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海艺术团将赴老挝等国访问演出
本报讯（记者 姚兰）为进一步加强

中老、中巴文化交流，受国家文化部委派，
青海艺术团一行 20 人将于 2 月 11 日至
23 日，赴老挝和巴基斯坦两国访问演出。

按照文化部 “中国新年文艺演出”

和对外文化交流要求， 青海省演艺集团
按计划精心组织了出访艺术团人员和演
出节目。 青海民族歌舞团的演员将带着
热情奔放的民族歌舞， 优美动听的民乐
新曲和精美灵秀的中国传统杂技， 于春

节前在老挝万象国家文化宫和中国驻老
挝大使馆演出。 2 月 15 日起， 青海艺术
团将为巴基斯坦文化教育界和部分政要
演出 3 场， 同时与中国驻巴使馆的工作
人员开展节日联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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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堵保畅 省城又有大手笔
●《关于加快推进西宁缓堵保畅工作的意见》出台
●近期目标： 2017 年，建成“一带两环”综合交通网络；使重点路段、重要区域交通得到有效缓解；公共交通站点 500 米覆盖率达到 100%
●中期目标： 2020 年，建成“五横十五纵一环”的主干路网体系；形成中心城市 1 小时高速交通圈以及主城半小时高速交通圈
●远期目标：2030 年，建成符合小康社会交通发展标准的交通体系

西宁市缓堵保畅工作动员大会召开

本报讯 （记者 吴亚春）2 月 7 日，西
宁市召开缓堵保畅工作动员大会， 围绕
落实省委、市委主要领导批示精神，总结
近年来畅通交通工作， 专题部署动员缓
解城市道路交通拥堵问题， 力争西宁市
交通拥堵短期有所好转、长期得到根治。
西宁市长王予波作了动员讲话， 副市长
许国成安排部署了缓堵保畅重点工作。
省、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城市交通是城市现代管理的重要要素
之一，也是老百姓最关心、最关注的重点问
题。 省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 省委书
记骆惠宁对西宁市交通问题作出重要指
示，要求“围绕建设宜居宜业的生活之城、
幸福之城的目标，对症下药，综合施策，以
治理交通拥堵的实际成效惠及人民群
众”。 省委副书记、西宁市委书记王建军主
持召开市委常委会审议了交通治堵方案，
并要求各地区、 各部门深刻学习领会骆书
记指示精神，坚决做好交通治堵工作，承担
省会城市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努力开创西
宁城市交通工作新局面。

近年来，西宁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城
市畅通交通工作， 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
施，努力推进交通拥堵治理。 2009 年启动
实施“畅通工程”以来，通过路网建设、完
善交通渠化、优化信号控制、改善微循环系
统、推进公交都市创建等系统工程，全市城
区交通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交通拥堵问题
得到有效缓解，取得了一定成效。

通过六年的建设，共实施完成 20 大类
202 个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13 亿元。 其中，
公益性项目投资 11.75 亿元， 建成人行过
街天桥 38 座， 新建和改造地下通道 4 座，
完成主城区主次干道中心隔离 42 公里，人
行道隔离 118 公里，新建道路 2 条、桥梁 1
座，打通“断头路”18 条，渠化改造路口 12
处，施划道路标线 31 万平方米，增设更换
交通标志 443 块，更新公交车辆 622 辆，建
成公交港湾 35 座，开通了 4 条快速公交线
路，并陆续完成了部分道路整治工程；经营
性项目投资 1.49 亿元， 建设立体停车场 6
座， 新建电召中心， 投放电召出租车 150
辆，有效缓解了机动车增长、中心区人口增

长带来的交通压力。
尽管如此， 西宁市交通面临的困难和

问题依然突出， 与群众出行期盼和社会发
展需求还存在不小差距。 特别是随着西宁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
的不断提升， 缓堵保畅工作面临着更加严
峻的形势。 为确保西宁市缓堵保畅工作顺
利进行，西宁市委、市政府专门召开专题会
议研究，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西宁缓
堵保畅工作的意见》， 并根据城市特点，成
立了交通综合治理指挥部， 统筹推进全市
缓堵保畅工作，明确了近期、中期及远期目
标。

其中，近期目标：到 2017 年，建成“一
带两环”综合交通网络；中心城区人均道
路面积 12 平方米，达到小康社会交通发展
标准；使重点路段、重要区域交通拥堵得到
有效缓解； 实现公交机动化出行分担率达
到 65%，公交线路网比率达到 70%以上，市
区人口万人公交车保有量达到 18 标台，公
共交通站点 500 米覆盖率达到 100%，公交
正点率达到 85%以上， 公交专用道设置比

率达到 25%以上， 西宁市域城乡客运班线
公交化运营比率达到 90%。 建成公交信息
化及智能化调度系统， 全面提升城市交通
管理水平。

中期目标：到 2020 年，与“十三五”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结合，建成“五横十
五纵一环”的主干路网体系；形成中心城
市 1 小时高速交通圈以及主城半小时高速
交通圈； 中心城区人均道路面积 15 平方
米，达到畅通城市交通发展标准；完成国家
公交都市创建；建成覆盖城区、成网的智能
化交通管理体系。

