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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海东市观赏石协会成立，填补了海东
市没有观赏石协会的空白。 海东市地域辽阔，河
湟奇石、黄河奇石、七彩石等资源丰富，通过观
赏石协会这个石友交流平台，将会更好地宣传、
推动海东石文化，让海东的奇石走出青海、走向
全国。 （记者 周雪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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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雪嵘） 10月28日
至10月29日， 海东市第一次旅游发展
大会在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召开。 市委
书记于丛乐主持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市委副书记、 市长鸟成云代表市委市
政府回顾总结了海东旅游业 “十二五”
发展成绩， 提出了 “十三五” 加快发
展旅游业的思路目标、 重点工作和具
体举措。 省旅游局副局长韩国荣对海
东旅游业今后的发展提出了要求。 会
上， 海东市政府与省级金融机构、 市
文广旅游局与有关企业签订了旅游发
展合作框架协议。

此次大会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全省第
六次旅游发展大会精神， 回顾总结海东
市“十二五” 旅游业发展成就， 谋划安
排“十三五” 旅游发展工作， 进一步动
员全市上下抢抓机遇， 开拓创新， 扎实
工作， 推动海东旅游业实现更大发展，
成为战略性支柱产业和群众满意的现代
服务业。

于丛乐指出， 旅游业是世界经济中
持续、 高速、 稳定增长的重要战略性、
支柱性、 综合性产业， 目前已成为我国

经济转型升级、 促进消费、 拉动内需
的战略性支柱产业。 海东要借大势之
机， 举全市之力， 将 “大美青海·风
情海东” 和 “极地门户·青藏首站”
形象全面推向全国、 推向世界。 当
前， 国家“一带一路” 战略布局正在
深入谋划、 扎实推进。 海东是古丝绸
南路和内地进入青藏的咽喉之地， 当
前又是国家新型城镇化和重点开发地
区， 一定要积极主动融入国家新丝绸
之路经济带建设和省委省政府“旅游
名省” 战略， 为承接拉动、 创新驱动
做好全面准备， 借势借力推动旅游业
大发展、 快发展。 现在已经与一些中
亚、 西亚国家开启了交流合作之路，
随着将来人文交流的扩大和青藏高原
东部国际物流商贸中心及内陆自贸区
的运行， 海东旅游业必将托衬起欣欣
向荣的春天。

鸟成云认为， 近年来， 全市上下
凝心聚力、 积极作为， 掀起了谋旅
游、 抓旅游、 兴旅游的发展热潮， 旅
游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一是旅游
经济总量快速增长； 二是旅游基础设

施条件不断提升； 三是旅游产品体系
逐步完善； 四是旅游拉动作用显著增
强； 五是旅游市场营销成效明显； 六
是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实现新突破。 加
快发展旅游产业， 既有资源的优势，
也有政策的机遇， 同时也具备了一定
的基础条件。 国家和省上出台的一系
列政策措施， 为海东市加快旅游业发
展提供了十分难得的机遇， 以交通为
主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加快旅游业发展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大美青海·风
情海东” 的旅游形象， 提升了海东市
旅游品牌的影响力。

此次大会， 还举办了海东旅游发
展高峰论坛。 原青海省政府参事谢
佐、 百度大客户服务部高级经理张越
等专家学者， 结合海东实际， 从旅游
业存在的多方面瓶颈， 分析了制约旅
游业发展的因素， 客观地指出了观
念、 战略与定位、 创新、 规划与保
护、 产业链打造、 营销、 人才、 资源
整合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准确指明了
突破瓶颈、 解破难题的方式、 方法和
渠道。

本报讯（记者 吕锦武）近日，互助土族自
治县公安局 110 指挥中心接到一匿名女子电话
报警称：“台子乡新合村路段，有一身着白色衬
衣的男子躺在路边，满身是血。 ”

接到报警后， 互助县公安局民警立即赶赴
现场，发现这名男子身上有刀伤，已死亡。随后，
县局刑侦大队立即启动命案侦查工作机制，迅
速组织人员赶赴案发现场展开勘查、 调查取证
等侦破工作。经现场走访调查，死者生前曾与南
门峡镇西山根村村民赵某某撕打过。 获知此线
索后， 办案民警立即赶赴赵某某家， 发现其脸
部、手部有多处伤痕，遂将其传唤讯问。

经讯问， 犯罪嫌疑人赵某某如实供述了与
死者代某某因婚姻纠纷， 在台子乡新合村处打
架，后用刀将代某某捅伤的犯罪事实。

经查， 犯罪嫌疑人赵某某的妻子张某某到
威远镇吐谷浑大营务工，期间，与同在一起务工
的代某某相识， 之后二人发展为情人关系并开
始同居。有一天晚上，赵某某到妻子张某某租住
的出租屋找妻子时， 发现张某某与代某某住在
一起，二人便开始争吵继而打了架，赵某某用事
先准备好的匕首将代某某连捅数刀， 代某某倒
地后，其潜逃回家。

