。
我省考试信息化综合管理平台以试卷安全为重点，
抓住试卷运转、保管、分发、回收等环节，围绕标准化考
场建设、考场作弊防范系统建设、视频指挥系统和身份
采集系统建设，实现了试卷全程流转监控、保密室值守
智能化、考试数据及时采集汇总、考情动态全面掌控，大
幅提升了我省网上视频巡查能力、考试实时视频指挥能
力，为维护高考安全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考试信息化
综合管理平台也使我省高考考务发生了变化，考务呈现
出新亮点。
针对我省考区分散，试卷运输距离长，试卷运转过
程监控难的问题。利用考务信息化综合管理平台建设，
研发了试卷专用保密箱，采用新进的材料，引入卫星定
位系统，做到了从试卷运输定位车到运输车和考试卷同
时定位监控，真正实现了试卷流转的全程监控，堵塞了
试卷管理的最后一个盲区。
从 2019 年高考开始，考生入场采用“身份验证+人
脸识别+指纹对比”的方式进行，使考生查验更加“智慧
化”。利用考生报名时采集的考生数据，通过读取身份
证、抓拍头像、人像识别核验，由系统识别完成验证，极
大提高了识别速度和准确率，提高了考试技防水平，能
有效震慑作弊行为，
杜绝了替考、错考等情况的发生。
我省考试信息化综合管理平台以强化的数据为依
托，建立了考点库、考生库、考试工作人员三大数据库，
考生入场、工作人员到岗等考务组织情况实时数据上传
省级综合管理平台，再以数字地图呈现，做到国家、省、
市、考区、考点五级机构的及时指挥。同时对考点周边
和无线电频率波动情况进行实时数据监测，出现异常第
一时间报警提醒，
做到及时有效处置。

个人外汇服务普惠度提升
时报讯（记者 陈钰月）近日，国家外汇管理局青海
省分局积极贯彻“普惠金融”理念于个人外汇管理，提升
个人外汇服务的规范性和便利性，个人外汇服务普惠度
获得进一步提升。
随着国际金融形势变化，近年来，青海省个人外汇
业务出现异常波动，扰乱正常用汇。因此，国家外汇管
理局青海省分局改善个人购汇流程，提升数据申报质
量；严格银行内控制度，防范一线交易风险；规范支付机
构跨境支付，确保个人外汇交易的合法性。截至 2019
年 4 月末，青海省个人购汇 4281 万美元，对外支付 2278
万美元，同比分别下降 13%和 14%，青海省个人项下外
汇业务逐步趋向合理化，
回归实际水平。
据介绍，青海省地广人稀，金融设施难以覆盖，国家
外汇管理局青海省分局一方面支持偏远地区银行网点
开展个人结售汇业务，同时鼓励网上银行、电话银行、自
助终端等电子银行业务开展。目前，青海省开办个人结
售汇业务银行网点 156 家，覆盖除海北藏族自治州外其
他所有市、州；电子银行渠道结售汇占比飞速增长，截至
2019 年 4 月末，通过电子银行办理的个人结售汇业务金
额 4405 万美元，占总体金额的 84%。电子银行渠道结售
汇已经成为青海省个人外汇业务办理的主要方式，也是
普惠金融的重要一面。
由于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促使个人外汇
使用朝综合复杂化发展，外汇管理局紧跟时代要求，推
动银行开发各类金融工具，设立特许机构，满足不同需
求。截至 2019 年 4 月末，全省个人结售汇币种结构继续
优化，澳大利亚元、加元、欧元等非美元货币总体占比提
高到 47%；交易主体增多，境外个人结售汇总额 30.08 万
美元，同比增长 12%；个人购汇用途向公务及商务出国、
职工报酬和其他服务项下扩展，金额总计 91.23 万美元，
约占购汇总额的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