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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梦婷）自驾游随停
随玩的旅游方式越来越受人们青睐，我
省自驾游市场逐步壮大。

每逢周末和长假，带上家人或约上
三五好友，开车出去游玩，已经成为大
多数人享受假期的方式。我省不断完
善的自驾游基础设施和不断升级的自
驾游线路备受省内外自驾游群体的欢
迎，旅游高峰时期，全省各大景区停车
场更是停满省内外自驾车辆。

“到夏天每个周末一家人都会开车
出去玩，有时可能没有目的地，但一家
人在路上的感觉就很好。”市民刘先生
说，自驾游已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随着青海旅游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不管
走到哪里都很方便。

在不少旅游平台推荐的自驾线路
中，青海多条特色自驾旅游线路榜上有
名。“青海不加雕琢的生态美景非常受
欢迎，从今年 4月起，环湖自驾的游客就
多了起来，毕业季即将到来，我们也正
在做前期准备工作，来应对青海自驾游
高峰。”达玉部落桑升杰告诉记者。

根据旅游部门统计，在旅游高峰时
期，茶卡盐湖景区日接待自驾车突破
2000辆，贵德县景区日接待自驾
车突破万辆。同时依托环青海
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品牌影响
力，不断开发自行车骑行旅游体
系。海晏达玉部落 2017 年接待
骑行游客 17.4万人，旺季时平均

每天接待人数达到 4000人，环青海湖自
行车游已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记者从省旅游发展委员会了解到，
我省旅游资源富集，是自驾旅游的天
堂，从 2009年起每年进入青海的自驾游
车辆以 10万辆速度递增，2017年全省接
待省外自驾车 142.84 万辆，成为全国自
驾车旅游爱好者的首选目的地。随着
自驾游客的增长，我省提出建设自驾车
旅游示范省战略目标。

在全域旅游的发展下，青海从东到
西，从南到北到处都有自驾游的游客。
目前我省主要打造了翻越祁连山旅游
线、神山探秘旅游线、唐蕃古道旅游线、
魔鬼雅丹旅游线等 10 条自驾车精品线
路，青海湖环线、祁连山风光环线、黄河
廊道等 5条精品环线。

今年，我省将结合创建全国自驾车
旅游示范省，以“通道+景区+城镇+营地”
的全域旅游为主，推动青海省自驾车旅
游营地建设规范、风景道等级划分与评
定标准、自驾车旅游管理服务规范等三
个标准成为地方标准。2018年全省将完
成、新增 10 家省级自驾车房车营地，到
2020年省级自驾车营地达到80家。

青海旅游火爆
自驾游成主流

本报讯（记者 周建萍）5月 31日，来自
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的信息显示，
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第二批绿色制
造示范名单全国 208 家“绿色工厂”中，入
驻开发区东川工业园区的阳光能源（青
海）有限公司、青海普兰特药业有限公司
榜上有名，成为国家级“绿色工厂”。至
此，越来越多的国字号“青海绿”成为绿色
发展基因，加快我省产业结构从“偏重偏
粗偏短”向绿色循环可持续发展转型，以
绿色发展实现经济“绿色超车”。

什么是绿色工厂？绿色工厂是制造

业的生产单元，是绿色制造的实施主体，
属于绿色制造体系的核心支撑单元，侧重
于 生 产 过 程 的 绿 色 化 。 在《中 国 制 造
2025》中，国家将建设“绿色工厂”列为重
点工作，提出了“2020 年建成千家绿色示
范工厂”的目标。“绿色工厂”的建设，不仅
要求企业保证产品功能、质量以及制造过
程中员工职业健康安全，而且需要满足基
础设施、能源与资源投入、环境绩效等指
标的综合评价要求。

这两家企业之所以能荣膺国家级“绿
色工厂”，得益于我省大力发展绿色产业，

通过深入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贯彻新
发展理念，把生态文明理念贯穿到创新驱
动发展全过程，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
动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形成发展新
优势，实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

作为青海重要的工
业基地，近年来，西宁市
工业领域坚持稳中求进，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在“破”“立”“降”
上下足功夫，使产业核心
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

力持续增强，逐步迈向价值链中高端。积
极探索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路径，推
进西宁国家级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和低
碳工业园区试点，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增
强经济质量优势，打造循环经济新样本。

本报讯（记者 郑思哲）近日，尖扎至
共和公路征地拆迁工作正式启动，意味着
尖共公路建设即将进入实质性阶段。

国道 310 线尖扎至共和段公路是
我省今年计划开工建设的重点公路项
目之一。位于我省东部黄河沿岸，地跨
黄南州、海东市、海南州，尖扎、化隆、
贵德、共和四县。工程起点位于黄南藏
族自治州尖扎县，接国道 213 线(阿赛公
路)；终点位于我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
和县恰卜恰镇西侧，接已建成的共和至
玉树高速公路。

路线全长约 170 公里，其中尖扎至
牙什尕段为二级公路，设计时速 60 公
里/小时；牙什尕至共和段为一级公路，

设计时速 80 公里/小时。该工程计划建
设工期 4 年，预计 2021 年建成通车。该
项目是国家普通公路网 G310 线连云港
至共和公路青海境内的重要组成部分，
路线走廊基本沿黄河布设，不仅是一条
重要的旅游公路，也是我省多条重要国
省道的联络线路。

本项目的建设将深化和完善青海省
高速公路网规划、实现国家重点公路与
地方主要公路之间的衔接，同时，结合
黄河谷地百万亩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的实
施，可以加快农产品的流通，推动旅游
资源和矿产资源的开发，对加快少数民
族地区经济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加
快城镇化进程等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讯（记者 范程程）6 月 3 日，2018
中国（青海）藏毯国际展览会巴基斯坦主宾
国活动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启动。

