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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 月 2 日， 省委召开省级党
员领导干部会议， 传达学习党的十八届五
中全会精神。 省委书记骆惠宁主持会议并
讲话， 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
部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重大政
治任务，深刻领会精神实质，切实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总书记受中央政
治局委托向全会所作的工作报告、 关于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讨论稿）》的
说明和在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
话，传达学习了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
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
五年规划的建议》。

骆惠宁在讲话中指出， 党的十八届五
中全会， 是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
决胜阶段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对于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
意义。 习总书记所作的工作报告、关于《建
议（讨论稿）》的说明和在第二次全体会
议上的重要讲话， 是引领我们实现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目标、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科
学指南。 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
划的建议》， 是指导未来五年我国发展的
纲领性文件。 全会对令计划等人严重违纪
问题作出的审查报告和处分决定， 再次表
明了党中央从严管党治党、 坚决惩治腐败
的决心，我们完全拥护。

骆惠宁指出，要在认真学习的基础上，
悉心领会五中全会精神实质。 一要深刻把
握中央政治局 2015 年工作成效及 “十二
五”发展成就。 过去的一年乃至“十二五”
时期，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
呈现新气象。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勇于实践、善
于创新，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形成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充分展现了驾驭复杂局面、应对风险挑
战的高超政治智慧和卓越领导才能， 增强
了各族人民的道路、理论和制度自信。二要
深刻把握“十三五”时期发展形势和目标
要求。 充分认清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
的重大判断没有改变，但内涵有了变化，我
国正在由原来加快发展速度的机遇转变为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机遇， 正在由原
来规模快速扩张的机遇转变为提高发展质
量和效益的机遇。 要准确领会今后 5 年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找准方位，
主动作为， 加快形成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的发展方式，筑牢中华生态安全屏障，努力
实现较高质量的全面小康。 三要深刻把握
“五个发展”的理念。深入领会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内涵要义和相互联
系，把“五个发展”作为战略性、纲领性、引
领性的指针，体现到发展思路、发展方向、
发展着力点等各方面，统筹加以推进，切实
解决我省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在自觉融入
全局的深刻变革中， 不断开辟青海发展新
境界。 四要深刻把握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
发展能力的工作要求。 全省党员领导干部
要加强学习，研究问题，增强转方式、补短
板、防风险的意识和本领，自觉运用专业思
维、 专业素养、 专业方法破解重点难点问
题， 努力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家里
手。 省级领导干部更要担当尽责、 作出表
率。 各级党委要全面把握和协调推进“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
规治党，为“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

强保障。
骆惠宁强调， 学习宣传贯彻好全会精

神，是当前重要政治任务，必须在全面、扎
实、深入上下功夫。 要认真研读原文，学深
悟透，融会贯通。 把全会精神作为党委（党
组）中心组学习的重要内容，列出专题，深
入研讨，务求取得实效。 按照统一部署，把
学习中央《建议》逐步扩大到全体党员和
干部。 要深入谋划我省“十三五”发展，以
中央提出的“五个发展”理念为指导，从青
海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回应群众期待，
凸显比较优势，做到目标与举措清楚、亮点
与特色鲜明。要大力营造学习贯彻的氛围，
通过多种方式，深化对全会精神的宣传、阐
释和研究， 帮助广大干部群众全面准确掌
握全会精神和实践要求。要加强组织领导，
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 县处级以上干部要
结合“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注重联系实际
研究和解决问题， 把学习贯彻五中全会精
神与做好年内各项工作统筹起来， 确保
“十二五”圆满收官，为“十三五”开局奠
定良好基础。

全省副省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参加了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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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召开省级党员领导干部会议

传达学习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
骆惠宁主持会议并讲话

昂嘎，玉树不会忘记你
本报讯（记者 魏金玉）昂嘎，男，

藏族， 中共党员，2010 年 8 月曾获得
“全省抗震救灾模范”荣誉称号。 2011
年 12 月退休后， 昂嘎向家人隐瞒了身
患肝癌的病情， 继续发挥自己的特长，
在弘扬传承玉树优秀藏族文化工作中
发挥余热，贡献力量，终因病情恶化，于
2014 年 1 月 12 日离开人世， 年仅 63
岁。

大型民族歌舞剧———《玉树不会忘
记》诞生于玉树地震灾后重建期间。 作
为《玉树不会忘记》创作领导小组副组
长的昂嘎一刻也不停歇， 他反复学习领

会州委、 州政府有关搞好灾区人民感恩
党中央、感恩全国人民的活动精神，思考
琢磨如何以艺术的形式把 “大爱同心、
坚忍不拔、挑战极限、感恩奋进”的抗震
救灾精神体现出来。在《玉树不会忘记》
歌剧创作及演出期间，他发扬“舍小家、
顾大家”的奉献精神和“五加二、白加
黑”的苦干精神，在冰冷的板房中构思
修改文学台本， 很多时候他独自工作到
深夜。饿了，吃点糌粑、泡一包方便面，累
了，就在办公桌上趴一会。他在办公室备
足了蜡烛、 手电， 有时一停电就点起蜡
烛， 在昏暗的烛光中开会商讨演出的具

