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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游西宁已成西北知名旅游品牌
前 10 月接待游客超 1400 万人次

本报讯（记者 杨健）记者从西宁
市有关部门获悉，截至今年 10 月底，西
宁市已经接待国内外游客达 1407.06
万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 120.6 亿元。
预计 2014 年全年， 西宁市将接待国内
外游客 1438 万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
129.2 亿元。 经过三年深入挖掘特色文
化和旅游资源，整合文化、旅游、体育
及各区县特色资源，来宁游客人数和旅
游收入连创新高，夏游西宁活动已逐渐
成为西北乃至全国有影响力的知名旅
游活动品牌。

西宁市旅游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为
打造具有国际知名度的高原山水花园
旅游名城，突出西宁夏季清凉的生态气
候优势，不断提升中国夏都的知名度和
品牌影响力， 提高西宁旅游的吸引力，
自 2012 年以来，西宁市连续三年精心打
造“夏游西宁”旅游活动品牌，通过举
办特色文化活动、高端体育赛事、精品
旅游节会，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游客。 中
国日报、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等国内各大
媒体也纷纷对西宁予以关注和报道，通
过各类活动的举办，全面展示和宣传了

“夏都西宁”旅游形象，有效助推了“夏
游西宁”旅游城市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
度。

同时，还加强了区域联盟发展营销，
协调整合环夏都西宁旅游圈内 25 个景
区捆绑营销，制作了“环夏都旅游圈自
驾游护照”，并加强与宁夏、陕西、甘肃
等“丝绸之路”沿线旅游城市的互动与
交流，实现西宁与主要客源地各媒体互
动，宣传片互播，互推旅游线路，形成资
源共享、市场共建、客源互送的合作共
赢机制。

西宁市信息消费规模超 60 亿元
本报讯 （记者 周建萍） 今年初，

西宁市成功入围全国首批信息消费试
点城市。 为此， 西宁市从政府、 行业、
企业、 社区 4 个层面， 围绕完善信息
基础设施等多项试点内容实施和开发
了一大批民生信息产品。 经过十个多
月的努力， 西宁市信息消费规模达到
60.21 亿元， 重点推进的 28 个信息消费
项目均已启动或开展前期工作。

实际上， 市民生活的每一天都离
不开信息消费。 小到最基本的打电话、
发短信、 登 QQ、 刷微信， 大到监控

系统、 电子商务服务平台、 食品溯源、
“城市一卡通” 等都是西宁市重点打造
的信息消费项目。 其中， 青藏高原野
生动物园智慧旅游景区项目已建成，
西宁中小企业信息服务平台、 工业信
息监测提供预计年内完成并使用。 市
区 132 个小区完成宽带提速， 三县 45
个村实现村通宽带覆盖， 青海师范大
学新校区数字校园、 出租车手机支付
等项目正在实施。 与此同时， 在信息
化带动工业发展方面， 西宁市在有色
金属冶炼、 装备制造、 新能源和新材

料等领域开展信息化集成技术应用推
广， 生物医药行业建立起企业产品质
量检测和追溯信息服务平台， 藏毯纺
织企业实施藏毯产品设计资源共享库
集成示范项目， 桥头铝电、 亚洲硅业
等一批骨干企业实现管理信息细化，
西宁市中小企业信息化应用率达 50%
以上， 重点行业、 重点企业达 70%以
上， 46%的企业开展了物联网技术应
用， 西宁市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方面
的相关企业已达 530 家， 并呈快速增
长态势。

10月，西宁空气质量排名创新高
本报讯（记者 赵俊杰）11 月 24 日，中

国环境监测总站公布了 10 月份全国 74 个
城市空气质量状况报告。西宁 10 月份空气
质量综合指数为 5.14， 排在全国第 25 位，
排名比上月提升 33 位。 值得一提的是，10
月份是今年以来西宁空气质量排名最高的
一个月。

根据环境空气质量标准，10 月份西宁
城市空气质量监测总有效天数为 31 天，其
中，优良天数 28 天，轻度污染天数 3 天，空

气质量优良率达 90.3%， 首要污染物为
PM2.5。 值得一提的是，西宁 10 月份有两
天空气质量指数级别为优等， 全月没有出
现重度污染天气。

10 月份西宁进入供暖季节，大气污染
治理异常严峻。西宁市从扬尘污染、煤烟尘
污染、机动车尾气污染、工业企业污染等四
大方面开展大气污染综合治理， 对治污不
严的企业公开曝光和处罚。同时，与海东市
建立地区联防联控机制， 解决了交界地带

