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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郑思哲）8 月 13 日至 8
月 15 日，我省交通部门对平西高速公路
曹家堡至朝阳段绿化实施提升改造，相
关路段实行封闭施工。

8月 13日至 8月 15日，平西高速公路
曹家堡至朝阳段绿化提升改造期间，G6
高速公路曹家堡至多巴段 1773公里+400
米-1829公里实施双向全封闭，具体封闭

时间为每日 21时起至次日 5时。
封闭期间，由兰州、海东去往西宁方

向 的 车 辆 绕 行 南
绕城高速公路，由
湟源去往西宁、兰
州 方 向 的 车 辆 绕
行 南 绕 城 高 速 公
路。

13日至15日

曹家堡至多巴段实行全封闭

本报讯（记者 贾忠英）8 月 13 日，由
省委宣传部、省卫健委联合举办的刘云军
同志先进事迹首场报告会在省委党校报
告厅举行。

由刘云军、玉树藏族自治州卫健委副
主任龙周等 5 人组成的报告团成员，分别
以《一次青海行、一生玉树情》《大爱无疆、
杏林春暖》《最美支边人、最深援玉情》《一
片冰心在玉树》《北京院长的赤子之心》为
题，以他们的亲身经历和朴实生动的语言，
饱含深情地讲述了援青干部、玉树州人民
医院原院长刘云军的感人事迹，真实还原
了一名忠诚于党、恪尽职守的好干部，一名
情系群众、护佑健康的好医生，一名甘于奉
献、不畏困难的好党员的良好形象。

报告厅内掌声不断，大家为刘云军敢

于担当、敢于负责的精神而敬佩，为他护
佑健康，金子般的心灵而感动，普遍受到
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精神激励、灵魂
洗礼。

3 年前，刘云军主动受领援青任务来
到玉树，积极为医院长远发展谋思路，为
提升服务质量想办法，为建设专业人才队
伍勤铺路，为免费救治贫困人口常奔波，
用自己的辛苦指数换取玉树医疗事业的
繁荣指数，换取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生
动诠释了“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
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是“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忠实践行者，是藏族同胞心
目中的好“曼巴”，荣获了“最美青海人”

“全国最美支边人”“中国好医生”等荣誉
称号。

刘云军先进事迹报告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吴梦婷）进入 8 月，除
了青海的热门景点游人如织，省图书馆、
青海藏文化博物馆、青海柳湾彩陶博物馆
等文化场馆也成为了人气旺地。

8月 13日上午，青海省藏文化博物馆
入口处，来自各地的游客排起长队，在丝
绸之路与青藏高原文明展厅内，有人停留
拍照，有人驻足看文字介绍。

来自深圳的游客李婷玉一边观看一
边用相机记录着部分作品。李婷玉告诉
记者，每到一处旅游，首先会参观当地的
文化场馆，这次青海之行，她参观了青海
省文化馆和藏文化博物馆，感受到高原文
化的魅力。

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关注博物馆
及藏品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也使得文
化旅游的热度再上一个高度。青海柳湾

彩陶博物馆开馆以来，省内外游客络绎不
绝。进入暑期，来自各地青少年的研学活
动更是让博物馆游不断升温。

据了解，截至 7 月底，青海藏文化博
物馆参观人数已达 38 万人次，8 月以来，
每天进馆参观的游客从以往的 600 多人
增加至 3000 人以上。青海柳湾彩陶博物
馆参观人数也达到 4万人以上。

博物馆正成为自由行游客的打卡地
标，在自由行产品的搜索和预订上就能看
出。记者从驴妈妈旅游网站了解到，从网
上预订来看，博物馆游主要是亲子家庭游
客，不少父母愿意带着孩子赴博物馆寓教
于游，占比接近 4 成。和往年相比，今年
18岁至 30岁的年轻游客预订量比往年增
多三成，越来越多年轻游客成为博物馆游
的出游主力。

外地游客频“打卡”文化场馆人气旺

一条条新建道路宽敞顺畅，一片片棚
户区、城中村旧貌换新颜，地下综合管廊疏
通城市血脉，湿地公园绿意盎然，购物中心
带动城市活力……如今，走在西宁市、海东
市，无不为城镇化步伐带来翻天覆地的变
化而惊叹。

改革开放至今，是我省城镇化发展速
度最快、质量最高、城乡面貌变化最大的时
期。据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数据统计，全
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 1978年的 18.6%提
升到 2018 年的 54.47%，增长了 35.87%；城
镇人口、建成区面积分别达到 328.57万人、
402 平方公里，分别比 1978 年增长 1.26 倍
和 2.8 倍。我省正处于城镇化发展的加速
时期。

蜗居到宜居
城镇人均住房面积达36.5平方米

“民有所居，居有所乐”是老百姓最朴
素的愿望。“房子宽敞明亮、干净，谁都
想。”住在西宁市城中区的杜英兰告诉记
者：“以前家里没条件，全家 5 口人挤在 40
平方米的老房子里，孩子大了就显得更挤
了。”

2016年 1月的时候杜英兰住进省城中
区百韵华居小区新房中，化解了他们家“蜗
居”的状况。

“四年前，大儿子结婚没钱买房子，在
外面租的房。”说起大儿子的婚事，杜英兰
觉得对不起儿媳妇。好在 2015 年申请了
公租房，摇号分配后，过年就住上了新房
子。原来的老房子给大儿子一家住了，一
家人终于不用为住而发愁了，自己也圆了
住电梯房的梦，不用每天爬 6楼了。