远期目标：到 2030 年，建成符合小康
社会交通发展标准的交通体系。 落实国
家区域发展和交通战略， 确保青藏高原
交通枢纽保障能力； 创造绿色交通驱动
的新型城市空间形态和布局结构； 引导
城市合理的交通结构与分布， 从源头上
提升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能力； 加快绿
色交通、低碳交通、生态交通、快捷交通
体系建设。

（相关报道见今日 A03、A07 版）

西宁文化惠民
飞入寻常百姓家

本报讯（记者 燕卓）在西宁市群艺馆
文化服务中心，欢快的音乐每天总吸引着路
人，有激昂的大合唱，有人随音乐起舞……
一幅基层文化生活的画卷跃入眼帘。 近年
来，西宁市群艺馆以“创建公共文化服务示
范区、共筑和谐幸福美丽西宁城”为目标，在
群众文化活动、免费开放、非物质文化遗产
挖掘保护、指导区县群众文化、服务社区和
对外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2月 6 日， 据西宁市群艺馆馆长杜燕介
绍，“元旦、春节、元宵节”“百姓大舞台广
场演出季”“社区文化艺术节”“校园艺术
节”等群众文化活动，打造了群众文化活动
的品牌模式， 让群众文化活动以更广泛的
形式普及到广大群众中去， 为全市人民送
去一场场文化大餐的同时， 充分展示夏都
西宁的活力和独特的文化魅力。

据了解，去年西宁市群艺馆不断在公益
职能方面下功夫，从老百姓的需求出发，举
办舞蹈、 书画、 声乐等各类免费培训班 36
期，举办各类展览 22 期，文化艺术服务中
心每周开放时间超过 70 小时，全年接待来
访群众咨询 3620 人次， 极大地丰富了老百
姓的业余文化生活， 也为广大市民提供了
便捷、 快速、 高效的一站式文化服务。 自
2012 年民间文化协会成立以来， 协会团队
数量从原来的 87 支发展为现在的 91 支。在
服务社区、服务基层方面 ,西宁市群艺馆充
分发挥民间文化协会的作用， 引导团队进
行传帮带服务，培养了 100 余名社区文化建
设带头人。

青海体育中心
春节送“礼”

本报讯（记者 朱西全）春节将至，青海
体育中心在春节期间分批免费开放场馆，
送上新春好“礼”。

2月 18 日（除夕）至 2 月 21 日（初三）
免费开放室外篮球、室外网球、室外足球场
馆。 2 月 22 日（初四）至 2 月 23 日（初五）
免费开放游泳、蹦床、羽毛球、乒乓球和室
外篮球、室外网球、室外足球场馆等，而这
些开放场馆均需预约进入场地， 预约时间
为 2 月 15 日至 2 月 17 日 ， 预 约 电 话
0971-5161842、5161845。

我省将建成 15 公里地下管廊
本报讯（记者 李艳芳）水管，电线，

燃气管道……近年来， 各类地下管线被
施工损坏的事件时有发生， 施工单位野
蛮施工的背后， 投射出地下管网铺设混
乱的现状。 随着去年我省海东市核心区
地下综合管廊列入国家试点，今后，“地
下迷局”有望被破解。

2014年 , 我省将海东市核心区地下
综合管廊列入国家试点城市， 并争取项
目落地实施。 我省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
工作， 加强地下市政管线普查和管理，
2015 年，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
城市地下管线建设管理的指导和意见》
和省政府有关具体工作要求， 我省全面
开展全省各城市和重点城镇的地下管线
普查工作， 建立地下管线综合管理信息

系统，编制完成地下管线综合规划，力争
年内完成此项工作。

记者从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城建处获
悉，下一步，海东市将申报国家地下管廊
PPP 项目。 “地下管线多、种类多，综合管
廊要解决的是，建一个仓位，让这些管线
统一入地。 我们的地下管线种类很多，有
强电项目，弱电项目。 移动、联通、电信的
各种线网，供热、供水管线等，今后地下管
廊建设完成，这些管线都可以放置进公共
管廊，统一管理。 ”城建处副处长渭兆军
说。据悉，目前海东市乐都区、平安区均在
做试点建设，因冬季天气寒冷，项目暂停
施工。试点规划要求建设 15 公里，目前已
经建设了 8 公里，因特殊原因，排水与燃
气管线暂时不能归入地下管廊建设。

随着海东市将申报国家地下管廊
PPP 项目，我省将利用 PPP 等多种融资模
式， 积极引导各类资本通过特许经营、政
府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参与城镇供水排
水、供热、道路养护、污水垃圾处理、环境
卫生保洁、园林绿化等方面的运营服务。

链接：
PPP 模式指政府与私人组织之间，

为了合作建设城市基础设施项目， 或是
为了提供某种公共物品和服务， 以特许
权协议为基础， 彼此之间形成一种伙伴
式的合作关系， 并通过签署合同来明确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以确保合作的顺利
完成， 最终使合作各方达到比预期单独
行动更为有利的结果。

2月 8 日， 由西宁
市群众文化工作委员
会主办的“百姓之星”
送欢歌、文化服务到农
家 、文化志愿者送温暖
的基层慰问演出在西
宁市城北区大堡子镇
陶北村举行。 当天，陶
北村父老乡亲们尽情
享受了一道丰盛的文
化大餐。

本报记者 祁晓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