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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魏爽）10月 11日，
青海省新闻工作者协会、青海省新
闻学会第七届理事会代表会议在西
宁召开。省委书记王建军发来贺
信，中国记协党组书记胡孝汉到会
致辞，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张西明，
副省长张黎、省政协副主席王绚出
席会议。

王 建 军 在 贺 信 中 代 表 省 委 对
会议召开表示热烈祝贺。指出，长
期以来，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和新闻
学会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唱响主
旋律，壮大正能量，为全省改革发
展稳定营造了良好氛围，作出了积
极贡献。谨向同志们致以诚挚问
候。新闻工作者肩负着“举旗帜、
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的使命任务，希望省新闻工作者协
会和新闻学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为指导，学习贯彻全国宣传

思想工作会议精神，树牢“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引领全省新
闻工作者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
导 向 、新 闻 志 向 、工 作 取 向 ，用 脚
力 、眼 力 、脑 力 、笔 力 宣 传 党 的 主
张、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
凝聚各方力量，为深入实施“五四
战略”、奋力推进“一优两高”、建设
富裕文明和谐美丽新青海加油鼓
劲、助力添彩。

胡 孝 汉 在 代 表 中 国 记 协 致 辞
时希望青海新一届理事会继续深
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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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领会落实习近平新闻
舆论工作重要论述精神，牢记职责
使命，努力改革创新，保持和增强
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团结引领
全省新闻工作者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自觉坚定“四个自信”，积极践
行“四向四做”要求，努力增强“脚

力、眼力、脑力、笔力”，不断提高新
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
信力，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张西明在会上强调，全省新闻
战线要认真贯彻落实王建军同志和
胡孝汉同志的殷切希望和工作要
求，增强政治意识，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
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突出政治担
当，忠诚履行新闻舆论工作职责；坚
定政治立场，以正确的舆论导向凝
心聚力；强化政治责任，提升新闻工
作者的“四力”，为新青海建设提供
强大舆论正能量。

会议选举刘伟为青海省新闻工
作者协会主席，胡维忠、周贤安、申
红兴、吕霞、江时强、何聪、李志雄、
王霞、王总宏、王海咏、许存师为副
主席，尼·于鹏云为秘书长。李志雄
兼任青海省新闻学会主席。

青海省记协第七届理事会代表会议召开
省委书记王建军发来贺信

值此青海省新闻工作者协会、新闻学会第七届理事
会代表会议召开之际，我代表省委表示热烈祝贺！

长期以来，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和新闻学会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唱响主旋律，壮大正能量，为全省改革发展稳
定营造了良好氛围、作出了积极贡献。谨向同志们致以
诚挚问候!

新闻工作者肩负着“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
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希望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和新闻
学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为指导，学习贯彻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树
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引领全省新闻工作者坚
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新闻志向、工作取向，用脚
力、眼力、脑力、笔力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通达
社情民意、凝聚各方力量，为深入实施“五四战略”、奋力
推进“一优两高”、建设富裕文明和谐美丽新青海加油鼓
劲、助力添彩！

王建军
2018年10月9日

贺 信

本报杭州讯（记者 罗藏）10月 10日下
午至 11日上午，青海省党政代表团在浙江
学习考察。10 日下午，浙江青海召开对口
支援工作座谈会。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车俊主持会议并讲话，青海省
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建军讲话。
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袁家军，青海省委副
书记、省长刘宁介绍两省经济社会发展及
援青工作情况，并签署两省人民政府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

车俊对青海省党政代表团来浙考察表
示欢迎。他说，近年来，青海省经济社会发
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创造了许多好思
路好经验。我们要学习青海广大干部群众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与时俱进贯彻“四

个扎扎实实”重大要求的忠诚和担当，用信
念提升境界、用精神激励斗志的品格和情
怀，坚持生态保护优先、以生态文明理念统
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眼界和思路，依法加
强宗教事务管理、正确处理民族宗教关系等
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当前，浙江上下正在自
觉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赋予的“干在实处永无
止境，走在前列要谋新篇，勇立潮头方显担
当”的新期望，深入推进“八八战略”再深化、
改革开放再出发。我们将坚决扛起东西部
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的政治责任，高质量做
好对口支援海西州工作，助力海西州巩固脱
贫成果；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地加强与青海
各方面的对接合作，全面提高两省间互联互
通水平，深化新能源、新材料、特色农牧、生

