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开局就奔跑，起步即冲刺。对标党的二十大擘画的宏伟蓝图，结合省第十四次党代会和省委十四届三

次全会精神部署要求，市委三届六次全会提出了新一年的发展目标。
今天的海东，已站上新的发展起点，处在蓄势待发、爬坡过坎、追赶进位的关键阶段。如何全力稳经济

保增长促发展，用实干推动“五个新海东”建设落实落地？从今日起，本报推出“强信心、促发展、开新局”专
栏，报道全市各地区各部门全力以赴拼经济，真抓实干谋发展，以奋斗姿态步履铿锵书写高质量发展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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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蒋晖） 2月 2日，
海东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以视频形式召
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简松山主持
会议，副主任任瑞翔、韩永明、王

佐龙、白万奎、贺建军，秘书长贾
志军及委员共34人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
关于召开海东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四次会议的决定、海东市第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议程
（草案），决定了海东市第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列席人员名单。

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
办公室、法工委负责人列席会议。

海东市三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十一次会议

海东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海东
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于2023年2月中旬在平安召开。建议
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听取和审议海
东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审查和批
准海东市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3 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
海东市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审查和批准海东市 2022 年预
算执行情况和 2023 年预算草案的报
告，批准海东市 2023 年市本级预
算；听取和审议海东市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听取和审
议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听取和审议海东市人民检察院工作
报告；选举；其他。若遇特殊情
况，需调整代表大会召开时间，由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作出决定。

现予公告

海东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3年2月2日

海东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召开海东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决定
（2023年2月2日海东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本报讯（记者 李富生 摄影报道）2月 2
日，农历正月十二，河湟大地一片沸腾。当
日，海东市在乐都区朝阳山片区古城中街举
行“百龙千狮闹新春”河湟传统社火集中展
演活动。来自全市六县区的 5000余人组成
的社火展演队的演员们身着盛装，带着新春
的问候和祝福，整装齐聚，隆重登场。伴随
着喧天的锣鼓声，踏着喜庆的鼓点，演员们
个个精神抖擞，笑意写在脸上，喜庆荡漾心
间，将“年味”送到了群众心坎里，把“青海
年·醉海东”系列活动的喜庆气氛推向了高
潮。

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华杰出席并宣布活
动开始。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常红安出
席，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简松山、市政协主席
桑文俊等在家的市领导与全市人民群众一
起欣赏表演、欢度佳节。市政府副市长王青
沛致辞。

王青沛在致辞中表示，举行“百龙千狮
闹新春”河湟传统社火集中展演活动，旨在
以社火这一氛围浓厚、特色鲜明，且在河湟
谷地独具影响力的春节传统喜庆活动，充分
展现独特的河湟历史记忆和文化魅力，传达
海东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喜悦和对未来的憧
憬。全市上下要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深入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落实省第十四次党
代会、省“两会”、市第三次党代会部署，不断
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在农历兔年
动如脱兔般奋跃而上、飞速奔跑，奋力谱写
青藏高原山水田园、生态绿色、宜业宜居、创
新活力、城乡统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海东
建设篇章！

当日浓浓的节日氛围充溢着全场，让熟
悉的年味越来越浓。社火展演以平安区威
风锣鼓队拉开序幕，以舞龙、舞狮、太傅等表
演形式展示河湟民间传统社火，体现了海东
人民欢乐祥和的幸福生活和红红火火过大
年的精神风貌；灯官赐福、种皇田表演等节
目寓意祈天地融合，人寿年丰合家欢，美满
安康福万家的美好愿望；螭鼓舞、安召舞等
非遗表演，赞颂、祝福、祈求吉祥如意，舞出
了年味，舞出了朝气，舞出了对新时代美好
生活的赞颂。

此次河湟传统社火展演活动不仅是一
种极具魅力的艺术表现形式，也让海东儿女
在家门口观赏到地地道道的河湟传统社火，
更是河湟儿女久远的精神寄托，展示了海东
这座新城的喜人变化和海东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

据了解，社火展演活动由中共海东市
委、海东市人民政府主办，市委宣传部、市文
体旅游广电局、各县区委、县人民政府承
办。共有6个县区的18个节目，以传统社火
表演为主，突出河湟地区经久不衰的历史文
化、农耕文化、图腾文化和地域文化，组织了
100条舞龙、1000只舞狮、100人威风锣鼓队、
100 人太平鼓队、100 人花鼓队、6 支传统社
火队和灯官赐福、种皇田、太傅、藏族螭鼓
舞、秧歌、土族安召舞等节目及藏族服饰、回
族服饰、土族服饰、撒拉族服饰方队进行集
中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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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卫正芳）连日来，海
东市生态环境局开展枯水期专项执法
检查，切实做好湟水流域枯水期水污染
防治工作，预防突发性水环境事件的发
生，不断改善湟水河水质，及时发现、查
处、解决流域生态环境问题，保障湟水
流域枯水期水环境安全。

