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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最美秋景”颁奖大会今日举行
本报讯 （记者 杨健） 历时近四个

月， 足迹遍布72万平方公里的美丽大
地， 本报联合省委宣传部、 省旅游局、
省摄影家协会、 省新闻摄影学会共同举
办的2015年“寻找青海最美秋景” 大型
采访活动今日举行颁奖大会； 青海最美
秋景之 “最具人气奖” “最具活力奖”
“最具魅力奖” “最具人文奖” 四个奖
项将揭晓， 并向社会公布， 敬请大家关
注。

“最美秋景” 的推出， 也为青海
的秋季旅游工作、 游客的出行方向提
供指引和精细化服务。 为了延长青海
旅游旺季时间， 打破旅游 “淡旺季”
的壁垒， 响应省委、 省政府提出的
“青海要持续打造大美青海， 努力建
成旅游名省” 的目标， 本报启动了
2015年 “青海最美秋景” 大型采访活
动。

活动开始后， 西海都市报记者的脚
步走遍全省各地， 从三江源头到湟水谷
地， 从茫茫戈壁到辽阔草原， 一个个具
有地域特色、 民族特点、 群众喜爱的景
区、 景点被挖掘出

来， 一个个丰富的秋季旅游资源被记录
下来， 一组组动人的画面被定格下来，
全省的旅游资源在此次活动中得到了一
次深度展示。

活动的开展， 得到了全省各地宣传
和旅游部门的大力支持。 截至目前，

本报陆续推出最美秋景专栏近20
期， 专版数量逾30块， 采写刊
发文字稿件近百篇， 拍摄选
取刊发的精品图片更是达数
百幅之多， 多角度展示了我
省各地秋日的美景， 收到了
良好的社会效果， 成为省内
外了解青海秋季旅游的最佳
平台， 为青海秋季旅游加了

把火。
在日益壮大的“两微一端” 平

台上， 本报借助西海都市报官方微博、
微信公众号以及本报“掌上青海” 客户
端， 与报纸内容形成联动。 在各个新媒

体端口， 关于青海秋景的讨论十分火爆，
讨论“青海最美秋景” 的文章、 帖子层
出不穷， 数量达到万余条， 阅读量、 转
发量占各公众号的头条位置。 使全省秋
季旅游呈现快速发展之势， 有效拉长了
旅游季节， 推动四季旅游均衡发展。

在评选阶段， 本报收到的纸质、 电
子等各类选票达数万份， 再次印证了活
动效果的良好。 本报参照各景区景点秋
季的旅游人次， 举办活动情况， 游客的
好评度， 文化旅游融合程度等多方面内
容， 根据广大读者的投票情况， 本报评
选出了青海最美秋景之 “最具人气奖”
“最具活力奖” “最具魅力奖” “最具
人文奖” 四个奖项。

今日下午， 省委宣传部、 省旅游局
等多家主办单位将为荣获 “青海最美
秋景” 的地区和景区景点颁奖， 让我
们一起期待青海 “最美秋景” 的亮相
吧。

旅游达人
盛赞冬季青海之美
本报讯（记者 王雅琳）近日，省旅游

局联合携程旅行网共同举办的 “大美青
海，相约在冬季”携程旅游达人冬游青海
活动启动。 携程旅行网招募的来自上海、
北京等地，拥有几千至二十多万粉丝量的
自媒体宣传平台，在互联网上具有较高知
名度和影响力的 10 位旅游达人走进青
海，利用一周冬游青海，分享体验，传播
“大美青海”之美，在先期的体验中，这些
网络达人惊叹于青海冬季冷峻、 阳刚之
美，纷纷表示，原来冬季的青海，美得如此
与众不同。

一周时间内，达人们将赴门源岗什卡
雪峰、青海湖、乐都瞿昙寺、互助、循化、同
仁及塔尔寺、东关清真大寺等景区（点）
采风，从文化、民俗、自然景观及人文等多
方面体验青海生态之美、和谐之美，感受
大美青海冬季的独特魅力。此次携程旅游
达人冬游青海活动， 开启了 2016 年大美
青海旅游宣传“请进来”的新篇章，省旅
游局创新宣传手段，联合专业旅游服务平
台，利用互联网营销，细分“大美青海”旅
游目标客源市场， 主打自媒体宣传牌，线
上线下，双管齐下。 活动前在携程网宣传
造势、召集达人，活动中直播冬游青海美
景美食，活动结束后将打造冬游“拳头”
产品，在携程青海旅游旗舰馆全面推广。

根据测算，预计此次携程达人冬游青
海活动累计曝光量达 200 万人次，活动关
注度达 180 万人次，覆盖人群 60 万人次，
覆盖出行量达 3 万余人次。

柳湾彩陶博物馆为百件文物“美容”
本报讯（记者 吴梦婷）1 月 20 日，

记者从省文化新闻出版厅获悉，经过数
月的“美容”护理，青海柳湾彩陶博物
馆的 120 件彩陶文物于近日完成修复
工作，这是我省实施的彩陶修复项目之
一，也是柳湾彩陶博物馆首次开展的馆
藏文物修复工作。

