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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郑思哲）3月 12日，为
期 40 天的 2018 年春运落幕。据记者从
省公路运输管理局获悉，今年春运期间，
全省累计完成客运量 597.72 万人次，较
去年同期客运量下降 0.25%，其间，未发
生较大以上道路运输行车责任事故和旅
客滞留事件。

今年春运期间，我省道路旅客运输

平稳有序，日均投入客运班车 2637辆(不
含公交车、出租车)，客位数 8.43万座，其
中累计包车 92 辆，加班车 1138 辆，累计
完成客运量 597.72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
客运量下降 0.25%。今年春运期间，道
路客运量较去年总体降低，主要原因是
我省各地连续降雪，降雪量较去年增多，
造成部分客运班线停运；乘客出行方式

多元化，分流了部分客源。
根据我省特殊情况，我省的春运工

作将延续到本月底，此时我省客流将呈
现村镇向州县集中、州县向西宁集中的
特点，务工人员将是接下来一段时间的
主要客源，我省各级道路运输部门将继
续依照春运要求做好旅客输送工作，确
保旅客有一个安全舒适的出行环境。

春运结束
全省公路运送旅客597万人次

本报讯（记者 赵俊杰）记者从省林业
厅了解到，目前，我省 85%的野生动物栖
息地纳入自然保护地管理，雪豹、藏羚羊、
野牦牛、藏野驴、普氏原羚等青藏高原特
有珍稀濒危动物，栖息环境得到不断改
善，种群数量逐年增加。

我省是世界上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
性最集中的地区，也是青藏高原上重要的
生态与物种宝库。调查数据显示，我省有
陆生脊椎野生动物 499种，其中 74种属于
国家级保护动物。野牦牛、藏野驴、藏原
羚、普氏原羚、雪豹、水獭、岩羊等为青藏
高原的特有物种，有许多物种已列入全球
珍稀濒危物种。

野生动物是大自然的一员，它们的生
活依赖茂密的森林、沼泽地和开阔地。相
关专家表示，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必须要有

足够的食物保证，有食物生产的植被、土
壤、气候条件，还要有安静、安全、隐蔽的
栖息环境。令人欣喜的是，目前，我省的
5517 万亩天然林、7441.4 万亩国家级公益
林、1.22 亿亩湿地得到有效保护。其中，
湿地资源全国第一。

为了织牢织密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
我省已将 64%的高原重要湿地生态系统、
30.7%的森林也纳入自然保护地管理。丰
富的森林资源、湿地资源，以及自然保护
地得到良好的管理，为众多野生动物提供
良好的栖息环境。据监测，雪豹、藏羚羊、
普氏原羚等我省特有的野生动物种群数
量明显增多，栖息活动范围呈现扩大趋
势。

在青海湖栖息的两百多种鸟类中，国
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鹤最为珍贵。每年

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
员和当地牧民用石头、稻草和芦苇，在湿
地和湖面，为黑颈鹤筑巢；生活在布哈河
口湿地不远处的牧民，为了黑颈鹤，更是
腾出家园。每年 6 月上旬，当地牧民赶着
羊群准时迁徙到别的草场，为栖息在这里
的黑颈鹤和其他水鸟提供舒适的繁殖环
境。

对青海湖湿地而言，黑颈鹤等众多水
鸟是其重要的生态组成部分，它们在维持
湿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方面有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同样，湿地环境的变化会直接
影响水鸟的生存，因而水鸟可以作为监测
湿地环境变化的一项客观生物指标。

目前，随着我省各生态系统类型变化
趋于稳定，水域和湿地面积逐年增加，湿地
生态环境转好，森林面积减少趋势得到遏
制，草地植被覆盖率有所增加，代表性野生
动物种群数量增加，提供给野生动物的食
物和活动空间得到有效改善。而野生动物
数量的逐步恢复和增加，为维持我省生态
系统的恢复发挥关键作用。

我省野生动物栖息地环境越来越好
●雪豹藏羚羊等种群数量逐年增加 ●超八成栖息地纳入自然保护地管理

本报讯(记者 范程程)为加强家庭文
明建设，提高家庭教育能力，近日，由省
妇联组建的青海省家庭教育讲师团部分
成员分赴化隆回族自治县、大通回族土
族自治县开展家庭教育讲座，标志着
2018年家庭教育公益行活动正式拉开帷
幕。

“什么是家风？”讲座开篇，青海省家
庭教育讲师团团长周密以发问的方式，
听取了化隆县各县直单位 300 余名干部
职工对家风的理解，并通过生动的案例
点评，分析了目前我省家庭教育现状，并
就家风家训对家庭的影响、家庭教育的
基本原则和方法等方面作了讲授。