据了解，此次专项执法检查分三个
阶段，即县级检查阶段（2023 年 1 月 30
日—3月30日）、整治阶段（2023年4月1
日—4月30日）和梳理总结阶段（2023年
5 月 1 日-10 日），期间将以湟水河干流
及主要支流流域、大通河流域范围内涉
水化工企业、城镇污水处理厂、水电站、
毛纺织及加工、农副产品加工、畜禽养
殖等涉水企业为重点，主要检查排污单
位污染防治设施运行及废水达标排放

情况、水电站生态基流监控设施运行及
浏览保障情况、排污口排查整治情况和
岸边垃圾倾倒抛撒情况。

为进一步压实排污单位污染防治
主体责任，此次专项执法检查重点聚焦
企业环评批复、排污许可证办理执行情
况和竣工环保验收情况，企业配套环保
设施建设及运行情况和排污口规范设
置情况，以及相关环保制度的建立、执
行和落实，周边、厂内环境管理情况等，
严查涉水企业偷排、超排、伪造篡改监
测数据等环境违法行为。

“我们坚持‘全面检查、突出重点、
严格执法’的原则，对各县区污水处理
厂利用线上和线下两种执法方式进行
检查。线上充分运用视频监控、在线监
测等非现场执法手段，采取随机抽查方

式查看企业监控数据是否达标；线下对
污水处理设施及工艺进行详细排查，对
在线监测系统运行、危险废物规范处
置、生态基流保障等重点环节存在的问
题进行现场指导整改，做到立行立改。”
海东市生态环境局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相关负责人说，在检查中严厉打击环境
违法行为，进一步夯实环境保护日常监
督管理，确保湟水流域枯水期水质持续
稳定。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开展枯水期
专项检查，加强涉水企业环境监管，全
面掌握湟水流域水污染防治状况和水
环境管理薄弱环节，坚决整治湟水流域
水环境问题，确保枯水期‘一江清水向
东流’。”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

我市开展枯水期专项执法检查

本报讯（记者 尕桑才让）1月
31日，中国共产党海东市第三届委
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召开，在公布
2022年经济发展成绩单的同时，加
紧谋划 2023 年稳经济任务单，力
求为新一年的经济社会发展乘势
而上“拔得头彩”。

2022 年，海东完成耕地“非粮
化”整治3033.33公顷、复耕复种撂
荒地3793.33公顷。全市播种各类
农作物 21.17 万公顷，建成高标准
农田 6473.33 公顷；粮、油、菜总产
量分别达 52万吨、12万吨、71.5万
吨，均占全省一半左右，农业对全
省贡献度持续提升。实现农畜产
品销售收入64.6亿元，第一产业增
加值增长4.5%，位列全省第二。弗
迪、卓达等 20 个重点项目建成投
产，中钛青锻、西部水电等 13项技
改项目进展顺利。我市成功跻身
青海省第二座千兆城市。市级161
条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快速
落地，为515户企业留抵退税12.32
亿元，减免“六税两费”2495.73 万
元。完成一般性工业投资 22.9 亿
元，培育规上企业 9 户，规上工业
增加值增长 0.5%，位列全省第三。
扎实推进文旅融合、全域旅游，生
产性服务业势头良好，物流、金融、
信息服务业较快增长，接待游客
1050.32 万 人 次 ，实 现 旅 游 收 入
37.19亿元。

特别是扎实推进营商环境“集
中攻坚”行动，营商环境便利度跃
升全省第二。各类市场主体达
10.88万户，占全省总数 19.87%，净
增 1374 户。创新建立产业链“链
长制”，全年签约项目 31 个，计划
总投资达 1015.32 亿元，到位资金
50.95 亿元，招商引资取得历史性
突破。大胆创新项目前期工作，及
时跟进服务保障，创造了项目审批
备案 90天的“海东速度”。建成国
家级科技创新孵化器、众创空间、
星创天地各 1 家。认定省级科技

