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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丧嫁娶要节俭，人情消费量力

行……”台上眉户戏词铿锵，台下观众

掌声雷动。近日，边麻掌村一出名为

《高额彩礼》 的眉户戏让小山村热闹起

来。

眉户戏，俗称为“迷糊”“曲子戏”，

传入青海已逾百年，是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之一。在位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

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西滩乡的边麻掌

村，每当眉户戏开演，十里八乡的村民

们便聚集在戏台子前，听着曲子，乐在

其中。

2017 年开始，边麻掌村眉户戏业余

剧团以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为切入

点，用通俗易懂的方式“盘活”非遗文化。

剧团负责人张发旺说，针对部分群

众存在铺张浪费、封建迷信、婚丧嫁娶

大操大办等不良习俗，他们编写了《高

额彩礼》《老来难》等揭露不良风气的新

剧目，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75 岁的雷友忠是眉户戏的忠实“票

友”，他说：“相比村干部上门宣传、村里

开会一板一眼地讲政策，大家更乐于接

受眉户戏的宣传方式，村里上到 80 岁

的老人，下到上学的娃娃都能看得懂。”

“眉户戏是当地老百姓喜闻乐见的

艺术形式，群众接受度高。”张发旺说，

村民平时出门打工、忙农活难以集中，给

农村政策宣讲带来了一定难度，而戏剧表

演恰好解决了这些问题，“把政策宣传、乡

风文明建设融入剧本中，不仅让村民们听

得明白，也丰富了农村文化生活”。

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

当地从老党员、老干部、老模范中选拔

人员组成“三老”宣讲团，把党的方针政

策从会议室搬到百姓的家门口，让“大

道理”接地气，深受群众欢迎。

今年 70 岁的老党员薛德礼退休后

想要继续发挥余热，5 年前通过社区推

荐加入宣讲团，如今是“三老”宣讲团的

负责人。

“祁连县少数民族人口比例高，各

民族之间风俗习惯不尽相同，宣讲团必

须要弯下腰、俯下身，才能做好工作。”

薛德礼说，平时宣讲过程中，他注重把

会议文件转化为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

从不照本宣科。

在祁连县峨堡镇白石崖村，“彩礼”

的压力一度让藏族小伙桑德海愁眉不

展。

“ 高 额 彩 礼 会 给 新 人 带 来 经 济 负

担，嫁过去就要面对沉重的债务。真爱

不能和彩礼画等号。”在宣讲团和村干

部的多次劝说下，女方银木措的父母终

于同意举办“零彩礼”的婚礼。

这场特别的婚礼，没有豪华的迎亲

车队，也没有披红挂绿的彩礼和陪嫁，

拉开了当地推进移风易俗，实行“零彩

礼”新风尚的帷幕。

今年 9 月，在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

族自治县塘川镇五上村，村民韩占云为

父亲韩录林举办葬礼，治丧仪式一切从

简，时间大大缩短。

“以前我们这里结婚丧葬都要请客

摆席，大家都想把事情办得风光一点。”

韩占云说，自己起初也打算为去世的父

亲办一场“像样”的葬礼。

五上村党支部书记朱印得了解情

况后，和村两委干部来到韩占云家中，

向家属讲解移风易俗相关条例和村规

民约，引导家属丧事简办。

“经过干部引导，我们遵守移风易

俗条例，服从疫情防控大局，不组织亲

友聚集吊唁。”韩占云说，这在很大程度

上减轻了经济负担。

在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曾经

名目繁多的人情礼金不仅影响社会风

气、造成铺张浪费，也给群众带来很大

负担。

2020 年，海东市出台并施行《海东

市移风易俗促进条例》，对促进当地经

济社会发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起到很

大作用，也为青海其他地区推进移风易

俗立法提供了有益探索。

（新华社西宁9月22日电）

——青海推进移风易俗基层工作观察

让文明新风让文明新风““接地气接地气”“”“入人心入人心””