当日的主宾国活动以“经纬线上的五
彩世界”为主题，以构筑交流合作平台、创
新商贸融合发展为主线，通过异国风情的
民族服饰、悠久文化的历史短片，向人们展
示了巴基斯坦的文化、历史、民族工艺、地
毯制作工艺特色以及中巴友谊等内容。

活动现场，歌手演唱巴基斯坦歌曲，
参会友人自请伴舞，巴基斯坦传统音乐舞
蹈的表演让现场观众领略了异域国度的
文化艺术魅力，而来自我省的藏族舞蹈更
是激情洋溢，让两国文化在同一个舞台上
交触碰撞。

“巴基斯坦是中国的好兄弟、好邻
居。”活动中，中国小女孩与巴基斯坦小男

孩上台，通过孩子间对话的方式，展现出
巴基斯坦地毯企业与藏毯展会结下的深
厚友谊。

藏毯展不仅带动了青海省特色产业
发展、拓展了国际交流合作，更成为了加
快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要平台和窗口。
巴基斯坦作为此项活动的重要发起国之
一，在深化青海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经贸交流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
次，巴基斯坦作为藏毯展会主宾国，是青
海省进一步加强与巴基斯坦经贸合作的
具体体现，同时对推动双方经贸和文化交
流具有重要的意义。

借助藏毯展，青海与巴基斯坦更是通
过贸易往来、交流合作在推动“一带一路”
建设中架起友谊的桥梁，为今后共同发展
增添新的动力。

本报讯（记者 范程程）6 月 3 日，伴随
着绚丽缤纷、婀娜多姿的新疆舞蹈《刀
郎》，以“欧亚大陆桥——世界地毯的通
道”为主题的新疆主宾省活动在青海国际
会展中心拉开帷幕。

活动现场，大屏幕上播放的宣传片《新
疆是个好地方》，展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风
土人情，让现场观众感受到新疆魅力。具有
民族特色的新疆舞蹈讲述新疆地毯所独有
的民族文化特色，展现新疆艺术文化特色。

“一直想买一块和田地毯，今天正好赶
上新疆主宾省活动，特意来淘宝。”正在挑选
地毯的李先生对新疆主宾省活动情有独钟。

本届展会以“编织绿色地毯世界，铺
架‘一带一路’桥梁”为主题，新疆作为“一
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区,此次担任展会“主
宾省”，将进一步深化新疆、青海两省区的
交流与合作，为新疆推动“一带一路”核心

区建设注入新动力，为世界了解新疆特别
是新疆地毯文化提供重要平台和窗口。

新疆地毯素以历史悠久、技艺高超而
闻名于世，斑驳绚烂的地毯花色，具有鲜明
的民族特点和浓厚的地方色彩，其中最具
代表性的和田地毯更是新疆传统民族工艺
的珍宝，是当地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信委副主任谢
青表示，中国 (青海)藏毯国际展览会是我
国最具影响力的地毯专业展会，也是传播
丝路文明和地毯文化、增进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友谊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新疆
地毯企业以活动为契机，加大设计研发力
度，着力推进新疆地毯手工标志、地理标
志、纯羊毛标志品牌建设，努力把新疆地
毯特别是和田地毯打造成新疆的一张名
片，借助中国 (青海)藏毯国际展览会这个
平台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本报讯（记者 范程程）独具魅力的地
毯，源自于精美绝伦的设计创意。6月3日，
由省商务厅主办、中国藏毯协会承办的“全
球地毯专业论坛暨设计师之夜”活动在西宁
召开。来自全球的知名设计师、业界专家会
聚一堂，交流设计理念、探讨创意思维。

“全球地毯专业论坛暨设计师之夜”
是中国（青海）藏毯国际展览会举办以来，
首次以设计师为主角举办的专题活动，旨
在共同探讨地毯设计的新理念，多元文化
的新思想，创新发展的新成果，进一步促
进各国地毯设计理念相互交融、兼收并
蓄、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论坛上，美国《大都会》主编、知名设计
师苏珊·泽纳西、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周廷
栏与业界专家和行业大师们广泛交流了设

计理念、深入探讨了创意思维、共同汇聚推
动设计创新的新思路，推动地毯产业向更
高层次、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发展。

藏毯产业连接起世界藏毯文化，架起世
界文化交融的桥梁。如今，青海藏毯产业，
正借着国家“一带一路”的东风，融合世界的
美丽，编织世界的锦绣。14年来，青海以自
己独有的生态优势，沿着一条绿色发展之
路，坚持不懈地打造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

“世界藏毯之都”，创造出一个世界级传奇。
青海省商务厅副厅长李雅林表示，藏

毯展会成功举办的 14年，也是青海省藏毯
产业快速发展的 14年。坚持生态第一，绿
色发展，走出一条绿色循环的藏毯产业发
展之路。通过日益壮大的藏毯产业，青海
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肯定、品味。

我省两家企业荣膺国家级“绿色工厂”

国字号“青海绿”加快经济“超车”

全球地毯专业论坛昨召开

巴基斯坦主宾国活动

经纬线上的五彩世界

新疆主宾省活动

世界地毯的通道

我省沿黄旅游公路开建在即

6 月 2 日 ，
海 北 藏 族 自 治
州 刚 察 县 一 旅
游景点内，游客
在美景中拍照。

本报记者
邓建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