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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贾雪琦）8 月 3 日，素
有“中国黄石公园”之称的玉树藏族自
治州杂多县昂赛地质景观区内迎来了来
自全国各地的职业航拍高手，由杂多县
委宣传部和中新社青海分社共同举办的

“空中旖旎 澜沧杂多”全国航拍大赛在
这里举行。

杂多县分布有中国最大的连片雪豹
栖息地，也被誉为“中国雪豹之乡”。县
域境内地貌涵盖高山、湖泊、灌丛、草原
等，也是青藏高原三江源区域中野生动
物重要繁殖栖息地之一。此外，杂多县
澜沧江昂赛大峡谷内还分布有白垩纪丹
霞地质景观，是唐古拉山脉与横断山脉
过渡地带鲜有地质景观，面积达 300 余
平方公里。

据了解，在为期 4天的比赛时间里，
来自新疆、湖北、四川、广东以及青海本

地的 22 名职业航拍高手将在杂多县昂
赛丹霞地质景观、澜沧江第一湾、青藏
高原最大连片湿地进行拍摄。拍摄地海
拔从 3880米到 5200米不等，这也是澜沧
江源头首次举办此类航拍大赛，比赛总
奖金达 7万元。

此次航拍大赛还邀请到中国摄影艺
术金像奖得主黑明、中国摄影家协会新
闻纪实摄影委员会委员柴选以及青海省
摄影家协会主席蔡征作为评审代表，对

“飞手”作品进行评审。
杂多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王泽云表

示，以航拍为载体，鸟瞰澜沧江源头秀
美风光，了解杂多风土人情，旨在展现
近年来杂多县在生态环保、民生改善等
领域的迅速发展，尤其是三江源国家公
园澜沧江园区设立以来，杂多县在生态
保护领域起到的示范带头作用。

杂多县举行全国航拍大赛

本报讯（记者 薛军）8 月 2 日，天津
市党政代表团抵达西宁，开始为期两天
的考察。当天上午，青海省天津市合作
交流和对口支援黄南州工作座谈会在西
宁举行。

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讲话，青海省
委书记王国生主持会议并讲话。青海省
委副书记、省长王建军，天津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段春华分别介绍两省市经济
社会发展和青津协作及对口支援工作情
况。

李鸿忠代表市几套班子和全市人民对
青海省给予天津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
谢。他说，天津代表团此次青海之行，主
要是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特
别是关于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的
重要指示精神，肩负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我
们的重大政治任务，肩负全市群众对青海
各族人民的深情厚谊，深化津青交流合作
而来。近年来，青海省委、省政府认真落
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

署，以“四个扎扎实实”重大要求为总遵
循，在经济发展、生态保护、扶贫攻坚、民
族团结等各方面取得显著成就，展现出很
高的政治站位。全省上下为守护三江源
作出了巨大贡献，各族干部群众展现出的
良好精神面貌，我们感到由衷钦佩。天津
与青海兄弟情深，党中央交给我们的对口
支援任务把两地联系得更加紧密。我们
要把完成好援青工作作为践行“四个意
识”、做讲政治知行合一者的具体行动，升
级加力、提升水平，坚持“多层全覆盖、有
限无限相结合”，用好有限资金，发挥全社
会共同参与的无限力量，把青海资源优势
与天津工业制造、人才、科技、教育优势结
合起来，探索开发式援青新途径，帮助开
展各类招商引资引智活动，共同谱写津青
交流合作新篇章。当前，天津正处在历史
发展的窗口期。京津冀协同发展为天津
带来难得历史机遇，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
记对天津工作提出的“三个着力”重要要
求为元为纲，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天
津，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

开。
王国生在讲话中代表青海省委、省政

府和全省各族人民向天津党政代表团一
行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他说，在不
到一年的时间里，两省市新一届领导班子
分别在津青两次座谈交流，把天津和青海
人民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天津党政代
表团这次来青，不仅为我们带来了物质帮
助和兄弟情谊，更使我们看到了天津市委
市政府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特别是银川会议精神的政治自
觉，使我们深切感受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无
比温暖，进一步提振了青海各族人民加快
发展的信心。

王国生说，当前，全省上下正在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
是“7·26”重要讲话精神，以“四个转变”落
实“四个扎扎实实”，为建设富裕文明和谐
美丽新青海努力奋斗。多年来，天津市始
终把对口支援青海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不
断升级加力，在教育、医疗、文化、培训、产
业等方面持续帮扶，着力实现多层次全覆

盖的支援合作，使黄南州经济社会面貌发
生了显著变化。希望以此次天津党政代
表团来青为新起点，进一步加大对口援青
力度，深化脱贫攻坚、生态建设、人才支
持、异地办学等方面的帮扶协作，推动对
口援青工作迈上新台阶，以津青对口支援
合作的新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天津市领导张玉卓、李毅、散襄军、梁
宝明、李树起、刘长喜；青海省领导刘宁、
王予波、严金海、王宇燕、穆东升、王小青
出席。天津市党政代表团成员和我省有
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座谈会。

在青期间，天津市党政代表团一行前
往尖扎县农业科技示范园、尖扎县藏医
院、昂拉千户府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热贡
艺术博物馆、黄南州中学、泽库县有机畜
牧产业园、河南县有机畜牧业科技示范
园、青海聚能活力源饮料股份有限公司等
考察，深入年都乎乡郭么日村看望慰问贫
困群众。

