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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木

巩固脱贫攻坚成效

省应急管理厅加强黄河段防汛工作

时报讯（记者 张傲）近日，随着国家
发展改革委文化旅游提升工程实施方案
2019年第二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下
达，我省 2019年社会领域中央预算内投
资全部到位，共落实资金 20.73亿元，首
次突破 20亿元大关，投资额度成为历年
之最。

据了解，青海省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新
校区、青海省人民医院城北院区、青海理
工类本科大学等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即将
开工建设，社会事业发展进入“快车道”。

“十三五”以来，省发展改革委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一优两

高”战略部署，以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
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弱有所扶“七有”为目标，着力深化社会
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实施教育
现代化推进、全民健康保障、文化旅游提
升、社会服务兜底、公共体育普及“五大
工程”和公共实训基地建设“一个专项”，
抓投资、补短板、强供给、提能力，以真金
白银促真抓实干，以真抓实干促设施完
善，全省教育、卫生、文化、养老等社会服
务能力不断提升，小学和初中生均面积
分别由 2016年末的 8.76平方米和 15.51
平方米增加至 2018年末的 9.18平方米
和16.03平方米，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由

2016年末的3.5万张增加至2018年末的
3.9 万张，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床位数由
2016 年末的 31 张增加至 2018 年末的
33.6张，人均体育场地面积由 2016年末
的 1.67 平方米增加至 2018 年末的 1.88
平方米，各项民生指标实现较大幅度增
长，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由 2016年末的
93.69%增长至2018年末的96.9%，广播、
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分别由 2016年末
的 98.2%和 98.2%提高至 2018 年末的
98.6%和 98.7%，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
比例由 2016年末的 33%提高至 2018年
末的 34.4%，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显著增强。

时报讯（记者 陈钰月）今年以来，
格尔木市统筹研究安排，精准落实政
策，全面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效。

保持扶贫资金持续稳定投入，完成
2019年项目库建设，整合项目43个，涉
农资金 1.28亿元。2019年省州市扶贫
项目资金计划总投资 3319万元，实施
扶贫项目 14项。争取落实浙江援青资
金3600万，实施援建项目12个。

积 极 发 挥 财 政 保 障 作 用 ，发 放
“530”贷款（即有劳动能力、有项目、有
信用，无欠贷，达到这“三有一无”标准
后，可享受不设门槛、免担保、免抵押的

“530”贷款。）4笔7万元，产业带动贷款
7笔1800万元，带动178户脱贫户增收。

加大政策帮扶力度，基本医疗保险
报销 14.95 万元，大病医疗保险报销
3.16万元，发放救助金27.1万元。为享
受农村低保的扶贫对象发放低保金及
分类施保资金 50.23万元；为 1011人次
发放培训补贴、公益性岗位补贴、社保
补贴、高技能人才培养补贴共399.93万
元；为 1 名创业者发放创业贷款 20 万
元，为 66 名创业者发放创业奖励 18.2
万元。组织开展“就业援助月”“春风行
动”“民营企业招聘周”等各类招聘会 7
场，累计提供就业岗位 4596个，初步达
成就业意向 272人，帮助贫困劳动力实
现转移就业4人。

近日，西宁海关在曹家堡机场口岸开展“碧空·国际禁毒宣传日”主题活动，坚决
打击毒品、新精神活性药物走私，使广大群众牢固树立禁毒观念，充分认识“海关缉
毒”工作职能。图为工作人员发放禁毒宣传手册。

时报记者 陈钰月 摄

时报讯（记者 王悦）2019 年 7 月 6
日至 11月 30日，西关大街东段车行道
（黄河路至长江路）将实行部分车辆限
行，确保西关大街东段道路拓宽改造项
目顺利实施。

据了解，西宁西关大街东段车行道
（黄河路至长江路），2019年 7月 6日零
时至 11 月 30 日 24 时止，将实施限行。
路段及桥梁改建期间，禁止 9座以上客
车和总质量 1.8 吨以上的微型货车通
行。准许通行的9座（含9座）以下客车
和微型货车，由东向西方向行驶时沿北
侧边桥通行；由西向东方向行驶时沿南
侧边桥通行。

车辆及行人绕行路线为西关大街
东段西关桥中辅桥施工期间，途经该路
段的9座以上的各种车辆（含公交）请提
前择路昆仑中路、昆仑桥、五四桥、长江
路、黄河路、五四大街等道路绕行。西
关大街东段西关桥中辅桥施工期间，途
经施工路段的 5、18、29、32、34、58路公
交线路改线昆仑桥下层绕行；2、22、41、
102路公交线路沿五四桥绕行；20路公
交线路沿长江路、昆仑路绕行。行人沿
两侧开通的人行道正常通行。