“小巨人”企业 2 家。科技成果 11
项，比去年翻一番。

回首2022年，全市经济社会发
展各项工作取得新成绩，经济运行
稳中提质、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四
地”建设蹄疾步稳、城乡面貌日益改
善、改革开放纵深拓展、民生福祉持
续提升、社会治理见行见效……办
成了许多大事要事，交出了一份超
出预期、来之不易的答卷。

当前，从海东自身看，正处在
负重爬坡、攻坚克难的关键节点，
面临着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实
体经济困难较多，产业体量偏小、
质量偏低，公共服务有待完善，综
合实力尚需持续增强等一系列的
困难和挑战。同时也要看到诸多
利好因素，国家宏观微观、结构调
整、科技创新、改革开放、区域发
展、社会事业等一揽子政策将形成
叠加效应，都蕴藏着重大机遇。全
市上下只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
直面问题、勇挑重担，就一定能够
汇聚起团结奋进的强大合力，推动
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

2023 年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十四五”承
上启下的重要一年，更是全面推进

“五个新海东”建设的关键之年。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既要
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又要实事求
是、蹄疾步稳，多做打基础、利长远
的工作，在发展中赢得主动、赢得
未来。

市委书记乌拉孜别克·热苏力
汗在市委三届六次全会强调，没有
等出来的辉煌，只有干出来的精
彩。必须深刻认识当前工作的形
势和目标，必须科学把握工作的方
法和路径，必须全力抓好任务的推
进和落实，全力以赴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青海篇章贡
献海东力量。

在部署今年主要工作时，市委
副书记、市长王华杰在市委三届六

次全会强调，要着力抓好八个方面
的重点工作。一是全力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二是全力加快产业

“四地”建设，三是全力推进生态文
明高地建设，四是全力抓好教育科
技人才工作，五是全力深化改革开
放，六是全力增进民生福祉，七是
全力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八是全力
加强市域社会治理。

世上从来没有一帆风顺的事
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海东建
设的新征程上，注定还有许多困难
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关口需要征
服。只要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
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全面对标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省第十四次党代会和省
委十四届三次全会精神，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
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
全，以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

“四地”建设为牵引，把实施扩大内
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有机结合起来，突出做好稳增长、
稳就业、稳物价工作，有效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全力以赴推进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实现质的有效提
升和量的合力增长，全力推进“五
个新海东”建设，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青海篇章贡献
海东力量，就一定能够把宏伟目标
变为美好现实。

大力壮一产，全力强二产，着
力兴三产……怀揣底气与信心，站
在新的起点眺望，奋进的号角已然
吹响，波澜壮阔的中国式现代化图
景里，“五个新海东”建设的气息已
扑面而来。

海东奏响稳经济“协奏曲”

新华社北京2月2日电（记者樊
曦）记者 2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
限公司获悉，春节以来，铁路春运客
流持续回升，1月 22日至 2月 1日，全
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1.02亿人次，同
比增加3351万人次，增长48.7%，日均
发送旅客 931万人次，恢复至 2019年
春运同期的 90%，其中 1 月 26 日至 2
月 1日旅客发送量连续 7天超千万人
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国铁集团客运部负责人介绍，节
后春运，铁路部门根据客票预售情况
和客票候补大数据，动态优化旅客列
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满足旅客返岗

需求。针对成都、重庆、武汉、长沙、南
宁、昆明至广州、深圳，哈尔滨至北京，
兰州至乌鲁木齐等热门方向客流增加
的情况，及时采取开行夜间高铁、动车
组重联、增开临客、普速列车加挂车辆
等多种措施，千方百计增加运力投放，
节后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近9300列，比
2019年同期增长了 6.8%，全国铁路单
日最高开行旅客列车 10600 余列，较
2019年春运同期增长 15%。同时，保
持普速列车开行规模，开好公益性慢
火车，努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此外，针对节后四川、重庆、河南、
湖南、广西、陕西等地务工人员集中出

行的情况，铁路部门与地方政府、用工
企业紧密联动，大力开行“点对点”务
工专列，在进站、候车、检票、乘车等环
节开辟专用通道和候车区域，提供全
程服务，助力务工人员安全顺利返岗。

该 负 责 人 表 示 ，从 目 前 铁 路
12306售票数据分析看，元宵节前后，
务工流、学生流叠加，铁路春运客流
仍将保持高位运行，部分地区客流高
峰将超过 2019 年同期。铁路部门将
根据客流需求，最大限度增加运力，
加强旅客运输组织，科学有效应对大
客流，在前期安排的基础上，日均再
增加开行临客200余列。

节后铁路春运累计发送旅客突破1亿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