精美的壁纸、精致的十字绣挂画、生机
勃勃的绿植……整个屋子被杜英兰布置得
简洁舒适，玄关过道上还挂着一副空竹、折
叠椅等物品。杜英兰告诉记者，住在这里
后她跟着同小区的空竹爱好者，学习了空
竹，天气好的时候，就去小区的广场耍耍空
竹聊聊天，生活很惬意。

近年来，我省完善多层次供给的住房
制度，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通过保障性
住房和棚户区改造持续推进，有效改善了
城镇居民住房条件，全省城镇人均住房面
积由 2012 年年末的 29 平方米提高到 2017
年的 36.5平方米。

城镇宜居水平显著提高，城镇水、电、
路等基础设施实现从有到好，比 1978年增
长 200%以上；污水、燃气、垃圾处理设施及
信息网络实现从无到有，城镇污水处理率
达 86.34%、燃气普及率达 80.26%、垃圾无
害化处理率达 89.36%。城镇生态环境持
续向好，主要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达到 83.4%，建成区人均绿地率达 23.28 平

方米，湟水河出省断面Ⅳ类水质全面达标，
更多市民感受到生态之美。海绵城市、智
慧城市和“公交都市”加快建设。西宁入选
全国文明城市、国家森林城市，玉树荣膺国
家卫生城市，格尔木蝉联国家卫生城市。

村民变市民
50%的人生活在城镇

“同样的土地，不一样的风景”——这
是如今人们对海东市乐都区的城镇化建设
直观的感受。

“没想到在这片土地活了大半辈子，亲
眼见证了这片土地成为城市。”今年 54岁
的冉大叔是乐都区碾伯镇北门村北一社的
普通村民，原来以土地为生的他，在海东市
撤地建市后不仅“上楼”了，而且也有了一
份保安的工作，过上了他曾经羡慕的城里
人生活。

不仅仅是城市化建设步伐带动“乡
（村）”向“城”转变。户籍制度及住房、医
疗、养老保障政策持续优化，农村土地制度
改革三项试点加速推进等，让越
来越多的人从“村民”向“市民”转
变。

对于 32 岁的蔡成岳来说，通
过在城市打拼，自己从一个农村
娃，变成了城里人。

蔡成岳来自西宁市湟源县农村，建筑
学院毕业后就在西宁就业，在这个城市生
活了 10年，10年间他时刻想着有一个稳定
的安身之处。

“刚来的时候，就住在城中村的民房
中，行李也只有几件衣服和被褥，房子又冷
又 小 ，还 不 安 全 ，现 在 终 于 在 西 宁 安 家
了。”回忆初到西宁时的住所，现在，蔡成
岳很满足。

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提升了人们的生
活品质，城镇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载
体。城乡和区域之间的人流、物流、资金
流、信息流的交往加速，越来越多的社会经
济活动向城镇集中，城镇成为生产要素汇
聚地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源。现
在,全省 80%以上的经济总量产生于城镇，
50%以上的人口居住、生活、工作在城镇。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到 3897.14亿元，
全省生产总值增加到 2865.23亿元，分别比
1978 年增长 6 倍和 184 倍，城镇占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 50%以上，城镇经济在国民
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日益显现。

从蜗居到宜居 从村民到市民

我省超半数人口生活在城镇
本报记者 李增平

8 月 11 日 ，祁 连
县峨堡镇牧民扎西团
队研发的小麦白啤、
青稞啤酒准备发往外
地。扎西和他团队源
源不断为省内外顾客
提供祁连优质肉、乳
制品，与其他农牧民
一起实现增收致富。
本报记者 祁晓军 摄

本报讯（记者 马振东）2019 年 8 月 13
日 16 时，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
交我省第 30 批群众信访举报材料 36 件，其
中西宁市 24 件、海东市 7 件、海西州 1 件、
海南州 2 件、海北州 1 件、黄南州 1 件。中
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重点关注 5 件，其
中西宁市 4 件、海东市 1 件。

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转交我省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材料36件

本报北京讯（记者 张浩 季蓉）8 月
13 日，随着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 59 名
杂多师生到达北京，标志着由青海省委宣
传部、《求是》杂志社、北京电子科技职业
学院共同举办的第五届杂多师生“热爱
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简称“三热
爱”）教育实践活动启动。

杂多县师生赴京参加“三热爱”教育
实践活动自 2015 年首次开展，旨在让杂
多县优秀学子走出大山，开阔眼界、增长
见识、树立为改变家乡面貌而努力读书的
决心与信心。《求是》杂志社各级领导情注
高原、心系杂多，为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
展、改善教育条件、转变教育观念作出了
不懈努力和巨大贡献。对于我省而言，该
活动综合效益日益显现，社会影响越来越
广泛，已成为我省精准扶贫、文化扶贫的

重要品牌。
此次活动为期 10 天，59 名杂多县师

生将对“升国旗仪式、毛主席纪念堂、首都
博物馆、军事博物馆、中国抗日战争纪念
馆、圆明园、居庸关长城、故宫、鸟巢、水立
方、动物园、海洋馆、北京大学、北京奔驰
汽车有限公司”等场所进行参观学习。值
得一提的是，《求是》杂志社与北京电子科
技职业学院组织了有针对性的职业系列
学习和实践交流活动，以此增强孩子们的
动手和思考能力。

杂多师生赴京参加
“三热爱”教育实践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