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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范程程）记者从省商务
厅了解到，我省一批装有 23 吨牛羊肉的
冷链车通过全国冷链监管平台和“1 号冷
链”冷链仓储管理及冷链车辆运营信息系
统“双网融合”顺利抵达南京，实现了西
宁——南京不断链线路贯通。

6 月 5 日，载有 23 吨牛羊肉的冷链车
从西宁发车，7日上午抵达南京，此次由商
务部市场体系建设司指导，商务部全国农
产品冷链流通监管平台项目组和青海省商
务厅承办的青海牛羊肉西宁——南京全程

冷链示范项目成功实施，标志着全国首例
由政府主导、从产地到销地农产品全程冷
链运营模式取得阶段性成效。

接车仪式上，通过现场手机扫码显示
了该批牛羊肉养殖、屠宰、冷库温湿度、冷
链车温度及运输轨迹、开关门等全程数据
信息，初步达到了全程监控、全程冷链、全
程可追溯的目的。该项目的成功实施，为
全国冷链物流业的发展探索了一条新的路
径和可借鉴的经验。

我省自 2016年 6月纳入全国冷链物流

综合示范省份以来，各级财政、商务部门严
格按照财政部、商务部的要求，精心研究部
署，强化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方案，加强培
训学习，立足我省产业特色，以牛羊肉、乳
制品、果蔬、水产品等特色农畜产品为重
点，以信息化、标准化为“两翼”，推行全国
农产品冷链流通监控平台数据直采系统和
全省冷链运营管理系统“双网融合”，示范
工作走在了 10个示范省市前列，部分企业
示范经验在全国复制推广。

省商务厅副厅长王旭斌表示，将进一

步延伸全程冷链链条，逐步实现从源头产
地到消费末端的全程追溯，开辟更多的全
程冷链线路，推动我省牛羊肉等绿色有机
特色产品以优良的品质走向省内外市场。

全国首例由政府主导的全程冷链示范项目成功实施

青海牛羊肉全程冷链3天送抵南京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中央
纪委二次全会关于持之以恒正风肃纪的
新部署新要求，持续释放违纪必究、执纪
必严的强烈信号，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
围。现将近期查处的 4 起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典型问题通报如下：

西宁市湟源县农牧和扶贫开发局原
局长王刚违规长期使用管理和服务对象
车辆问题。2012年 2月，王刚指使下属单
位农业科技示范场，以湟源春雨蔬菜种植
农民专业合作社名义将项目补助资金 20
万元，其他资金 12万元，用于购买了价值
32 万元的越野车一辆，并落户于该合作
社。之后，王刚长期借用该车供个人使用
至 2017 年 5 月。王刚还存在其他违纪问
题。2018年 3月，王刚受到开除党籍和撤
职处分。

海东市互助县林业局违规向下属企
业筹资、违规发放差旅费等问题。2015年
4 月，互助县林业局违规从下属企业宏茂
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苗木经营收入中筹集
560 万元，用来弥补所属县林业局森林公
安局等执法单位技术综合楼业务用房建
设资金缺口。2015年 3月，县林业局安排
宏茂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从经营收入中支
付该局用于招待和拜年的酒水款共计

10.6 万元。2015 年 4 月至 2016 年 8 月，县
林业局违规用造林项目资金给职工报销
差旅费、燃油费等共计 34.02 万元。2017
年 9 月、11 月，时任县林业局局长张发文
先后受到党内警告和行政记过处分，时任
县林业局局长刘树德先后受到党内严重
警告和行政记大过处分，副局长师成祜受
到党内警告处分，县林业局资金管理办公
室主任王进文受到行政记过处分，工程师
李宝林（原宏茂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法人）、
原会计徐有芳分别受到行政警告处分。

海北州门源县农技推广中心党支部
原书记、主任祁建峰设立“小金库”问题。
2014 年至 2016 年，县农技推广中心在实
施新型职业农牧民培育项目时，随意安排
本单位职工完成授课任务后，违规平分授
课费共计 19.21万元。2016年 3月和 2017
年 5月，祁建峰授意财务人员违规将 38.66
万元新型职业农牧民培育项目资金预存
在县城餐饮酒店，用于培训费、单位欠款
等支出。2017 年 11 月，祁建峰受到留党
察看一年和撤职处分。时任原县农牧水
利和扶贫开发局党组书记、局长童守斌，
县农牧和科技局党组成员、纪检员苏玉梅
分别受到诫勉谈话。违规资金已收缴财
政。

果洛州班玛县接待中心违规购买高
档烟酒问题。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2
月，班玛县政府办公室下属的县接待中心
在公务接待中购买和消费高档白酒、香烟
共计 6.15 万元。2018 年 4 月，时任县政
府办公室主任李秉玺受到党内警告处
分，时任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接待办
公室主任袁启祥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时任班玛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
李汉江和县委常委、纪委书记刘青武被
通报批评。

端午节将至，各级党组织要深刻认识
纠正“四风”的长期性、艰巨性，不断增强
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推进作
风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把重要节日节
点作为加强作风建设的新起点，制定具体
措施和办法，从细处着手，向实处着力，以
钉钉子精神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各级纪
检监察机关要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和政治
定力，紧盯重要节日节点，密切关注享乐
主义、奢靡之风新动向新表现，坚决纠正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问题，对“四风”问
题露头就打、一抓到底，持续推动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成风化俗、成为习惯。