体事宜， 他一边听一边迅速记录下主创
人员的“火花灵感”，并补充完善到台本
中，他还开玩笑说：“烛光就是我们创作
的源泉和动力。 ”他不顾自己的身体，先
后到辽宁及省内各市州县做好演出协调
安排工作。

在昂嘎及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下，
《玉树不会忘记》 演出获得巨大的成
功，并获得了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向“最美老干部”致敬

我省降碳迈上新台阶
本报讯（记者 吴亚春）近期，国家发改委

对我省 2014 年度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降
低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评估，考核评定为良好等
级。 这意味着我省摘掉了“十二五”前三年单
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进度困难
省份的帽子，也标志着我省降碳工作迈上了新
台阶。

我省有丰富的水电、 光伏、 风电资源优势
和产业配套优势，水电、光伏、风电等清洁能源
已占全省电力生产总量的 77%。经过多年发展，
已形成了以重化工和高载能为主的原材料产
业结构。 但特殊的产业结构，导致经济发展的
能源资源的依赖相对较强。 特别是随着工业化
进程的不断加快，对能源资源的需求将继续呈
刚性增长，单位 GDP 能耗相对偏高。 加之我省
地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高，空气氧含量低，燃
料燃烧效率低，利用同样的技术生产相同的产
品，耗能多于零海拔地区的平均水平。 因此，我
省完成“十二五”降碳目标任务十分艰巨。

“十二五”以来，我省立足生态文明建设发
展战略，积极应对降碳工作基数大、时间紧、任
务重等实际困难，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调
整能源结构，大力发展水电、太阳能发电、风电
等可再生能源，积极落实节能目标责任，全面
完成造林绿化任务，加快推动建筑、交通和园
区低碳试点，开展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和体制机
制创新，超额完成年度降碳目标任务。

互助县文化馆
获评全国优秀文化馆
本报讯（记者 吴梦婷）记者从省文化新

闻出版厅了解到，在 10 月 30 日开幕的第二届
中国文化馆年会上，互助土族自治县文化馆获
评 2015 年全国优秀文化馆， 成为我省唯一获
奖的单位。

第二届中国文化馆年会， 优秀文化馆、优
秀文化站、 文化馆榜样人物各设 10 个获奖名
额,都是全国在公共文化服务事业作出成就的
单位和个人。互助县文化馆作为我省唯一的获
奖单位， 与北京东城区第二文化馆等 10 个单
位成为 2015 年全国优秀文化馆。

近年来，互助县委、县政府实施了“文化
兴县”战略，互助文化事业发展迅速，并多次
获得“全国文化先进县”“全国非遗保护先进
集体”“全省曲艺示范基地”“‘花儿’传承基
地”等殊荣。

从免费开放服务到文艺展演惠民，互助县
文化馆在丰富群众业余文化生活的同时，也使
全县文化艺术事业有了进一步发展。

九大类活动“掀热”我省冬春旅游
本报讯（记者 杨健）记者从省旅游

局了解到，青海省旅游局联手各级旅游
部门，推出“赏美景、品民俗、探秘境，与
大 美 青 海 相 约 在 冬 季 ” 为 主 题 的
2015—2016 冬春季旅游活动，并将于 11
月中旬全面启动。 今年，我省将有九大
类六十余项旅游产品“点亮”我省冬春
季旅游市场。

今冬明春我省旅游活动将呈现多
个亮点。 青海作为“一带一路”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将全面展示沿线市、州、
县的特色旅游文化和特色旅游产品，
重点推出探 “非遗”———宗教文化游、
品民俗———风情体验游、迎挑战———户

外健身游、 观风光———美景休闲游、赏
美景———采风摄影游、戏冰雪———欢乐
家庭游、 爱尚户外———冰雪嘉年华、庆
新春———欢度佳节游、欢乐购———三节
惠民游和旅游行业服务培训大练兵九
大类活动。 全面展示我省冬春季旅游
新产品、新线路，将民俗、宗教、体育、
冰雪、 休闲、 摄影等打造成旅游新业
态。

从三江源冰沙嘛呢文化旅游节到
湟源排灯艺术展，从共和县恰卜恰乡村
民俗体验活动到西宁市城东区民俗文
化旅游月活动，从激情穿越柴达木徒步
拉力赛到“2016·伴你一路”青海湖元

旦徒步迎新年活动，从“冬日骑迹”青
海湖短程自行车挑战赛到中国·青海(冬
季)抢渡黄河极限挑战精英赛，从三江源
核心保护区生态游活动到青海人游“红
色之旅”活动，从祁连温泉体验活动到
青海湖“爱在路上”相亲大会，从普氏
原羚摄影活动到 “我眼中的冬日青海
湖”美拍摄影大赛，从金银滩冰上乐园
冬季冰雪节到大通冰雪嘉年华系列活
动，从“迎新年”大型交响音乐会、元
旦、春节、元宵节群众文化系列活动到
春节年货购物季、旅游惠民季，无不展
现着青海冬春季旅游的魅力，无不充实
着青海冬春季旅游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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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 日， 车辆驰骋
在西宁市南绕城高速公路
火烧沟大桥上。 据了解，
火烧沟大桥连接西山隧
道，跨越火烧沟，直达西宁
湟水森林公园山侧路基，
大桥全长 847.4 米， 宽度
为 16.75 米，左右分离，双
向六车道。

本报记者 保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