本报讯 （记者 于瑞荣） 9 月 22
日，省人民检察院与省应急管理厅联合

召开落实“八号检察建议”共促安全生

产治理新闻发布会，分别发布全省检察

机关推动落实“八号检察建议”检察履

职情况，应急管理部门推动安全生产履

职情况，并发布 4 起涉公共安全、生产

安全典型案例。

据介绍，今年2月，最高检向应急管理

部制发了安全生产溯源治理的“八号检察

建议”，并抄送给11个相关部门。为推动最

高检“八号检察建议”在青海的贯彻落实，

我省检察机关与应急管理部门不断深化

安全生产领域“府检联动”机制运行，共促

安全生产治理。其中，全省检察机关综合

运用检察一体化优势，以依法能动履职助

力安全生产，以督促强化行业监管形成治

理合力，以强化舆论宣传共筑安全防线，

上下联动、协同发力，多维度推进安全生

产溯源治理，切实维护生产安全和人民

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助力提升全省安

全生产治理能力现代化。今年1月至8月，

全省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安全生产犯罪案

件1件5人；审查起诉8件25人，同比分别

下降27.3%、7.4%。全省应急管理部门认真

推动“八号检察建议”落地落实落细，有效

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坚决遏制重特大

事故，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促进安全生产治理能力有效提升，推动全

省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发布会通报的 4 起涉公共安全、生

产安全典型案例分别是：闫某春破坏交

通设施案，刘某安等人重大劳动安全事

故案，李某刚等人非法买卖危险物质、

危险物品肇事案，谢某鹏等三人重大责

任事故案。为充分发挥“外脑”优势，聚

智赋能助推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发布

会上，省检察院还聘请省应急管理厅相

关人员兼任特邀检察官助理并向他们

颁发证书，通过借助专业领域人才优势

为检察工作提供支持，努力形成双赢多

赢共赢的良好局面。

我省发布我省发布44起涉公共安全生产安全典型案例起涉公共安全生产安全典型案例

本报讯（记者 董慧） 9 月 22 日，

副省长匡湧主持召开省政协重点提案

办复见面会，反馈领办重点提案办理情

况，听取有关方面意见建议，并就进一

步加快发展家庭养老床位，推动全省养

老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安排。省政协副

主席马海瑛出席会议。

匡湧指出，政协提案是党和政府反

映民声民意、科学民主决策、推动改进

工作的重要渠道。各承办单位要认真履

行办理职责，研究完善政策措施，形成

领办、办理、办复、落实闭环链条，促进

提案办理质量不断提升，尽最大努力把

提案办细办实办出成效。

匡湧强调，推动养老服务高质量

发展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具体行

动，是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内容。各

地各有关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立足

省情实际，统筹推进居家社区机构相

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进一步优化布局，满足老年

人个性化需求，完善政策措施，加强

政策协同，健全制度标准，培养专业

人 才 ， 突 出 科 学 化 、 标 准 化 、 规 范

化、清单化管理，推动养老服务高质

量发展。要积极发展医养服务，持续

实施老年健康促进行动，提高失能、

重病、高龄等老年人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覆盖率，不断提升老年人幸福感、

获得感和安全感。

匡湧在省政协重点提案办复见面会上强调

突出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清单化管理突出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清单化管理
持续用力推动全省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持续用力推动全省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 王菲菲） 9 月 22
日，省政府新闻办在西宁举行“青海这

十年”统计专场新闻发布会，据了解，党

的十八大以来，全省深入实施“一优两

高”战略，奋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全力

构建以产业“四地”为主体的绿色低碳

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瞩目成就，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推进，

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升，生态安全地位

筑牢巩固，奋力谱写了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青海篇章。

十 年 来 ，全 省 经 济 保 持 中 高 速 增

长，综合实力显著增强。经济总量连续

跨上两个千亿台阶，由 2012 年的 1528
亿元增加到 2021 年的 3347 亿元，总体

保持中高速增长，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

增 长 7.0%。人 均 生 产 总 值 达 到 56398
元 ，按 平 均 汇 率 折 算 为 8742 美 元 ，较

2012 年增加 4490 美元。粮食产量连续

十 四 年 超 过 100 万 吨 ，2021 年 达 109.1

万吨，创 20 多年来新高。2021 年油料产

量 31.9 万吨，实现三连增。蔬菜及食用

菌产量连续四年超过 150 万吨。肉类、

奶类总产量较 2012 年分别增长 37%和

26.2%。原油年产量保持在 200 万吨以

上，天然气年均产量 64 亿立方米，发电

量较 2012 年增长 59.5%。基础设施建设

水平持续提高，基础设施投资年均增长

8.7%。宽带青海基本建成，固定互联网

用户增长 3.1 倍，5G 网络所有县市全覆

盖。

十年来，全省经济结构调整优化，

发展协调性不断提升。三次产业结构由

2012 年 的 11.4∶40.6∶48.0 调 整 为 2021
年的 10.5∶39.8∶49.7。第一产业增加值

年均增长 4.9%，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到

529 亿元。工业支柱作用持续发挥，在经

济总量中的比重保持在 25%—30%，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7.6%。服务

业主导作用增强，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

长 7.0%，占经济总量的比重稳定在 50%
左右。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 5.7%，三

