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祁瑛）7 月 10 日，西宁

市首次发往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

木市的 K9897/K9899 次列车从青藏铁路

公司西宁站驶出，标志着“昆仑号”城际

列车西宁至格尔木往返列车正式运行。

这是推动格尔木交通资源与旅游资源深

度融合发展、方便群众出行的又一举措。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格尔木市旅游

人数达 230.43 万人次，旅游收入 14.24 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 9%和增长 12.29%。近

年来，格尔木市文化旅游影响力不断扩

大，文化旅游迎来了蓬勃发展的黄金

期。“昆仑号”城际列车的正式运行，为推

进格尔木全域旅游发展进一步注入了强

大动力。“昆仑号”城际列车通过整体形

象与发展定位相结合的广告设计策划，

把格尔木最具代表性的自然、人文景观

融入列车车厢中，浸透着粗犷磅礴的昆

仑文化气息。格尔木将以冠名“昆仑号”

城际列车为契机，探索铁路与旅游融合

发展新路子，进一步拓展客源市场，打造

格尔木旅游文化“云上格尔木·玉出昆仑

山”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更好地向往返于

西宁至格尔木及沿线各站点间的旅客展

示和推广格尔木丰富的旅游文化和独特

的自然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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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祁瑛 通讯员 孔宪尧）暑期

即将来临，为深入推进消防安全宣传教育进

校园，在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中培养提升师生

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营造良好

的校园安全环境，近日，青海省教育厅、青海

省消防救援总队联合部署开展消防安全教

育暑期专项行动。

此次专项行动 9月 25日结束。各地消防

救援部门要紧密配合教育行政部门，将消防

安全警示教育和知识宣传有机融入各中小

学校、幼儿园，在本学期结束前开展以“上一

节消防课、开展一次逃生疏散演练、参观一

次消防队站或消防科普教育基地、完成一次

暑期家庭消防作业”为内容的“四个一”活

动，各中学在新学期开学时开展一次“消防

安全主题班会”活动，将实践体验、案例警

示、逃生技能、查找隐患四方面内容作为班

会活动主题。期间，各地将结合综合实践活

动，依托各地应急消防科普教育基地，通过

知识竞答（闯关）、火灾隐患随手拍、消防夏

令营、参观主题展览、疏散演练等形式，丰富

暑期消防教育活动内容，并在初高中新生军

训活动中有机融入消防宣传体验活动。

本报讯（记者 雷洁）近日，青海省财政

厅、青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合印发《青

海省城镇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省级奖补

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

明确指出，今年至 2023 年间，遵循“先建后

补、以奖代补”原则，由省级财政按照每部 15
万元的标准，对城镇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

