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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贾雪琦）五十六个民族
五十六朵花。千百年来，汉族、藏族、回
族、蒙古族、撒拉族、土族等各族群众共同
生活在青海大地上，他们携手并进，共创
青海的美好未来。为向全国乃至世界展
示我省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展现少数民
族魅力风采，选取各民族文化的形象代表
和传播使者，9 月 12 日，由青海省委宣传
部、青海省民族宗教委员会、青海省妇女
联合会、青海省旅游发展委员会主办，西
海都市报社、中国青年网、中华网青海频
道、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县委、县政府承办
的第四届民族之花青海地区土族、撒拉族
之花选拔活动拉开大幕。

全国民族之花选拔活动是由国家民
委、国务院外宣办、人民日报联手举办的
一场民族盛会，于 2006 年启动,至今已成
功举办三届,成为各民族展示民族文化的
重要平台，更是架起了世界各国民族之间
相互交流和沟通的友谊桥梁。活动自举
办以来,持续引起社会关注,得到了各民族
的广泛关注和支持。

今年，民族之花选拔活动走进青海，
设立青海赛区，寻找撒拉族、土族之花。
其中 9月 12日至 25日，为选拔活动报名阶
段。活动在西海都市报社全媒体经营中
心、循化县文化旅游局办公室设立两个现

场报名点。除现场报名外，符合条件的选
手还可在“掌上青海”“西海都市报”微信
公众号、微博、或扫描活动海报上的二维
码网上报名。

自报名之日起，网友即可网络投票，9
月 28日投票结束。通过网络投票，排名前
20的选手可晋级青海赛区决赛，并荣获晋
级奖。

10 月 15 日，选拔活动将举行现场决
赛，届时将通过现场才艺展示、综合知识
问答等项目的比拼，并综合专家评分，产
生撒拉族、土族冠亚季军各一名，以及最
佳人气奖、最佳形象奖、最佳才艺奖各一
名。其中,冠军将被选送参加全国 56 朵民
族之花颁奖典礼。

最终，通过国内外海选、全国各少数

民族地区推选、网络直播等方式,由 56 位
民族之花组成优秀团队代表,进行海内外
城市巡游、参加社会公益活动、拍摄民族
电影、开展直播等多项宣传推广活动。活
动期间，我省主要媒体将通过电视、报刊、
互联网、大型活动等平台,全景展现我省撒
拉族、土族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展示民族
选手精神风貌。

参赛选手要求：
1. 撒拉族或土族女性，以身份证民族

栏为准；
2.18岁至 35岁，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3.参赛选手必须掌握一定的本民族知

识，熟悉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
4. 语言应变能力较强，具有一定才艺

天赋；
5.自信阳光，端庄大方；
6. 报名时，请每位选手上传个人穿戴

民族服饰的照片三张。
报名时间：2017年 9月 25日截止
报名电话 ：0971-

8128739 17797179895
报名地址：西宁市

城中区西大街 80 号世
贸大厦 13楼

（西海都市报全媒
体经营中心）

第四届民族之花青海地区选拔活动启幕
今日起开始接受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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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海南州同德县巴沟乡然果村内金矿
开采破坏草山，草山被开采石块覆盖，无
任何手续，河道开挖后没有回填。

海南州贵德县河西镇黄河逸园老板
马绍华将 3000 多亩人工湿地、公益林毁
坏，建起了宾馆和豪华别墅，曾多次到青
海省林业厅、青海省森林公安局、贵德县
政府反映无果。该宾馆别墅生活污水长
期直排黄河的重要支流西河，有 4 年了，
污染水环境。

黄南州同仁县隆务镇州委党校家属
区内的垃圾无人清理，楼道内及楼下都有
垃圾，外人在家属院内随意大小便，州委
党校收了物业费但是不管理。

玉树州治多县长途客运站对面广场
没有垃圾桶，垃圾多卫生差，移动公司旁
的水渠内生活垃圾多，流至长江支流。

玉树灾后重建过程中，结古镇破坏
了结古镇烈士陵园周围原有的七八百亩
林地，并规划为产业用地，分给私营企
业，从中牟利，而西同片区上千户居民祖
祖辈辈的居住地却被规划为绿化用地，征
用造林，使居民失去了宽敞的院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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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经调查核实，巴沟乡然果村内从事采矿探矿活动的有 2
家。显龙富鑫金银开发公司有采矿手续和环评手续，没有用地
手续，已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土地复垦方案。武警部队黄
金第六支队探矿区范围内共有草地面积 78 亩，2016 年完成探矿
任务后主动恢复植被 30 亩，剩余 48 亩，待今年探矿任务完成后
进行恢复。该村仍有历史遗留的东西长约 200 米、南北宽约 20
米的区域没有回填，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经调查核实，2011 年，黄河逸园旅游度假村（饭店）依法办理
了占用西河林场国有林地 7.2 公顷（108 亩）的手续，2012 年 2 月，
省林业厅向其下发采伐许可证，经县环境保护和林业局调查核
实，实际采伐与批准采伐株数一致。