次产业投资结构由 2012 年的 1.6∶43.0∶
55.4 调整为 2021 年的 2.1∶31.6∶66.3，第

三产业投资占比提高 10.9 个百分点。工

业投资年均增长 6.3%，农业投资年均增

长 7.1%。

十年来，全省创新活力不断释放，

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2013 年-2021 年

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累计

157.5 亿元，年均增长 8.2%；财政科技投

入累计 98.7 亿元，年均增长 6.1%。创新

成果不断显现，发明专利授权量、省部

级以上科技成果较 2012 年分别增长 3.5
倍和 1.8 倍。规模以上工业中战略性新

兴产业企业较 2015 年末增加 100 户，战

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

产值比重提高 10.1 个百分点。装备制造

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22.2%，高技术制造

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24.2%。

““青海这十年青海这十年””统计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统计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乔欣） 9 月 20 日，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第九十

三次会议，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四卷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

神，研究讨论相关工作。省人大常委会

党组书记、副主任于丛乐主持并提出要

求。马伟、尼玛卓玛、鸟成云、吴海昆、贾

应忠出席，刘同德列席会议。

会议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四卷提出一系列原创性新理念新思想

新战略，进一步丰富完善了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彰显了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的强大

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机关各级领导干

部要善于从政治上分析研究把握，在真

学真懂真信真用上下功夫，在理论联系

实际、学以致用、学用相长上下功夫，在

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

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上下功

夫，指导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在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养

老、改善人居环境、社区工作等方面找准

立法监督工作的结合点着力点，依法履职

尽责，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展现担当贡献

力量。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高度

重视国防军事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紧密

结合人大工作实际，为深入实施新时代人

才强军战略作出人大应有贡献。

会议还研究讨论了其他事项。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召开

本报讯 （记者 李雪萌） 9 月 22
日，“党建促发展 喜迎二十大”——青

海省直机关党建工作成就展在“青海机

关党建网”正式上线开展，全面展示党

的十八大以来，我省省直机关党建工作

的好经验、好做法、好成效，激励和鼓舞

省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

开拓创新、锐意进取，深入推进省第十

四次党代会精神落地落实，不断推动机

关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以优异成绩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此次成就展分为省直机关工委展

区和省直机关单位展区。省直机关工委

展区主要内容包括思想建设、组织建

设、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统战

工作、工会工作、团青工作、妇女工作、

自身建设及机关党建综述短片等 9 个

部分。84 个省直机关单位精心制作展板

共 227 块，全面宣传展示党的十八大以

来，青海省直机关党的建设取得的丰硕

成果，展现省直机关各级党组织践行

“两个维护”的生动实践和新时代党员

干部走在前列、干在实处的良好精神风

貌。

青海省直机关党建工作成就展正式上线开展青海省直机关党建工作成就展正式上线开展

本报讯 （记者 宋明慧） 9 月 21
日 ，副省长刘涛主持召开省人大代表

“关于在光伏电站建设过程中加强植被

恢复措施”重点督办建议办复工作座谈

会，反馈重点督办建议办理情况，听取

省人大代表和省人大环资委负责同志

意见建议，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在听取承办单位办理情况后，省人

大环资委负责同志和省人大代表对办

理情况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省政府领

办领导高度重视、多次指导、真领真办，

承办单位扎实作为，推动建议办理取得

明显成效。尤其是安排光伏企业听取代

表建议，有利于人大代表了解情况，也

有助于企业掌握政策，提早谋划落实。

刘涛在与省人大代表和参会同志交

流后指出，人大代表所提建议为探索光

伏治沙新模式启迪了思路，充分体现了

对加快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高度重视和

关心支持。他强调，要从思想上进一步重

视，积极回应代表关切，加大落实力度，

实现从“办了”“答复了”向“办好了”“落

实了”转变。要从行动上进一步推动，统

筹光伏产业发展、生物多样性保护、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探索建立不同区域光伏

电站建设标准。要从成效上进一步保证，

将办理工作与日常工作、持续沟通、主动

接受监督有机结合，诚恳听取意见，及时

完善措施，以高水平林草资源保护推动

光伏产业高质量发展。

刘涛在省人大代表重点督办建议办复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深化思想认识深化思想认识 提高办理质量提高办理质量
以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以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 张晓英） 9 月 20
日，全省政协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工作