在大通县青林乡中心学校和多林镇
中心学校，针对初中生进入青春期的情
况，讲师团的老师为孩子们讲解了青春
期生理、心理的变化以及应对这些变化
的方法，鼓励孩子们通过各项体育运动
来缓解青春期心理变化所带来的压力。

活动中，省妇联向大通县青林乡中
心学校、多林镇中心学校捐赠优秀图书
千余册，希望通过阅读培养孩子们的读
书兴趣、增长见识，丰富他们的课余生
活，陶冶心灵。

青海省家庭教育讲师团
公益行活动启幕

本报讯 （记者 吴梦婷） 如今，丰
富的旅游产品和线路让我省红色旅游景
区备受青睐。记者从省旅游发展委员会
了解到，日前，我省获得 2018 年红色
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5172 万元，将
对省内红色旅游景区设备设施升级提
质。

此次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的 2018
年红色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中央预算内投
资计划，是“十三五”以来国家首次向
我省下达红色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资金将重点支持我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

军纪念馆、青海原子城遗址等 4个红色
旅游经典景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丰
富参与形式，加快红色旅游从单一的参
观、瞻仰型向兼具参观、瞻仰、参与、
体验为一体的综合型转变。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我
省红色旅游景区数量已达 5 家，除了
原有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
海北藏族自治州原子城遗址、玉树抗
震救灾纪念馆 3 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外，新增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红军
沟革命遗址、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

县十世班禅大师故居两家红色旅游景
区。

近年来，我省打造“红色、绿色、
特色”三色融合发展的旅游产业，大量
革命历史文化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和合理
利用。我省各大旅行社在西宁市、海东
市、海北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
等地纷纷推出了红色旅游线路，接待人
数逐年上涨。今后，我省将继续加大对
红色旅游的支持力度，通过项目建设资
金等措施，配套完善红色旅游景区基础
设施建设。

我省重点红色旅游景区将升级提质

本报讯（记者 魏金玉）春运期间，中
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累计发送旅客
160.2 万人次，同比增长 18.82%，创春运
旅客发送新纪录，其中 3 月 4 日，旅客发
送量达 5.64万人次，同比增长 30%，创客
运单日发送量新高。

据青藏集团公司统计 ，春运期间
共 开 行 临 时 旅 客 列 车 133 列 ，增 加 旅

客运输能力 15.07 万张，加挂车辆 565
辆，增加旅客运输能力 4.26 万张。此
外，为方便青藏铁路沿线农牧民群众
出 行 ，助 力 打 赢 脱 贫 攻 坚 战 ，更 好 地
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青藏集团公
司于 2 月 1 日起开行了 7581/2 次“扶贫
慢 火 车 ”，春 运 期 间 该 趟 列 车 共 发 送
旅客 2.69 万人次。

今年春运，青藏集团公司为旅客提
供了互联网购票、电话订票、铁路客票代
售点及车站售票窗口、自动售票机 5 种
购票方式，共设 157个售票窗口，86台自
动售（取）票机，并开通了售票窗口和自
动售票机微信、支付宝扫码支付业务，实
现了自动售票机发售全国铁路各次列车
车票的异地售票服务。

铁路发送旅客160.2万人次

3 月 13 日，省城行知公园
建成投入使用，市民在公园中
休憩，享受暖春。为了让城市
环境更美，西宁市柴达木公
园、海棠公园、湟乐公园、行知
公园等 10 处主题公园已建成
投用，改善了城市生态环境、
提升了城市品位。

本报记者 祁晓军 摄

●相关新闻

本报讯（记者 莫青）记者从西宁市教
育局获悉，日前，西宁市出台《全市教育系
统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十项
措施》，进一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巩
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成果，推动教育
系统创建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十项措施中，在持续深化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方面，积极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组织开展“我的中
国梦”“四爱三有”等主题教育活动，引导
师生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
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

在持续深化文明校园创建活动方面，
以文明校园评选表彰为导向，优化申报程
序、完善考评机制,推出一批师生满意、家
长认可、社会赞许的文明校园，有效提升
师生文明素养和校园文明程度。

持续深化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
依托校外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辅导中
心（站），通过热线电话、讲座等形式开展
心理健康教育辅导，组织“团体拓展”“学
生体验”等主题活动，为未成年人心理健
康教育提供优良服务。深化城乡少年宫
建设。聘请民间艺人、非遗传承人担任志
愿辅导员，通过现场会暨成果展示、建立
地域特色活动基地等形式，建好管好用好
城乡少年宫，构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有效平台。

西宁教育系统十项措施
提升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