两省市领导还亲切看望了天津市援青
干部。

深情厚谊心连心 对口帮扶再加力

青海省天津市合作交流和对口支援黄南州工作座谈会举行
李鸿忠讲话 王国生主持并讲话

王建军段春华介绍两省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本报讯（记者 赵俊杰 通讯员 李永
鹏）记者从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了解到，
自 5月份以来，三江源国家公园森林公安局
制作 500张警民联系卡在辖区发放。卡上
印有派出所民警的姓名、职务、联系电话和
三江源保护宣传的内容，群众可以通过这
张小卡片，就自身遇到的困难、问题以及破
坏保护区生态环境的违法犯罪线索，及时
找到具体负责的民警。

三江源地区地广人稀，区域跨度大，
有些地区人烟罕至，牧民居住分散，随着
季节游牧居无定所。民警通过走访群众
发放“警民联系卡”，访民生、听民意、察民
情，与辖区群众“零距离”交流，及时听取
他们对保护三江源生态环境的意见和建
议。同时，民警还提醒广大群众，如遇困
难要及时拨打报警求助电话，派出所会及
时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及时打击破坏
保护区生态环境的违法犯罪行为。

辖区群众纷纷表示：“有了这张卡片

更方便联系警察同志，我们的心里也踏实
多了，今后我们一定好好配合森林公安工
作”。在印发“警民联系卡”的同时还规定
民警必须保持手机 24小时畅通，以免耽误
警情。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后，要立即出
警，保证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小小联系卡，作用无限大，自发放警
民联系卡以来，三江源国家公园森林公安
局共接到各类举报、求助 120余条，救助雪
豹 1 只、棕熊 4 只、岩羊 4 只、藏野驴 1 头、
猎隼 3 只，及时将受伤野生动物送往野生
动物救治中心救护，立案查处案件 89 起，
罚款 55 万余元，4 名违法犯罪嫌疑人移送
司法机关，救助群众 35人。

这项小小的新举措，受到广大牧民群
众的欢迎，方便辖区群众、护林员、管护员
工作，拉近警民联系，在宣传三江源生态
保护方面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同时大大
增加了民警在辖区内的认知度，辖区群众
对三江源生态保护的关注。

三江源国家公园森林公安局

500张警民联系卡架起连心桥

本报讯（记者 吴梦婷）7 月，暑期旅
游经济随着气温升高日渐火爆，我省多
个 景 区 接 待 游 客 数 量 陆 续 突 破 百 万
人次。进入 8 月，全省旅游热度依然，
日渐丰富的旅游产品更为游客增添了

“新口味”。
8 月 2 日，蚂蜂窝旅行网发布 7 月境

内排名前一百的热门目的地。数据显
示，2017 年 7 月，青海湖、西宁分别进入
境内热门目的地前一百名。其中，青海
湖目的地热度达到今年以来最高峰，搜
索热度环比增幅达 112.2%。西宁市搜索
热度环比增幅达到 64.5%。

原本在 7 月初，省会西宁的多家酒
店还在为今年酒店旺季不旺而发愁。
但随着暑期旅游高峰到来，酒店入住率
不断提高。8 月 3 日，记者走访省城多
家酒店了解到，目前市区酒店都已上调
至旺季价格，经济适用型酒店价格普遍
在 300 元至 500 元之间，星级酒店价格
在 600 元至千元。打开网上预约平台，
搜索 8 月 3 日至 8 月 15 日住宿，西宁市
星级酒店、经济适用型酒店纷纷显示房
间紧张，大部分酒店的入住率均超过九
成。

省西部旅游旅行社市场调研部负责
人马常明介绍，每年 7 月 15 日至 8 月底
被旅行社称为青海旅游“疯狂 45天”，也
是全省旅游最高峰时期。现在，青海湖
一日游均价在 200 元左右，规模较小的
旅行社每周发团有 300 人左右，规模较
大的旅游社发团人数超过千人。价格在
1000元以内的茶卡祁连二日游或三日游
是今年最受欢迎的线路。

“今年，青海由景点旅游向全域旅游
发展，自驾车旅游飞速发展，省内各大景
区游客构成中，自驾车游客依然保持在
七成以上。”记者从环青海湖旅游服务网
基地了解到，今年我省的游客呈现出客
源多元的趋势，从景区停车场停满全国
各城市的车辆就可以看出，今年青海旅
游与往年“甘、陕、川”牌照车辆扎堆的情
况不同，广东、福建、浙江等城市的自驾
游客明显增多。

不仅如此，刚刚结束的环湖赛也再
次带动环湖骑行。根据环青海湖旅游服
务基地工作人员统计，仅 8 月 3 日当天，
从自行车服务中心租出去的自行车数量
为 3522 辆，预计每天在青海湖沿线环湖
骑行的游客就有万人左右。

8月青海旅游持续升温

青海湖西宁入列热门旅游目的地

8 月 3 日，行人从西宁市街头创城微景观下走过。今年西宁市创城攻坚工作开展以
来，西宁有关部门在大街小巷及公共场所建设了一大批创城微景观，提高创城知晓率
的同时，也提高了市民的文明意识。 本报记者 邓建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