交流座谈会以视频形式召开。省政协

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杜捷出席会议并讲

话。

会议传达了全国地方政协秘书长

工作交流座谈会精神，通报了省政协机

关五年来的主要工作，部分市州、县区

政协秘书长（办公室主任）作交流发言。

杜捷指出，过去一年，全省各级政

协机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

想，认真贯彻落实全国政协新部署、省

委和省政协新要求，聚焦党委政府中心

任务，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杜捷强调，要始终把学习作为筑牢

信仰之源、夯实能力之基、坚定奋进之

志的重要途径，深刻感悟党的创新理论

的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不断筑牢对党

绝对忠诚的思想根基。要坚持扭住大

局、服务大局，不断强化服务意识，把服

务工作贯穿于工作始终,更好发挥专门

协商机构作用，广泛凝聚“走好新的赶

考之路”的智慧和力量。要严格按照省

委《若干措施》要求转作风、树新风，在

政协机关建设水平上有新举措，在服务

政协履职能力上有新思路，在加强和改

进政协工作上有新气象，以扎实的工作

作风和工作成效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

全省政协秘书长全省政协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主任））
工作交流座谈会召开工作交流座谈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王臻） 9 月 22 日，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青海省人民政府

共同打造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

地 推 进 活 动 新 闻 发 布 会 上 获 悉 ，自

2021年9月输出地启动建设以来，全省

深度谋划建设方向、目标和措施，提升

打造深度、广度和精度，一年来，输出

牛羊肉、油料、青稞、露地蔬菜、枸杞等

大宗绿色产品 80 万吨，价值超 130 亿

元，输出地建设稳步推进、成效显著。

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战略，我省粮食播种面积连续三年保

持在 435 万亩（29 万公顷）以上，牦牛

藏羊产业集群一二三产业总产值达

267亿元，综合产能稳步提升。

化肥农药减量增效面积连续三年

稳定在 300 万亩（20 万公顷）以上，绿

色防控覆盖率达 45%。秸秆综合利用

率、农田残膜回收率、粪污资源化利用

率达到 86.9%、90%、82%。牦牛藏羊追

溯体系建设覆盖到 39 个县市，认证有

机草原面积突破 9000 万亩（600 万公

顷），认证有机牦牛藏羊 445 万头只，

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地理标志农

产品突破 1000 个。创建国家特色农产

品优势区 5 个、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

园 4 个、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集群 3
个，成为全国最大的有机畜牧业生产

基地，绿色有机成为青海农畜产品的

金字招牌。

科技赋能持续增强，农业主推技

术到位率达到 95%。立项国家行业标

准 5项，推广应用重点目录标准 57项。

培育出世界第一个无角牦牛“阿什旦”

牦牛，建成国家级春油菜和马铃薯制

繁种基地，全省农作物、水产良种化率

分别达 98%和 95%。农牧业科技进步

贡献率达到 58%，主要农作物耕种收

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64.9%。

多措并举打造“净土青海·天然农

牧”区域公用品牌和“世界牦牛之都·

中国藏羊之府”产业品牌。柴达木枸杞

入选中欧互认地理标志农产品清单。

鲑鳟鱼养殖获得农业农村部绿色食品

认证和出口欧洲许可，成为国内唯一

获准出口省份。主要农畜产品加工转

化率达62%。上半年全省农产品实现出

口8484万元，“青字号”品牌日益响亮。

一年来，输出大宗绿色产品价值超130亿元

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
输出地建设成效显著输出地建设成效显著

互助土族自
治县充分利用高
原冷凉气候、洁
净生态环境等优
势，着力打造“全
国羊肚菌种植大
县”名片，利用温
室、拱棚及仿野
生、半露天模式
成功试种出羊肚
菌，亩产达500－
1100 公斤以上。
图为群众喜摘羊
肚菌。本报记者
陈俊 通讯员 牟
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