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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薛军）12 月 21 日，全省
省管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在西宁召
开。省委书记王建军对警示教育工作提
出要求。

王建军强调，警示教育是强化党的政
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
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的重要抓手。近年省
纪委以发生在我省的严重违纪违法干部
的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收到了好的效
果，要坚持抓下去。接受警示教育的党员
干部都要把反面教材当成醒脑的良药，珍
惜党和人民的培养，珍惜为党和人民工作
的机会，珍惜自己的政治生命，珍惜与家
人在一起的幸福时光，始终知敬畏、存戒
惧、守底线，做让党和人民信赖、放心的好

干部。
会议通报了我省去年年底以来查处

的 7 起违纪违法典型案件，深刻剖析了这
些违纪违法行为产生的思想根源、原因教
训。被查处人员现场作了忏悔发言，播放
了警示教育片。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
滕佳材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省委认
真贯彻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新要求，坚
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全面从严治党取
得新成效。但我们也要清醒看到，当前全
省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高压之
下仍有个别党员领导干部不收敛不收手
顶风作案，严重侵蚀党的健康肌体。坚决
查处腐败案件，充分体现了省委、省纪委

坚决反对腐败的坚定立场和坚强决心，也
正告违纪违法的干部，只有悬崖勒马、相
信组织、主动投案、说清问题，才能避免坠
入毁灭的深渊。

滕佳材强调，要时刻铭记初心丢、贪
心重、玩心大、贼心虚、痛心切的“五心”警
示。始终坚守初心使命，把“四个意识”

“两个维护”转化为听党指挥、为党尽责的
实际行动。牢牢记住“心莫贪，贪念毁前
程”，通过锤炼党性、磨炼心性、修身养性
来守住做人做官底线。坚持从小事小节
上加强修炼，始终不放纵、不越轨、不逾
矩。永葆敬畏之心，把党章党规党纪挂于
心、践于行。把自己摆进警示教育中，在
惨痛教训中洗涤灵魂，老老实实做人、清

清白白为官、干干净净做事。
滕佳材强调，要把抓“一把手”贯穿

于全面从严治党全过程，坚决整治“一把
手”独断专行、班子成员我行我素等突出
问题。把维护好党员干部这片“森林”作
为政治生态的重要抓手，推动政治生态
革新净化、持续好转。加大对群众反映
强烈的“微腐败”问题查处力度，强化对
重大工程、重点领域、关键岗位的监督检
查，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鲜明导向，落
实好“三个区分开来”要求，做好关心关
爱工作。要以警示教育大会为镜鉴，筑
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明规矩、知
敬畏、存戒惧，始终绷紧廉洁自律这根
弦。

全省省管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召开
王建军提出要求

本报讯（记者 彭娜 实习生 逯桂）12月
21 日，青海机场公司在西宁机场 T2 航站楼
举行庆典仪式，庆祝我省民航事业再创佳绩
——全省机场年旅客吞吐量突破 800 万人
次，西宁机场年旅客量突破 700 万人次，双
双实现百万量级新跨越。

今年，青海机场公司充分发挥区位优
势，与新疆、西藏、内蒙古达成建设中心航线
网络合作意向，新开库尔勒、哈密等 13个航
点，新进驻青岛、桂林、九元、上海 4 家航空
公司，全年运行航线数量达 124 条，通达国
内外 78 个城市，驻场运力提升至 12 架次。
并与民航西藏自治区管理局、新疆机场集
团、中国铁路青藏集团公司、青海省邮政分
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全力推进综合交通

运输体系发展，民航运输增幅稳居省内交通
运输体系第一。

预 计 全 年 我 省 机 场 旅 客 吞 吐 量 将 达
811.96 万人次，航班起降 7.10 万架次，货邮
吞吐量 4.66 万吨，分别增长 13.6%、10.7%、
24.8%。其中，西宁机场旅客吞吐量将完成
722.28 万人次，航班起降 6.07 万架次，货邮
吞 吐 量 4.03 万 吨 ，分 别 增 长 13.9%、11%、
19%；玉树机场成为省内第一个年旅客吞吐
量突破 30 万人次的支线机场，格尔木机场
年旅客吞吐量突破 20万人次，德令哈机场、
果洛机场均突破 10万人次。

在发展航空主业的同时，青海机场公司
积极贯彻民航“真情服务”理念，西宁机场全
年航班放行正常率达 88.97%，位居同量级机

场前三；创新多项服务举措，实现中转旅客
跨航司行李直挂、行李全程跟踪；加大“一证
通关”等智能设备和辅助设施投入，西宁机
场荣获国际航协“白金机场”资格认证；格尔
木机场母婴室被誉为省内母婴室建设标杆。

机场建设方面，今年我省开工两个项
目，分别是西宁机场三期建设项目和玉树机
场改扩建项目。近五年来，全国民航年均增
加机场 6.6 个，其中 1 个就是青海的机场。
明年，我省第 7座机场青海湖机场将开工建
设，目前前期工作稳步推进。

