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报记者 邓婷
18年，从默默无闻到具备国际影

响力,18年，从牙牙学语到展现青春风
采。2002年，首届环青海湖国际公路
自行车赛鸣枪开赛，经过18年的积累，
环湖赛已成为发展速度最快、最富有
生机与活力的自行车赛事之一。18载
砥砺前行，这项赛事早已成为青海省
的一张金名片，也成为群众的一个体
育节日。2019年，18岁的环湖赛从海
东市河湟新区再出发，开始上演新一
轮的精彩比拼。

7月 14日，“天佑德杯”2019第十
八届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一
赛段“青海农信”河湟新区——西宁团
体计时赛在河湟新区鸣枪开赛。

当天上午 7 点，天空虽然下着
雨，离开赛还有近 3小时，但在第一
赛段起点现场街道两侧已经围满了各
族群众，他们手里挥舞着鲜艳的国
旗，口中喊着热烈的口号，欢迎来自
各 参 赛 队 的 运 动 健 儿 们 在 此 开 始
征程。

参赛选手到达现场后，一一向观
众挥手致意，绽放出迷人的微笑，隔离
栏前，海东群众热情倍增，向八方宾朋
致以最淳朴的问候。

第一赛段为团体计时赛，为了确
保比赛的公平公正，开赛前，组委会对
22 支参赛队的所有自行车进行了称
重，并对车的设置进行了逐一检查。

上午10时整，发令枪响，第一支
车队的车手们如离弦之箭飞驰在河湟
新区的街道，车队冲出起点的那一
刻，现场的观众们也开始沸腾了起

来，现场的欢呼声几乎盖过了车队行
进的声响。上午 10时 30分，东道主
车队青海天佑德洲际自行车队的队员
来到了第一赛段的起点前，将现场的
气氛推入了高潮。“来了，来了，我
们青海的车队来了。”“天佑德，加
油！”“天佑德，你们是最棒的！”车
队还未出发，现场的观众就开始了欢
呼，站在靠后的观众纷纷踮起脚尖，
伸长脖子，想要近距离一览天佑德车
队的风采。

团体计时赛以队伍为单位，赛段
不设途中冲刺点、爬坡点和终点冲刺
点，每支队伍也不存在相互制约的现
象，每支队伍相隔3分钟出发。上午11
时10分，随着最后一支车队冲出起点，
本次最终参赛的 22支队伍的 154名选
手，沿河湟新区驿州路、湟水路，一路
向西，以风驰电掣的速度冲向 40.15公
里外的终点西宁。

本届环湖赛以海东河湟新区为起
点，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为终点，
总距离为 3001 公里，其中比赛距离
1631公里，转场距离 1370公里。赛事
从河湟新区出发，在接下来的14天里，
途经青海省海东市、西宁市、海南州、
海西州、海北州，甘肃省张掖市、金昌
市、武威市，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
银川市。赛段设计涵盖国际自盟规定
的平路、丘陵、高山、计时等公路赛所
有类型，选手们将翻越拉脊山、橡皮
山、大坂山、景阳岭等四座海拔3800米
以上的大山垭口。选手们骑行在唐蕃
古道、黄河两岸，将上演一场场激情四
射的精彩比拼。

□时报记者 邓婷
7月 14日，“天佑德杯”2019第十

八届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首站
比赛在海东市河湟新区开赛。虽然天
下着小雨，却阻挡不了海东市民观赛
的热情。

早晨8点，离发枪时间还有两个小
时，赛程起点河湟新区驿州大道旁已
经汇集了大批观赛者，而且人流还在
从四面八方不断涌来。

家住平安区沙沟回族乡的星顺
国，早上 6点就从家里出发，转了两趟
公交车，早上7点就到达了首站赛事的
起点现场。星顺国告诉记者，为了能
抢占一个较好的位置观看今天的比
赛，他特意提前三个小时赶过来。星
顺国说：“今年首站赛事能在家门口举
办，是海东人民的荣幸，所以特意过来
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

10时整，发令枪响，首支参赛队伍
裹挟着风的速度冲出起点。观赛人群
的激情瞬间被点燃，有欢呼的，有摇旗
助威的，有呐喊加油的，呼声一层高过
一层。

“爱睡懒觉的孙子今天不到7时就
出了门，说要拉上同学一起看国际车
手比赛。我和老伴晚走了半小时，到
这儿一看，已经这么多人了。还不错，
赶上了比赛。”家住河湟新区附近的王
奶奶一边看比赛一边说。“这是我们连

续第二年看环湖赛了，走了不少路，但
是每一次看这样的比赛都很快乐。”同
样看过两届环湖赛的刘先生说，之前
看比赛只是赛段经过河湟新区，选手
们经过时就像一阵风，一下就过去了，
今年首站赛事在河湟新区发枪，我们
目睹了参赛队员从入场到准备，再到
开赛的全过程。

“加油！加油！加油！”每当有车
队驶过来，站在赛道旁的李阿姨就会
挥动手中的小旗为参赛选手呐喊助
威。李阿姨今年已经 61岁了，“我是
一个业余体育爱好者”，她笑着对记
者说。“每年的环湖赛直播我都会看
完全程，但现场看环湖赛还是第一
次。”李阿姨现在空闲时间多，对于
体育的热情愈发强烈。“就希望多办
这类赛事，政府把设施、服务、安全
做得这么好，这是对海东最好的宣
传！”

在众多以男性为代表的车迷中间，
一位小男孩显得十分显眼。面对记者，
这位小学4年级的小男孩略显羞涩和紧
张。男孩名叫朱登毅，今年14岁，朱登
毅告诉记者，每年的环湖赛他都有看，朱
登毅说：“每次看参赛选手们不受任何天
气和场地的影响，在赛场上不辞辛苦，奋
勇拼搏，我就告诉自己要学习他们的精
神，好好学习，将来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
的人。”