的公路扬尘、渣土车管控及煤场污染问题。
从 6 项污染物浓度与去年同期相比来看，
除了二氧化氮略有上升， 其他 5 个项目均
有不同程度下降。 城市降尘量与去年同期
相比也有所下降。

从全国 74 个城市环境质量情况来看，
西宁在全国 74 个城市中排名基本保持中
游水平，与西北五省区省会城市相比较，排
名基本靠前， 尤其是今年自然条件较差的
三四月份， 在西北五省区省会城市中排名

第一。 从 1 月至 10 月份的监测数据来看，
西宁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 229 天， 优良
率为 75.6%， 空气优良天数比去年多出近
两个月的天数。

全国农村五保供养工作先进单位
大通县民政局榜上有名

本报讯 （记者 赵俊杰 通讯员 贺盈东）
近日， 国家民政部对全国农村五保供养单位
和先进单位进行表彰，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
民政局榜上有名， 成为全国 200 个农村五保
供养工作先进单位之一。 大通长宁中心敬老
院院长刘青莲荣获 “全国农村五保供养工作
先进个人” 称号。

近年来， 大通县政府高度重视农村五保
供养工作， 将农村五保供养标准纳入自然增
长机制， 加大对农村五保供养的财政投资，
全县农村五保供养做到了应保尽保， 实现了
五保供养金社会化发放。 大通县通过全面整
合农村敬老院资源， 将原来 10 所乡镇农村敬
老院整合为 4 所中心敬老院和 1 所儿童福利
院， 新建 3 所中心敬老院。 其中， 一所社会
福利中心正在筹备建设当中， 建成后将提高
五保集中供养率。 将农村敬老院工作人员和
护理人员工资及水电暖办公经费全部纳入财
政预算， 保证了敬老院的正常运行。 据悉，
目前， 大通县有农村五保户 829 户 903 人，
其中集中供养 260 人， 分散供养 643 人， 对
分散供养五保对象开展乡镇人民政府与五保
对象供养人签订供养协议工作。

天气预报将越报越准
本报讯 （记者 周建萍） “今日， 西宁，

阴， 气温 -7℃至 5℃。” 随着气候变化， 市民
对气象越来越关注， 也希望天气预报能趋向
“准报”。

记者从西宁市相关部门了解到， 为了发
挥气象工作在保障和改善民生、 防灾减灾、
应对气候变化、 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的作用，
西宁市近日正式下发 《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
气象现代化的实施意见》， 并提出力争到 2020
年， 突发气象灾害预报提前量达 30 分钟以
上， 24 小时晴雨预报准确率稳定在 90%以上，
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发布覆盖面达到 95%， 公
共气象服务满意度超过 80%， 气象灾害防御
规划覆盖率达 100%， 气象服务领域将更加广
泛， 科技创新能力和人才队伍整体素质显著
提升， 基本实现气象现代化。

今后， 西宁市将从多个方面入手， 提高
气象预报能力。 在加强生态气象服务体系建
设方面， 西宁市将围绕湟水流域生态圈， 提
升生态气象监测、 预警和评估能力。 开展设
施温棚小气候预报和农用天气预报， 提高设
施农业气象服务针对性和科技含量。 建立气
象预警信息传播 “绿色通道” 和气象手机短
信“全网” 发布机制。 统筹推进农村（社区）
以及学校、 医院、 车站、 旅游景点、 建设工
地等人员密集区和公共场所的气象信息接收
和传播设施建设。

今天白天
平安 阴 -3℃～6℃
西海 阴 -14℃～2℃
德令哈 阴 -7℃～3℃
格尔木 阴 -8℃～4℃

湟中塔尔寺 阴 -6℃～2℃
循化孟达天池 阴 -6℃～0℃
互助北山森林公园 阴 -10℃～2℃
尖扎坎布拉森林公园 多云 -8℃～6℃
贵德玉皇阁 多云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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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5 日， 青海防沙
治沙协会及海晏扎布拉生
态保护协会工作人员走进
西宁市北大街小学，为学生
们普及环保知识，让学生们
能理解自然、人类与环境间
多方相互依存的关系，从小
树立环保理念。

本报记者 陈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