给予适当补助，主要用于购买电梯设备、电

梯安装及电梯间建设等。

《办法》规定，全省城镇既有多层住宅加

装电梯相关工作由省住建厅统筹协调，根据

各市州人民政府每年 9月底前申报的项目需

求，按照年度试点规模，研究制定实施计划、

提出奖补资金分配方案等，指导推进项目实

施。同时，省财政厅依据省住建厅提供的奖

补资金分配方案，按照现行国库管理有关规

定拨付资金。各市州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应

及时将省级奖补资金分配到所属各县（市

区）。

《办法》还明确，城镇既有多层住宅实施

加装电梯项目后，原有建筑、加装电梯后新

增构筑物和设备的产权关系、维护保养权责

关系不变。电梯加装后的运行、维护保养、

年度检验等费用，由电梯使用业主承担，各

级财政一律不安排补助资金。实施建成的

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将按照先建后补的

方式，在竣工完成后，向相关部门申请奖补

资金。

省财政厅省住建厅联合印发《办法》

全省消防安全教育暑期专项行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刘茜 通讯员

韩维成）近期，海东市循化撒拉族

自治县公安局开展集中铲毒统一

行动。民警在林缘地带、农村荒

山荒坡等地全面排查，做到不留

死角，共铲除罂粟 486 株、大麻

181株。其间，还发放各类宣传材

料 5000 余份，提供法律

咨询 1000 余人次，受教

育群众达 10000余人。

大通讯（侯维颖）近日，西宁市大

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举办干警

保密工作培训会。通过培训，进一步

强化了全院干警对做好保密工作重要

性的认识，让每一名干警意识到了“保

密工作无小事”，严守工作中安全底线

的重要性。

本报讯（记者 祁瑛）7 月 10 日，记者

从 2019·中国青海格尔木昆仑文化旅游

节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以“相约格尔木

魅力昆仑山”为主题的昆仑文化旅游节

将于 8 月 5 日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

自治州格尔木市隆重开幕。

2019·中国青海格尔木昆仑文化旅游

节 8月 5日至 22日在格尔木市举行，节庆

活动 18天。此次活动以打造文化旅游品

牌、扩大开放交流、推动文旅融合为主

旨，以弘扬昆仑文化、促进旅游发展为主

题，以“隆重热烈、朴实大方、量力而行、

量财而为、注重实效、勤俭节约、安全稳

定”为原则，共分文化交流、宣传推介、文

体活动、旅游体验 4大板块 14项活动。

本届旅游节活动内容丰富，形式新

颖，规模较大。8月 5日晚，旅游节将在格

尔木市奥体广场隆重开幕，当晚，“相约

格尔木 魅力昆仑山”格尔木第二届草原

音乐会也将激情上演；8月 6日上午，将在

海拔 4400米的西王母瑶池玉虚峰举行盛

大的 2019·格尔木昆仑山敬拜大典。节

会期间，还将组织献礼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山水相依 昆仑温情”大型

综艺晚会、《中国摄影报》全国摄影家培

训基地培训等活动。

2019·中国青海格尔木
昆仑文化旅游节8月盛大启幕

保密培训 增强意识禁种铲毒 强化教育

“昆仑号”正式运行

日前，西宁银龙铁道工程有限公司全体党员干部在“时代楷模”尕布龙为之奉献了余生的西宁北山绿化

基地，开展了“学习尕布龙 奉献在银龙”主题党日活动。 宋建红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陈文雯 通

讯员 李军利）日前，省公安厅

科技信息化总队、监狱管理

总队民警赴联点扶贫村海东

市化隆回族自治县沙连堡乡

其后昂村参加美丽乡村建设

启动、电信网络开通、养殖专

业合作社揭牌仪式及“5+1”

党建共建扶贫慰问活动。

其间，省公安厅科信总

队相关负责人介绍了联点村

扶贫工作开展情况，并宣布

项目建设启动。中国电信股

份有限公司化隆分公司与沙

连堡乡签订了《化隆县沙连

堡乡信息化建设战略合作协

议》。青海省公共安全技术防

范协会为贫困户捐助了价值

3000 元的米、面、油及日常生

活用品，为村两委捐助了价值

1.3万元的办公桌椅及办公电

脑；省公安厅监管总队捐助

1.5 万元用于村两委办公室、

党员活动室修缮。本次活动

为该村的振兴发展引进项目

资金约 400万元。

活动后，省公安厅工作

人 员 深 入 到 贫 困 户 家 中 慰

问，并送上了慰问金。

省公安厅
开展“5+1”党建共建
扶贫慰问活动

加装电梯每部可享15万元奖补资金

本报讯（记者 崔宁宁）第十八届环青海湖

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进入倒计时，7月 11日，青

海省气象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赛事期间

天气预报，通报气象保障服务准备情况。

环湖赛开幕式期间（预计 13 日 7 时至 13
时），海东市河湟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

13 摄氏度至 25 摄氏度，东风 1 至 2 级。13 时

至 20时，多云转阴，气温 23摄氏度至 27摄氏

度，东风 2 至 3 级。根据省气象台中期天气

预报，环湖赛在青赛段前期天气总体较好，

除第一、第四赛段有小雨天气外，其余第二、

第三、第五和第六赛段天气以多云或晴为

主，在青赛段后期第七、第八及第九赛段多

降水天气，需注意不利天气对赛事的影响。

另需关注的是，环湖赛期间，正值青海省“七

下八上”的强对流天气多发季节，比赛沿途

山区和高海拔地区午后多阵雨或雷阵雨天

气，可能对每日赛后相关工作和活动有一定

影响，请及时关注青海省气象台每日滚动发

布的最新天气预报。

环湖赛即将开幕，省气象局前期积极与

环湖赛组委会办公室对接，确定气象预报预

警发布方式及赛事上线保障等具体事宜。

在气象信息发布手段上主要采用环湖赛微

信群和电子邮件方式，同时实现省气象局官

方微信、微博、短信同步发布，努力做到环湖

赛期间预报服务信息全覆盖。充分利用西

宁、海北、海南、海西 4 部新一代天气雷达和

环湖赛沿线气象监测区域站等气象现代化

建设成果，做好赛事期间现场气象监测保障

服务。

今年气象部门将智能网格预报应用于各

赛段气象预报服务产品中，适时发布高影响

天气预警信息，提升赛段气象保障服务水

平。

西宁至格尔木往返城际列车

我省气象部门全力做好环湖赛气象保障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