中共青海省纪委
2018年6月13日

关于4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的通报

本报讯（记者 范程程）距离第十九届
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
还有 12 天，青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
冲刺阶段。记者从第十九届青洽会执委
会了解到，本届青洽会依托我省特色资源
优势和产业优势推出 197 个招商引资项
目，总投资约 2300亿元。

立足全省“十三五”特色产业发展重
点，我省深入研究谋划特色优势产业、战略
性新兴产业项目，在全省范围征集筛选
197个招商引资项目，编制完成《2018青海

省招商项目册》。青洽会推出的 197 个招
商引资项目涉及新能源、新材料、有色金属
深加工、装备制造、化工、轻工、农业产业
化、新型材料、文化旅游、城市基础设施、
产业园区以及物流等 11 个领域。通过前
期开展产业链招商、专业招商，着力推进以
企招商、以商招商，已有一批项目获得省内
外客商青睐，项目的落地将为我省引进一
批优质市场主体和带动力较强的重大项
目，进一步增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

青洽会是青海对外开放、合作交流的

重要窗口和平台。历经十九载坚守与合
作，青洽会已成为颇具影响力的区域经济
合作交流平台，青海人民的盛大节日。

今年青洽会，由西宁市政府和西宁市
经济技术开发区精心打造的“品位城市
馆”和“绿色产业馆”将与市民见面，两大
展馆以“生态优先 发展率先”为主题，突
出展示西宁城市转型升级和产业转型升
级取得的成就，让人们近距离感受近年来
西宁城市发展的变迁和绿色产业的兴旺
发展。

立足特色资源优势

青洽会将推出197个招商引资项目
本报讯（记者 魏金玉）省内首座电动

汽车充电兼具新型能源展示的综合电动
汽车充电站——二郎剑充电站目前进入试
运行阶段，预计于 6 月 15 日正式投入使
用。

为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大力推广新型
能源建设和应用工作部署，国网海南供电
公司建成了省内首座电动汽车充电兼具
新型能源展示的综合电动汽车充电站——
二郎剑充电站。为此，国网海南供电公司
共投入资金 602 万元，新架线路 150 米，安
装 500千伏变压器两台。

二郎剑充电站位于青海湖畔，占地面
积 2600 多平方米，内设 14 台充电桩，具备
30分钟快充功能，可 24小时不间断满足不
同类型的电动汽车快速充电需求。客户
下载“车联网”APP平台就能提前预约充电
服务，可采用网上缴费、充电卡购买等快
捷方式完成支付。

二郎剑充电站内建设屋顶太阳能光伏
发电、风力发电各一座，向社会直观展现
光伏发电、风力发电及电能储能的建设、
生产、应用过程。尤其是，充电站电动汽
车及新型能源展示厅，通过安装 DLP 电子
显示大屏、多媒体电子投影沙盘、虚拟形
象文化墙等高科技设备，采用虚拟成像、
IPDA智能控制、多点触摸、弧形影院、虚拟
仿真等手法，多维展示青海新型能源建设
发展，青海电网大数据应用、青藏超高压
联网运行，国际国内电动汽车和充电桩发
展历史前沿技术成果等，通过越来越多
广大电力客户亲身体验和感知，对智能用
电及新能源推广应用发挥重要的示范、引
导和辐射作用。

青海湖畔首座
电动汽车充电站明起投运

6 月 13 日 ，“ 信
仰的力量·西宁公安
讲警察故事”首场宣
讲在西宁市公安局
城北分局开讲。这
次宣讲活动是西宁
市公安局学习宣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扎实推进“两
个绝对”具体化的举
措 。 宣 讲 团 从 6 月
13 日到 7 月 5 日在全
市公安机关巡回宣
讲。

本报记者
何耀军 摄

本报讯（记者 卢晓茜）6月 12日 22时
50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青海空管
分局塔台管制室的宁静。塔台管制室工
作人员赵泽鹏从电话中得知，在桂林飞往
西宁的 CES9918 航班上，一名两岁儿童突
发高烧，并伴有抽搐。进近管制室发出指
令，要求塔台管制室作出应急措施及方
案。

时间就是生命。这个紧急电话立刻引
起青海空管分局塔台管制室的高度关注
和重视，塔台管制室迅速启动应急预案，
一方面积极配合航班所属的东方航空有
限公司，安排航班优先落地，同时通知机
场相关保障单位作好相应准备。

另一方面，塔台管制室管制员积极询
问机组儿童具体情况，是否需要其他的
帮助，并把了解到的情况及机组需求及
时通知西宁机场相关保障单位，所有人
在与时间赛跑，整个工作流程迅速而紧
凑。

一条宝贵的生命牵挂着所有人的心，
一条看不见的生命通道迅速搭建完成。
西宁机场公司医护人员及救护车在航班
还未落地时就已经处于完全待命状态，最
终，该航班于 23 时 17 分优先平安落地，孩
子得到及时治疗。

空地连线
为两岁儿童搭建起生命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