目前，犯罪嫌疑人赵某
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案
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本报讯（记者 吕锦武） 为进一步提升卫
生厕所管理水平， 逐步提高改厕普及率和粪
便无害化处理能力， 预防和降低经粪口传播
疾病的发病率。 乐都区中岭乡在 13 个村整村
推进农改厕项目， 修建卫生厕所 1403 座， 改
善人居环境。

10 月 29 日， 记者来到中岭乡马家洼村二
社， 看到村民们正忙着修建卫生厕所， 村民
余海吴正在砌砖， 妻子给他当帮手， 厕所修
了近一半的工程。 余海吴告诉记者， 自己除
了投工投劳， 修建厕所所需砖块和沙石料由
政府提供， 降低了修建成本。 现在， 国家政
策越来越好了， 种洋芋免费提供地膜和肥料，
还免费给老百姓修建厕所， 政府替百姓考虑
太周到了。

马家洼村村委会主任余顶昌告诉记者，
因受传统生产生活的影响， 村民们修建简易
茅厕积攒农家肥， 但粪便的处理能力比较低，
或多或少地影响周围的环境。 今年， 村里给
了 72 座卫生厕所， 村民们很高兴， 积极性也
很高， 目前， 村里卫生厕所修建进展很快。

中岭乡人民政府乡长朵春英介绍， 农村
改厕项目是改善农村村容村貌， 营造良好的
乡村人居环境而实施的新农村建设配套项目，
根据中岭乡地理环境、 气候和民族生活习惯
等特点， 确定修建阁楼推肥式卫生厕所。 工
程项目采取政府投资、 群众投工投劳的原则。
通过项目的实施提高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普
及率， 改善农村环境卫生状况和广大农民群
众生活质量。

妻子红杏出墙
男子捅死情敌

本报讯（记者 吕锦武）近日，海东
市平安区中医院孔明云、 化隆回族自治
县中医院韩晓平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
定建设“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
室”，并下拨项目经费 50 万元。

据了解，“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
工作室”项目建设周期为 3 年，工作室
团队由老中藏医专家本人、 工作室负责
人和继承人等人员构成， 原则上不超过

10人。 项目建设以“传承建设”“人才
培养”“制度建设”等为主，包括收集
整理老中藏医专家医案、处方、学习笔
记、读书心得、论文等原始资料，建立
老中藏医专家临床经验资料库； 总结
提炼老中藏医专家临床经验， 形成至
少 1 个相应的临床诊疗方案、 经验方
或技术方法，以及培养继承人、举办学
习交流活动、 开展巡诊带教活动和参

加集中理论培训等内容。
平安区中医院、 化隆县中医院作

为 “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
室” 依托单位， 将为工作室建设提供
人力、财力、场地、设备等方面的支持，
具体负责项目的组织实施与日常管
理，老中医专家负责临床经验传承、继
承人培养及对口乡镇卫生院中医人
员、乡村医生的指导带教工作。

海东市将建两个中医传承工作室

海东市乐都区中岭乡马家洼村
2016 年实现整体脱贫。 目前，39 户
贫困户被纳入精准扶贫对象。 10 月
28 日，乐都区委常委、副区长冉东
升，副区长申寿昌及区扶贫开发局
的相关工作人员前往马家洼村，走
访农户调研精准扶贫情况。

本报记者 吕锦武 摄

乐都区中岭乡
农村改厕项目全覆盖

本报讯 （记者 张得桂 通讯员 丁永
芳）10 月 29 日,互助土族自治县教育局
召开了教育系统“三基”建设和党建工
作观摩推进会。

互助县委组织部、 宣传部及全县各
学校校长、书记等 80 余人实地参观学习
了东沟乡中心学校、 城东小学和民族中

学三个党支部“三基”建设和党建工
作。在实地观看学习中，东沟乡中心学
校的 “五创优”“三接待”“七彩秀”
“五色教育”，城东小学的“两统一、
三及时、四个不”“融情教育”，民族
中学的“五色教育”“三基”建设品牌
党建吸引了与会人员的眼球， 取得了

参会人员的一致好评。
据了解，自“三基”建设开展以来

互助县教育系统各党组织以 “三基”
建设为抓手，以从严治党为“主线”，
坚持问题导向，创新工作举措，狠抓工
作落实，“三基”建设和党建工作成效
显著，整体水平明显提升。

互助教育系统“三基”建设有成效

借势借力推动海东旅游业大发展
海东市第一次旅游发展大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