我省机场年旅客吞吐量突破800万人次
青海湖机场明年开工建设

本报讯（记者 李欣）12 月 21 日，大型文
化纪录片《大湖·青海》媒体见面会暨青海广
播电视台首映式在西宁举行。省委常委、宣
传部长张西明出席并致辞。

张西明代表省委对《大湖·青海》在央视
纪录频道的成功播出和在青海广播电视台的
首映表示祝贺，向主创团队的辛勤付出表示
感谢。他说，青海湖位居中国最美五大湖泊
之首，承载着维系高原生态平衡的重要使
命，守护着高原人民的心灵依归。青海各族
人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青海湖的

“大、美、净、好”就是青海忠实践行“四个扎
扎实实”重大要求、保护生态环境的生动体
现。

张西明指出，《大湖·青海》系列纪录片在
立体呈现青海保护生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实践成效的同时，也全景式地反映了青海深
入实施“五四战略”、奋力推进“一优两高”结
出的累累硕果，让青海各族干部群众更加深
刻地体会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思

想伟力。希望新闻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坚持
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创作导向，练“四力”、转
作风，把笔端和镜头对准广大群众和锦绣山
河，努力创作生产出更多弘扬青海精神、展
示青海形象、诠释青海发展，集思想性、艺术

性、观赏性于一体的优秀作品，用青海的生
动实践，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及《大湖·青海》纪录
片创作团队的代表在首映式现场接受了访谈
并发表感言。

大型文化纪录片《大湖·青海》媒体见面会
暨青海广播电视台首映式举行

本报讯（记者 吴梦婷）
迈 过 了 大 雪 节 气 ，12 月 22
日，二十四节气中的冬至到
来。冬至后，天气便进入数
九寒天。

近期随着冷空气来袭，
我省各地出现不同程度降雪
天气，气温持续走低，其中玉
树清水河日最低温度降至零
下 34 摄氏度，托勒日最低气
温降至零下 33.8 摄氏度，气
温创下今年入冬以来新低。

冬至的到来，也意味着
将进入一年中最寒冷的时
节。记者从青海省气象台了
解到，未来三天，冷空气移出
青海，受高空西北气流影响，
全省大部分地区天气以晴或
多云天气为主。

冬至开始的一个多月是
青海最寒冷的日子，之后白
天的光照时间逐日延长。对
于青海人来说，冬至不仅是
二十四节气中一个重要的节
气，还有吃饺子的风俗，在老
一辈人口中都流传着“冬至
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
管”的俗语。所以，每年农历
冬至这天，饺子也是必不可
少的。

冬至到来，如何养生也
是市民关心的话题。对此，
青海省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
任医师张永刚介绍，冬至养
生的首要任务就是做好防寒
保暖。对于畏寒怕冷的人，
可以适当多吃含铁元素和碘
元素的食物，如牛肉、羊肉、
黑木耳、大枣、乳类、板栗等，
有助于提高御寒能力，但进
补也要适度。患有心脑血管
病、关节炎、消化系统疾病的
人更要注意防寒保暖，适量
运动。

数九寒天
开启

本报讯（记者 才让三智）近日，记者从
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针对我省今年生猪产
能滑坡局面，为尽快恢复稳定我省生猪生
产，保障居民菜篮子猪肉产品的供应，我省
加大了对生猪产业支持力度，预计明年生猪
出栏规模将恢复到 100万头。

据了解，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稳定
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等党中
央决策部署，我省印发了《关于稳定生猪生
产促进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按照《意见》，实行生猪补贴、规模猪场

和屠宰加工企业改造升级、粪污资源化利
用、保障产品流通供应等多项重点措施，将
进一步推动产业扶持的完善。

目前，省财政已安排 5290 万元资金，在
互助土族自治县、乐都区 2 个传统生猪主产
县进行 8家生猪规模养殖场新建和改建工程
项目，其中 3 家大型规模猪场建成后年出栏
生猪可达 70 万头。组织藏区 6 州积极申报
省发改部门“2020 年藏区菜篮子工程”项目
中生猪规模养殖项目，初步申请 16 项，资金
3400万元。会同省自然资源厅，对全省禁养

区进行了全面排查，进一步合法合规调整适
养区，为生猪规模养殖提供用地保障。

值得一提的是，近 1 个月我省生猪养殖
场（户）信心逐步恢复，补栏积极性提高，生
猪生产呈恢复性转好趋势、猪肉价格稳步
回 落 。 截 至 12 月 第 2 周 ，全 省 生 猪 存 栏
48.03 万头、出栏 100.24 万头，与 11 月第 2 周
相比存栏量、出栏量和猪肉产量分别增加
1.88 万头、25.87 万头。从当前生产形势看，
两节期间我省猪肉产品市场供应基本充
足。

我省加大生猪养殖政策支持力度
预计明年生猪出栏规模恢复到100万头

主创团队在首
映式接受访谈。
本报记者 海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