黄河逸园自行修建了 3 座化粪池，安排清污车及时清理化
粪池内污水废物，运排至城镇污水管网处理，因化粪池容量小，
餐饮水有外溢现象。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经同仁县相关部门核查，反映问题属实。

经治多县相关部门核查，反映问题属实。

经玉树市相关部门调查核实，反映问题不属实。信访反映的
“产业用地”为现玉树州赛义那产业园区，严格按照《玉树地震灾后
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建设。园区选择入驻企业时，玉树市按照灾后
重建产业安置政策，坚持绿色、循环、集聚原则，确定了严格的入驻
条件，不存在“将产业用地分给私营企业，从中牟利”问题。

信访反映“烈士陵园及林地”位于赛义那产业园区规划用地
范围内，地震前烈士陵园及周边林地共有 149.85 亩。该园区建
设中，在全部保留加强管护的基础上，积极开展植树造林，新增
林地 15.91 亩，目前烈士陵园及周边林地达到 165.76 亩。同时，
在园区建设中，依法依规征用西同社区绿化用地 158 亩，对园区
规划用地范围内的 180 余户居民按照群众意愿就近就地进行了
妥善安置，房屋类型为院落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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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8 月 24 日，该村历史遗留的沙堆和水坑已全部回填完毕。
8 月 25 日，县农牧和科技局向显龙富鑫金银开发公司下达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企业补办征用（使用）草原审批
手续；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处以 5 万元罚款。

黄河逸园已停业整顿，9 月 20 日前，通过建设提升泵的方式，
将生活污水输送至城镇污水管网，餐厨垃圾将通过压缩式餐厨收
集车收集后集中处理。

8月22日，黄南州委党校组织人员清扫卫生死角，清理各类垃
圾；责令“廉政文化广场”施工方实行封闭式施工；向住户发放倡议
书 100 余份，教育校内住户养成文明习惯，保护环境卫生。8 月 26
日，召开党校家属院业主座谈会，商讨物业管理的办法，研究成立业
主委员会，年底前引进有资质的物业公司，进行有效管理。

8 月 23 日，治多县相关部门组织力量对客运站对面广场和移
动公司周边两个区域开展了环境卫生集中整治，并设置垃圾箱 4
个，加大垃圾收集清运频次。同时，治多县政府责成县畜产公司、
市场监管局和环保水利局严格执行门前“三包”、分段管制、定期
排污等规章制度，在排洪渠内分段设置垃圾阻拦网，防止垃圾在
泄洪期间流入长江支流。

青海省环境保护问题边督边改第30批公开信息
（上接A05版）

本报讯（记者 莫青）9 月 11 日，一则
微信推送火了朋友圈：《厉害了，青海姑娘
登上北大演讲台》。一张站在北大国际关
系学院演讲台上的照片，演讲者戴着黑框
眼镜，及颈的短发，激情洋溢。两千余字
的演讲稿，深情又唯美，文中有青海的美
景，也有对北京大学深深的情怀。

武芸如，就是这个青海的姑娘，今年，
以 621 分的好成绩被北京大学录取。“缘
起北大，情定国关。”武芸如这样说。她
说，缘起北大，是儿时笔画朱红色中轴线

上西北的一抹，是早先游京城时红墙灰瓦
雕梁画栋的一瞥，是震撼于思想先锋的前
沿阵地，是向往之兼容并包的自由风气。

国际关系学院之愿，也伴随着录取结
束尘埃落定。为什么选择国际关系学
院？“这是自从确立目标以来最常被问起
的问题。十七岁的我说，首先是情怀。有
人不屑，说情怀无法被物质化，留着只有
酸腐之味。也有人笑，一生还漫长，何必
扯上情怀虚无缥缈的话呢。但于我而言，
情怀是最有力的价值观，是在课业之外的

一方净土，是在被蝇营狗苟折磨之后依然
愿意用生命去改变和创造美好的过程，是
在世界面前不愿改变自己内心的清洁与
美好，坚定不移，向死而生。”十七岁的武
芸如对于情怀的执念，让人钦佩。

随后，记者连线了北京大学青海招生
组的老师，北京大学这所世界名校，人才
济济，为何在国际关系学院的新生开学典
礼上，由青海的学子登上演讲台？“在之前
的交流中，武芸如就是一名很有理想和情
怀的学生，这也正是北大需要的一种可贵

精神。近年来，北京大学加大对西部的支
持力度，从这两年在青海招生的情况来
看，青海学生各项综合素质有了很大进
步，这也是青海教育改革发展，经济社会
不断进步的最好体现。学生们的视野开
阔，都有自己的想法。这也是高等教育最
需要的教育理念，培养有情怀有理想的大
学生，为实现中国梦增添大学生的力量。
以后，我们还将持续关注青海学子，希望
他们的求学之路顺利且光芒。”北京大学
青海招生组负责人说。

有理想有情怀

青海姑娘登上北大演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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