由于青海柳湾彩陶博物馆保存文
物的条件有限，近年来已发掘出土的文
物出现不同程度自然损坏，部分发掘出
土时已修复过的文物也出现粘接胶体
失效，起翘脱落、酥粉和颜色变淡等劣
化现象。

为了让这些珍贵文物再现光彩 ，
2014 年 3 月， 柳湾彩陶博物馆启动彩
陶修复工作。 博物馆工作人员委托陕
西历史博物馆文保人员实地调查 ，在
保持彩绘陶器原有艺术风格和历史特
征的基础上对馆藏彩陶文物开展科学

保护修复。
经过专家实地调查，发现柳湾彩陶

博物馆馆藏文物主要的文物病害有降
尘污染、泥土污染、表面脱落、破碎、缺
失、表面盐析、胎体酥粉、粘接失效等。
针对彩陶文物的这些“病症”，专家和
技术人员对 120 件彩陶开始 “美容”，
经过清洗、脱盐、粘接、加固等程序，对
特别珍贵的文物还定制保存囊匣。

青海柳湾彩陶博物馆相关负责人
说，陕西历史博物馆和柳湾彩陶博物馆
的 14 名专家和技术人员经过多个月的
努力， 完成了 120 件彩陶的修复工作，
同时建立了专业的文物修复工作室，此
次彩陶修复工作有利于深入研究青海
彩陶文化，并能更好地保护馆藏珍贵文
物和提高文物的预防性保护能力。 另
外，2016 年， 柳湾彩陶博物馆将继续对
300 件彩陶文物开展修复保护工作。

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队伍
———2015 年我省纪检监察工作系列报道之二

制定印发“三个提名考察办法”、建
立各级纪检监察班子备用人选库、强化
自身监督……2015 年，省纪委聚焦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心任务打出
“组合拳”， 不仅围绕体制改革实现历
史性突破，而且多方统筹协调，实现巡
视、派驻监督“两覆盖”。

2015 年， 我省首批新设和调整的 7
个派驻纪检组组建到位， 开展监督工
作，为最终实现省直部门和单位派驻监
督全覆盖的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派
驻机构改革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同时，
省委不断强化巡视力量，成立第五巡视
组，充实各组力量，加快巡视节奏，按照
全覆盖要求，将常规巡视与专项巡视相

结合，突出对重点人、重点事、重点问题
的巡视。 巡视工作发现问题，形成震慑
的“利剑”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两覆
盖”工作，蹄疾步稳，彰显出党的纪律检
查体制改革步步深入的力度，见证了我
省按照“四个全面”总布局要求，坚持
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党内监督、深入推
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坚定
决心和顽强意志品质。

执纪必先守纪，律人必先律己。“三
严三实”专题教育开展以来，省纪委查
问题、找不足，强监督、重落实，有效推
动了全省纪检监察队伍建设。 按照“正
人先正己、打铁还需自身硬”的要求，设
立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 成立机关纪

委， 不断加强机关干部的日常教育和监
督。 建立内部监督责任制， 强化制度规
范， 严格纪律约束， 引导和督促纪检监
察干部追求“高线”、守住“底线”。 同
时， 加强自身的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强
化宗旨意识和作风纪律建设。 2015 年，
省纪委干部监督室共受理反映纪检监察
干部的信访件 32 件，分类处置问题线索
49 件，办结 45 件；各市州纪委共受理反
映纪检监察干部的信访件 7 件， 已全部
办结。 通过督察督办， 分别对违纪违规
的党员干部进行了诫勉谈话、 党纪政纪
处分等组织处理， 进一步强化了纪检监
察队伍的管理监督，有效防止了“灯下
黑”。

本报记者 魏金玉 通讯员 甘德全

大通 权维元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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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市发放
劳模“三金”五十多万

本报讯 （记者 杨健 通讯员 宋芳）即
日起，西宁市市级劳动模范将陆续收到劳
模“三金”，金额共计 52.2 万元。 1 月 20
日，记者从西宁市总工会获悉，工会组织
将向 192 名市劳模发放慰问金 19.4 万元，
向 17 名市劳模发放低收入补助金 16 万
元，32 名市劳模发放特殊困难帮扶金 16.8
万元。

今年西宁市市级劳模“三金”发放标
准为每人 1000 元；低收入补助金为市级劳
模月平均收入少于 2000 元的补足 2000
元，下岗（失业）无收入的市级劳模视年
龄、 身体状况等情况按每年 6000 元至
15000 元标准给予补助， 农牧民劳模男年
满 55 岁、 女满 50 岁且无固定收入或者丧
失劳动能力的按每月 800 元标准补助；特
殊困难帮扶金根据劳模实际困难情况按
标准发放，最高不超过 15000 元。 劳模“三
金”将采取集中统一发放的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