西宁交警提醒广大市民，道路管制
施工期间，途经车辆严格按照长江路、
黄河路等周边道路设置的交通标志等
指示信息通行，并服从交通警察的指
挥，违反通行规定的将依法处理。时报讯（记者 陈钰月）为贯彻

落实水利部“水利工程补短板、水利
行业强监管”总基调，加强河湖管理
工作。近日，省水利管理局检查组
分别对黄河、长江、澜沧江等 12条
省管河道进行了巡查、检查，行程近
万公里。

据了解，此次检查重点摸底排
查了涉河建设项目，共检查涉河建
设项目 678项，发现未批先建、侵占
河道等各类问题共183项。

通过这次检查，省水利管理局
全面掌握了全省省管河道在建、已
建涉河建设项目基本情况，为今后
不断加强河道管理工作奠定了基
础，明确了工作思路。下一步，将紧
盯问题整改工作，依法加强全省河
道管理工作，逐步实现“河畅、水清、
岸绿、景美”的河流管理保护目标。

时报讯（记者 陈钰月）近期受降雨
影响，黄河上游来水持续增多，6月20日
19 时黄河干流唐乃亥水文站流量达到
2500m3/s，形成黄河 2019年第 1号洪水，
黄委会发布了黄河上游汛情蓝色预警，
自 6月 20日 20时起启动黄河上游防汛
IV级应急响应。

省应急管理厅组织龙羊峡水电站下游
沿黄1市2州5县应急管理局在海南州贵德
县召开了黄河上游（青海段）防汛工作专

题会议，并对近期黄河防汛工作提出了要
求。

由于全省防汛形势日趋严峻，加强
应急值守势在必行，发挥好部门联动作
用，及时准确报送相关信息。并且，我
省已进入旅游旺季和暑期，加强对游客
和学生的宣传教育，做好相关防范工
作，将严防相关人员因洪被困事件的发
生。汛期自然灾害频发，各地将加强预
警监测，及时疏散危险区人员，避免发

生重大损失和人员伤亡事故，切实当好
人民群众的守夜人。

此外，省应急管理厅还组成检查
组，对贵德县拉西瓦水电站、水车广
场，民和、循化、尖扎县境内险工险
段和化隆县牙什尕地质滑坡地段进行了
实地查看，并要求各地加强与当地水
利、自然资源等部门的联系，切实做好
黄河平稳行洪和地质灾害监测防御工
作。

西关大街改建

部分车辆限行

时报讯（记者 张傲）7月 2日，西宁
市政府召开重点文化旅游活动新闻发布
会。据悉，西宁市近期将举办中国西部
自驾游产业发展论坛暨第四届西部自驾
车旅游联盟年会、2019年城市洽谈会“绿
水青山·幸福西宁”花车巡展巡游等活
动。

据了解，中国西部自驾游产业发
展论坛暨第四届西部自驾车旅游联盟
年会将于 7 月 6 日至 9 日在西宁市举
行。届时，西宁市将举办以“文旅互融
与产业前景”和“发展机遇与品牌力
量”为主题的 2019年中国西部自驾游

产业发展论坛；召集西部自驾车旅游
联盟城市代表参加西部自驾车旅游联
盟闭门会议，就加强联盟交流互动进
行座谈；在中心广场搭建自驾车模拟
营地，举办包含自驾车、房车、露营装
备、汽车文化、非遗文化、公路文化、后
备箱集市等内容的自驾游户外装备
展；组织39辆房车、越野车开展入城巡
游活动；邀请部分中国好声音和星光
大道获奖歌手及本地知名歌手在百姓
大舞台举办2019中国西部丝路房车音
乐节；分别赴周边及乡村旅游示范带
进行媒体嘉宾自驾游产品考察及踩线

采风活动；并于活动后期组织“玛莎拉
蒂中国行—西行西宁 畅游天下”“保时
捷畅游西部”等自驾活动。

2019年城市洽谈会“绿水青山·幸福
西宁”花车巡展巡游活动将于 2019年 7
月 19日至 7月 23日在 2019中国生态环
保大会暨西宁城洽会期间举行。活动将
按照“有序、繁荣、祥和、节俭”的原则，以

“绿水青山·幸福西宁”为主题，制作大型
主题花车，进行定点展示和西宁市内主
要街道巡游，旨在全面宣传展示西宁市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取
得的成就。

省城旅游季文旅活动异彩纷呈

12条省管河道

巡检结束

我省社会领域投资突破2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