态环保、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的务实合作，
努力实现共赢发展。

王建军代表青海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
族人民，对浙江省多年来给予青海的无私
援助表示衷心感谢。他说，浙江省委省政
府站在党和国家战略全局高度，把对口支
援青海作为重要政治责任，站位高、力度
大、效果好，为青海特别是海西州发展注入
了新的动力和活力，让青海各族群众有了
满满的获得感，充分体现了浙江省委省政
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口支援重
大要求的政治自觉、政治担当、政治作为。
浙江省自觉肩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干
在实处永无止境，走在前列要谋新篇，勇立
潮头方显担当”新使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了辉煌成就。浙江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政治站位、贯彻新
发展理念的创新举措、深化改革开放的实
招硬招、保护生态环境的鲜活经验、保障改
善民生的生动实践激励着青海。我们将把
浙江先进的思路理念、举措办法、发展模式
带回去，借势借力办好青海的事情，推动两
地交流合作开创新局面、结出新硕果，推动
对口援青迈上新台阶。

在浙江期间，我省党政代表团考察了
杭州市行政服务中心、浙江吉利控股集团、
梦想小镇、阿里巴巴西溪园区等。

浙江省领导葛慧君、陈金彪、周江勇、
李卫宁、朱从玖，青海省领导多杰热旦、王
晓、王予波、于丛乐、高华参加上述活动。

青海省党政代表团赴浙江学习考察

浙青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杭州市举行
车俊主持并讲话 王建军讲话

袁家军刘宁介绍两省经济社会发展及援青工作情况
并签署两省人民政府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本报讯（记者 赵俊杰）10月 10
日，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向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捐
赠保费 163.2 万元，为园区 1.7 万余
名生态管护员投保团体人身意外
伤害保险，保费 96 元/人 ，意外伤
害保额 30万元/人，意外伤害医疗 2
万元/人，风险保障总额 54.4 亿元。
目前，三江源国家公园各园区 1.7

万余名生态管护员已经纳入保险
保障范围。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李
晓南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
来，全面实现了园区生态管护公益岗
位“一户一岗”，目前园区 1.7万余名
生态管护员持证上岗，使牧民逐步由
草原利用者转变为生态管护者，在促
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上走出了一条

集民生改善、生态保护、民族团结进
步为一体的探索创新之路。中国太
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三江
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捐赠保险费，
是主动参与国家战略的新举措，是支
持青海生态保护的大情怀，是创新理
念、拓展领域的新担当，必将为形成
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的新型政企合
作模式产生积极助推作用。

三江源生态管护员有了人身意外保险

10 月 11 日，一列西宁至格
尔木的旧火车停放在位于西
宁市柴达木路马坊西的新建
绿地公园内。据了解，此处绿
地公园建设时就保留了原有
的一条废弃铁轨，为增加城市
景观，西宁相关部门与铁路部
门接洽，将一列报废的火车运
至公园内，成为风景。

本报记者 邓建青 摄

本报讯（记者 郭红霞 成海斌）近日，记者从全省供销
社综合改革示范推广现场推进会上获悉，截至目前，我省

“供销 e 家”上线企业达到 55 家，上线产品达到 1200 个，今
年共完成各类农畜产品网上销售 2 亿元。通过网络，我省
农产品网上通四海。

当日 10 时许，大通县文泰农民专业合作社内，工作
人员正热火朝天地为农产品分拣装车。“这洋芋品种不
一般啊。”看到地上成堆的“红洋芋”，有人问道。“那是，
这种洋芋淀粉少，吃起来更美味，所以线上线下销量都
很好 。”工作人员答道 ，只要通过青海“供销 e 家”电商
服务平台下单，这些洋芋都可以做到全国配送，远销省
外。

当日中午，观摩团在大通百灵电商公司内详细了解了
农村电商的发展现状和取得的成就，当看到电商系统已覆
盖到乡镇甚至村一级时，不少人发出了惊叹，“快递直达村
内，现在农村生活真是方便。”一名观摩团成员说。

近年来，我省供销社系统电子商务发展迅速，全系统共
组建专业电子商务公司 22 家、搭建电商平台 14 个，开展电
商业务的企业、专业合作社达到 115家，累计培训电子商务
人员 2500人次。全系统企业达到 141家，净资产 13.4亿元，
在历年累计评定的 74家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中，
社属企业有 17家，占 22.9%，已成为供销系统为农服务的重
要支撑；主要经营发展指标增长较快。上半年，我省供销社
系统销售和利润两大经营指标同比增幅均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列全国第二位。

我省农产品
网上通四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