□时报实习记者 蒋晖
7月14日上午10点，环湖赛首站比赛

在海东市河湟新区打响第一枪。本届环
湖赛首站是车队团体计时赛，第一赛段赛
程为河湟新区至西宁，全程40.15公里，来
自世界各国 22支队伍的 154名运动员齐
聚河湟新区，蓄势待发迎接首站赛。

记者来到环湖赛首站比赛地点，远远
就看到各国参赛队伍正在做赛前热身准
备。身着白红色战衣的青海天佑德洲际
队队员们都显得有些兴奋，作为环湖赛的
东道主车队，青海天佑德洲际队一直深受
关注。队员们早早地就开始调试自行车
并进行赛前热身运动，此前，青海天佑德
洲际队刚从外地参加完比赛回到青海，但
是丝毫看不出队员们的懈怠之意。

张志善是来自青海的一名本土车手，他
告诉记者：“从目前训练状态来看，我的各个
方面调整得都不错。首站是团体赛，对整体
水平要求会比较高，我们当中还有4名外援，
交流和磨合也至关重要，所以全队上下会尽
力赛出自己最好的成绩，为家乡父老争光。”

来自土耳其的萨拉卡诺车队是一支
非常年轻的车队，他们的领队说：“这是我
们第一次参加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
赛，感觉既有些兴奋，又有一点紧张，因为
对这个赛段不是特别的了解，今天也在下
雨，天气也比较冷，所以我们要提前做好
热身准备。此次比赛我们风雨无阻，全力

以赴，争取能赢得一两个赛段的冠军。”
葡萄牙W52车队今年也是第一次来到

环湖赛，但在葡萄牙本土的比赛中他们有
着较强的竞争力。车队队员拉斐尔说：“第
一次来青海参加环湖赛，对周围环境都不
熟悉，对团队和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新的挑
战。目前来说，赛事的安全工作做得很好，
随处可见安保人员，让我们这些参赛选手
感到内心很放松，感觉很安心，期待能在此
次比赛中获得团体和个人的顺利。”

意大利日邦车队对环湖赛应该再熟悉
不过了，这支洲际职业队拥有丰富的环意
经历，活跃于亚洲赛场，曾在环湖赛拿下过
3个单站冠军，此次参加环湖赛，他们也做
了充分的准备。车队领队水谷壮宏说：“意
大利日邦车队已经有5、6次参赛经验了，参
赛之前，也在日本、意大利等国家的高海拔
地区进行了强度训练，此次比赛中，竞争对
手实力很强，但我们也充满了信心。”

首站车队团体计时赛非常讲究，需要
参加团体赛的7名队员在赛前进行身体调
整，也需要在较短的路程内完成新、老队
员之间的磨合，不仅能锻炼集体协作能
力，而且能提高团队的整体潜力。同时根
据天气与路况的要求，还要进行赛前战术
布置商讨等工作。

本届环湖赛首站从河湟新区出发，将
继续为全国人民带来一场精彩纷呈的团
体追逐赛事。

河湟新区 环湖赛鸣响第一枪

首站赛事观赛群众热情高

各国选手蓄势待发迎接首站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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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松强调，这次督察总的要求是“坚

定、聚焦、精准、双查、引导、规范”，不断夯
实各级党委和政府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
任。坚定，就是坚持问题导向，敢于动真
碰硬，不解决问题绝不松手；聚焦，就是紧
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情况，紧
盯人民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解决
情况；精准，就是把问题查实查透查准查
深，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双查，就是既
要查生态环境违法违规问题，又要查违规
决策和监管不力问题，既要查不作为和慢
作为，也查乱作为和滥作为；引导，就是要
加强信息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回应社会
关切；规范，就是要严格按照《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要求开展督察
工作。

重点督察青海省党委和政府贯彻落
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中央、国务院
生态环境保护决策部署情况；省级有关部
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落实和担当作为情
况，地市级党委和政府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推进落实情况。同时，针对污染防治攻坚
战七大标志性战役和其他重点领域，结合
青海省具体情况，同步统筹安排 1个生态
环境保护专项督察，采取统一实施督察、
统一报告反馈、分开移交移送的方式，进
一步强化震慑，压实责任，推动落实。

王建军表示，开展第二轮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是党中央、国务院持续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大举
措。王建军要求，青海省各级党委、政府
和有关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切实统一思想，高标准高效率高
质量做好督察配合保障工作。坚决按照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驻工作安排，做好情
况汇报、资料提供、协调保障、督察整改、
信息公开等各项工作，确保督察工作顺利
推进，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会上，黄润秋就做好督察配合、边督
边改、信息公开等工作提出了要求，并就
督察组全体成员严格执行《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纪律规定》，接受被督察对象和
社会监督做了表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全体成员、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办公室有关人员，青海省党政班子其他领
导成员参加会议，青海省人大和政协主要
领导，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相关的党委和
政府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地方高级人民
法院、省级人民检察院主要负责人，省会
所在地党政主要领导及班子其他领导成
员列席会议，其他地市（和直管县）党政主
要领导和班子其他领导成员，以及相关部
门主要负责人在当地通过视频会议的形
式列席会议。

根据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 1个月。进驻期间
（2019年 7月 14日－8月 14日）设立专门
值班电话：0971-6101537，专门邮政信箱：
青海省西宁市A146信箱。督察组受理举
报电话时间为每天 8:00～20:00。根据党
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青海省生态
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举报。其他不
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交由
被督察地区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