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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朱西全） 5 月 8 日，
环湖赛组委会与碧桂园集团在省城举行
冠名签约仪式。这标志着，碧桂园集团
正式成为了第十七届环湖赛的总冠名
商，与环湖赛一起，共创未来。

环湖赛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难度最
大、最具特色的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环
湖赛不仅是青甘宁三省区区域合作办赛
的成功范例，更是中国体育赛事的知名
品牌。以环湖赛为平台,青海正在着力推
动体育与文化、旅游、地产、教育、卫
生、科技、健康、养老等领域的深度融
合,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各行各
业融合发展的局面已经形成,充分显示了

环湖赛无限的前景。环湖赛的每一步成
长都离不开社会各界和赞助企业的真诚
参与、无私相助。

省体育局副局长杨海宁说，碧桂园
是世界 500 强企业 ,在推进中国发展、西
部进步、人民幸福的新时代伟大进程
中，以“希望社会因我们的存在而变得
美好”的理念，树立了“有社会责任感
的阳光企业”的形象。“凤翱翔于天仞
兮 ,非梧不栖” ,碧桂园集团品牌精神与
环湖赛“绿色、人文、和谐”的主题深
度契合。环湖赛组委会将与碧桂园携
手 ,品牌带品牌 ,品牌推品牌 ,共同将双方
的合作打造成为企业与赛事共赢的典

范。
碧桂园相关负责人表示，碧桂园于

2013 年进驻西北，连续 5 年创下骄人业
绩，陆续布局兰州、西宁、银川、乌鲁
木齐等 12 大城市。碧桂园希望借此合
作，充分践行“做有良心、有社会责任
感的阳光企业”的企业价值观，让更多
的人关注、参与绿色生活，以低碳、环
保、绿色理念，用实际行动，来改善我
们的环境，提升生活品质。同时，碧桂
园也希望借此合作，进一步融入到西北
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浪潮中，与跨三省
区的环湖赛一起，为西北地区的经济文
化交流、发展作出贡献。

碧桂园牵手第十七届环湖赛
成为总冠名商，与环湖赛一起共创未来

本报讯（记者 卢晓茜）记者从青海
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获悉，今年 6月底，西
宁市将在经济技术开发区、青海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格尔木昆仑经济技术开
发区 3个国家级开发区开展“证照分离”
改革试点工作。

“证照分离”改革试点，是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释放企业创
新创业活力，推进营商环境法治化、国
际化、便利化的重要举措。按照国务院

“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各地有条件
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国家级新区，从实际出发复制推广上海
市浦东新区‘证照分离’改革的具体做
法”的要求，省工商局经过与省编办等
相关部门沟通，了解我省开发区的基本
情况，经过反复研究、多方征求意见，最
终确定将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青海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格尔木昆仑经济技
术开发区 3 个国家级开发区作为我省

“证照分离”改革试点单位，并及时组织
对 3个园区和相关审批部门有关人员进
行了培训。

我省3个国家级开发区
开展“证照分离”改革试点

本报讯(记者 魏金玉) 5月 8日，经过
110 分钟的转体施工，国内首座高海拔地
区铁路桥梁转体工程在格库铁路（青海
段）连接格尔木东和格尔木南站的特大桥
（格东特大桥）完成，这标志着转体梁在青
藏高原第一次转体施工取得圆满成功，为
2018 年底格库铁路青海段开通运营奠定
了坚实基础。

“转体开始。”上午 10时 50分，随着现
场指挥人员的一声令下，建设在青藏铁路
两 侧 21 号 桥 墩 、22 号 桥 墩 上 的 两 座 长
117.8 米、梁顶宽 7.5 米、自重 3056 吨的格
东特大桥梁开始缓慢地逆时针旋转。两
座原本与青藏铁路平行的桥梁，通过各自
旋转，将在青藏铁路上方合龙形成连续桥
梁。

“报告，目前风速 7.6米/秒，风力 4级，
温度 8摄氏度。”

“报告，22 号球绞转盘累计转动角度
16度；21号绞转盘累计转动角度 12度。”

……
“报告，风速 5.9米/秒，风力 3级，温度

8.5摄氏度。”
“报告，22 号球绞转盘累计转动角度

30.5 度，进入减速阶段；21 号绞转盘累计
转动角度 21度，进入减速阶段。”

……
随着一次次的情况报告声，两座桥梁

之间的夹角越来越小，最终在青藏铁路上
方对齐合龙。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格库铁路项
目部项目经理仝锐说：“格东特大桥转体
梁位于青藏高原地区，横跨青藏铁路，海
拔 2850 米，是我国海拔 2500 米以上首座
采用转体法施工的连续梁桥。这座桥梁
体属于曲线连续梁，位于半径 800 米曲线
上，属于小半径转体施工，梁体在横向和

纵向均存在不平衡配重问题。在桥梁转
体时，风力、温度等因素都会影响到转体
合龙的精准，因此，现场需要时刻监测气
温、风力。”

格东特大桥采用 T 形桥台、圆端形实
体桥墩，全长 1716.11 米，共设计 54 个墩
台。其中，21、22 号墩之间连续梁需跨越
青藏铁路，为保证青藏铁路的运营安全，
连续梁采用转体法施工。也就是说，新建
的格库铁路与既有的青藏铁路相交，形成
29 度的夹角。为了不影响下方青藏铁路
的正常运行，在建设时，两座桥先在青藏
铁路两侧采用支架法施工形成 2个 T形结
构的桥梁，然后平转到设计位置，在青藏
铁路正上方合龙形成连续的桥梁。按照
施工人员的计算，21号桥墩上的桥梁需要
逆时针旋转 23 度，22 号桥墩上的桥梁需
要逆时针旋转 32度，两个桥梁才能合龙。

“格库铁路横跨青藏铁路第一座转体
梁的成功转体施工，在青藏高原尚属首

次。”现场，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格
库铁路建设指挥部工程部部长巨邦强看
到桥梁成功转体合龙，高兴地说：“格库铁
路建成后，东接青藏铁路的西格段，南接
青藏铁路的格拉段，西接南疆线的土库
段，连接西藏、青海、新疆、甘肃等省区，格
尔木至库尔勒的列车行驶时间由原来的
近 20个小时缩短至 12个小时左右。”

格库铁路起自青海省格尔木市，经青
海省茫崖行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若羌县、
尉犁县，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市，全
长约 1213.7公里，其中青海省境内 505.6公
里，新疆境内 708.1公里。建设标准为国铁
I 级电气化单线铁路，设计时速为 120 公
里，建设工期 5 年。格库铁路对完善我国
西部地区尤其是青海和新疆两省区的铁路
网结构，进一步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
和青海、新疆两省区经济社会发展，促进沿
线地区经贸往来和资源开发，加强民族地
区团结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青藏高原首座青藏高原首座：：格库铁路格库铁路转体梁桥合龙转体梁桥合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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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贾雪琦）日前，省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厅会同省交通运输厅、省
水利厅、省能源局、民航青海监管局等部
门联合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六
部门关于铁路、公路、水运、水利、能源、
机场工程建设项目参加工伤保险工作的
通知》，全力推进交通、水利等工程建设
项目参加工伤保险，不断扩大参保范围，
建设项目要求在进场施工前提交参加工
伤保险证明。

《转发通知》结合我省实际情况，要
求将建设项目参加工伤保险作为重点工
作，从今年开始，全面启动实施“同舟计
划”（二期）。明确建设项目按施工项目
参保方式、缴费基数、缴费比例、享受待
遇、相关责任。明确建设工程期限延期
的，在原合同期限结束 30 日前经建设单
位、监理单位确认后，补缴工伤保险费。

要求各市州开通工伤保险参保登记
缴费、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工伤保
险待遇支付绿色通道，提供“一站式”经
办服务，受理工伤申请后，10日内作出工
伤认定决定，申报劳动能力鉴定后，30日
内作出劳动能力鉴定结果。

建立建设项目按照“先参保，再开
工”和“谁审批，谁负责”的工作机制，要
求在进场施工前提交参加工伤保险证
明。并将建设项目参加工伤保险情况纳
入企业信用考核体系，多渠道监督建设
项目参加工伤保险，依法严惩造假骗保
行为。

切实保障农民工权益

交通水利等建设项目
“先参保再开工”

本报讯（记者 卢晓茜）5 月 8 日，共青
团 青 海 省 第 十 四 次 代 表 大 会 在 西 宁 开
幕。省委书记、省长王建军，团中央书记
处书记尹冬梅，省领导多杰热旦、刘宁、王
晓、公保扎西、滕佳材、张西明、王予波、于
丛乐、马吉孝、曲新勇、刘同德、韩建华，省
关工委副主任韩玉贵等出席会议。

上午 9 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
幕。西宁地区少先队员代表全省少先队
员向大会献词，省总工会有关负责同志代
表群众团体致贺辞。

尹冬梅代表共青团中央，向大会的召
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她指出，过去五年，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青海共青团和青年工作在改革创新
中迎来了新机遇、展现了新气象。她强
调，青海共青团要持续深入地学习宣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牢牢把握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的
根本要求，不断深化改革攻坚和从严治
团，自觉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广
大青年成长发展，团结带领全省各族团员
青年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谱写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青海篇章贡献青春
力量。

受省委书记、省长王建军委托，省委
副书记刘宁代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
政协，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全
省广大团员青年、各族各界青年、青少年
工作者致以亲切问候！

刘宁在讲话中指出，青年兴则国家
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海广大团员青年
始终是新青海建设的生力军。过去五年，
全省各级团组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围绕深入实施
“五四”战略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全省广大团员青年在各个行业、各个领
域、各条战线上作出了骄人业绩。实践证
明，青海各级共青团组织是党的忠实助手
和可靠后备军，当代青海青年不愧为胸怀
理想、堪当重任的一代。

刘宁希望，全省广大团员青年牢记习
近平总书记谆谆教诲，不辜负建军书记殷
切嘱咐，认真贯彻落实“四个扎扎实实”重
大要求，志存高远、肩负重任，勇做践行

“五四”战略的排头兵。要明确方向，立新
时代之志，做到心坚志强、行稳致远；要练
硬本领，强新时代之能，成为新时代可堪
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要努力奋斗，
担新时代之责，用勤劳的双手、一流的业
绩书写无悔的青春华章；要锻造品格，扬

新时代之帆，以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指导人生，让青春无悔，让人生更加
出彩。

刘宁要求，全省各级团组织要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省第十
三次党代会精神，不断深化共青团改革攻
坚，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团，坚决去除“机
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现象，为实
现“一个同步、四个更加”奋斗目标凝聚起
磅礴的青春力量。全省各级党组织要进
一步加强和改进对共青团工作的领导，把
青年工作作为一项根本性、战略性的任务
来抓，为开展团的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团青海省委书记王华杰主持开幕式。
省委、省政府各部委办、厅、局，各人民团体
等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共青团青海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开幕
王建军多杰热旦出席 刘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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