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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划兰州至西宁至青海湖轨道交通建设 ●全面取消全省城市落户限制

●实施5万套老旧住宅小区改造项目 ●加快建设海东、格尔木全省副中心城市

●加快同仁县、共和县撤县设市进程 ●建设“慢行”城市，合理配置无障碍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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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
按照《通知》要求，今年，我省将加快

推进非户籍人口在城镇便捷落户，全面取
消全省城市落户限制，允许租赁房屋、自
建房居住的常住人口在社区家庭集体户
落户，实行农村（牧区）籍生源高校学生来
去自由的落户政策，力争常住人口城镇化
率达到 58%左右。

深化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
将符合条件的常住人口纳入城镇住房保
障范围，持续扩大住房保障和住房公积金
制度覆盖范围；统筹实施城镇棚户区改
造；合理发展城镇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

完善“人地钱挂钩”激励性配套政策，
加大省级财政市民化奖励资金和省对下
农牧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补助力度，提升对
吸纳跨市（州）、县（区）流动农牧业转移人
口较多地区和中小城镇的资金奖励和倾
斜支持力度。

持续优化城镇化布局形态
全面落实《兰州-西宁城市群发展规划

青海实施方案》及三年行动计划，建立甘青
两省、省会城市间共建兰西城市群协同合
作发展机制；加快建设西宁至成都铁路，研
究谋划兰州至西宁至青海湖城际轨道交通
建设，着力打造“轨道上的城市群”；开展
G6国家高速公路繁忙路段扩容改造前期
研究；推动“青电入豫”，建成青海共和-河
南驻马店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推动两省
共同合作发展沿黄河流域冷水鱼产业，建

设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联合打造甘青
黄河风情线等精品旅游线路。

建立中心城市牵头的协调推进机制，
推动都市圈基础设施、生态环保和公共服
务等方面同城化建设；有序规划建设城际
铁路和市域（郊）铁路，开工建设G0611张
汶公路同仁至赛尔龙段高速公路，持续加
快G0612南绕城东延、G109乐都至平安改
扩建工程建设；推进西宁机场三期建设；
积极推动“引黄济宁”项目落地，推进共和
盆地及外围水资源配置项目前期工作，推
动引大济湟西干渠、北干渠二期工程建
设；推动都市圈博物馆、剧院、体育场馆等
公共文体设施共建共享；加快西宁、海东
智慧城市和信息惠民城市建设。

增强西宁中心城市核心带动功能，加
快建设海东、格尔木全省副中心城市，提
升辐射带动能力；编制完成“大西宁”空间
战略规划及相关配套规划，加快实施园博
园、西堡生态森林公园等重点生态工程，
积极申报国家节水型城市；加快推动西宁
5G商用、生活垃圾分类、低碳城市试点建
设；加快西宁商贸型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
市建设，推动西宁综合保税区年内封关运
营；加快建设河湟新区；加快建设格尔木
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创建格尔木综合
物流园国家级示范园。

加快同仁县、共和县撤县设市进程，
稳妥推进门源回族自治县、民和回族土族
自治县、互助土族自治县 3个民族自治县
规划、建设、管理向城市体制转变，适时撤
县设市。

稳 妥 有 序 推 进 第 一 批 省 级 特 色 小
（城）镇创建工作，适时在全省推广特色小
镇创建经验，培育一批精品特色小镇。

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力
加快高原美丽城镇示范省建设，支持

西宁市率先开展高原美丽城镇建设试点，
继续打造 10个生态优美、各具特色、宜居
宜业的美丽城镇，推进 300 个高原美丽乡
村建设。

加强城镇生态环境治理，推动垃圾分
类和减量化、资源化利用，推进果洛藏族
自治州全域无垃圾试点建设；推进西宁城
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建设，推动玉
树市、海东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前期
工作；加快建设西宁“无废城市”试点。

补齐城镇公共卫生短板，到年底，确
保全省地级以上城市至少建成 1 个符合
要求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

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建设“慢行”
城市，完善公交专用道、非机动车、行人交
通系统及过街设施建设，合理配置无障碍
设施。

提升城镇创新发展能力，推进城市公
共资源配置，力争开工建设西宁大学；开展
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推动西宁、
海东、海西、海北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国家
试点建设；全面推广医保电子凭证，力争年
底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达到 95%；落实全
民健身实施计划，推动西宁城区“10 分钟
体育健身圈”提档升级示范工程建设。

加快推进城市更新，加快湟源县、西

海镇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申报工作；改造一
批老旧小区，实施 5万套老旧住宅小区改
造项目，完成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 100
部；改造一批老旧街区，开展商业步行街
升级改造行动；承办 2020 年文化产业和
旅游产业融合发展高峰论坛。

改进城镇治理方式，推动城市政府向
服务型转变、治理方式向精细化转型、配
套资源向街道社区下沉。加快建设新型
智慧城市，健全城镇投融资机制。

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推动乡村

经济多元化发展，加快建设一批国家农村
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培育建设 22 个少
数民族特色村寨，开展乡村文化价值实现
机制试点。

加快引导工商资本入乡发展，提升县
域经济发展能力，促进城乡公共设施联动
发展，改善农牧民居住条件 3万户。

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实施乡
村教师支持计划，稳步提高乡村教师待
遇，加快发展城乡教育联合体；深化城乡
医院对口支援，鼓励城市大医院与县医院
建立对口帮扶、巡回医疗和远程医疗机
制，推动县医院与乡镇卫生院建立县域医
共体。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本报讯（记者 彭娜）为深入贯彻省委
省政府关于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新
型城镇化的决策部署，持续推动我省新型
城镇化和城乡融合不断取得新进展，近
日，青海省新型城镇化工作暨城乡融合发
展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印发《青海省
2020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
工作要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力
争今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58%左右。

《通知》围绕让城镇生活更美好、乡村
生活更富足发展目标，以促进人的城镇化
为核心，以推动城镇高质量发展为导向，
坚守“三定”发展底线，遵循“四融”发展要
求，努力提高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不断
增强中心城市、城市群辐射服务和资源优
化配置能力，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
型城镇化建设，持续提升其他区域城镇综
合承载能力，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

“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和“十四五”规划
开局起步提供有力支撑。

根据《通知》，我省将加大非户籍人
口在城市落户力度，打破阻碍劳动力自
由流动的不合理壁垒，促进人力资源优
化配置；着力增强城市群和中心城市核
心带动功能，推进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培
育发展一批新兴城市和小城镇，构建以
城市群为主体，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的城镇化空间格局，形成推动全省高质
量发展的动力系统；着眼于增强人口经
济承载和资源优化配置等核心功能，健
全城镇可持续发展体制机制，提升城镇
发展质量；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
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
动、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加快
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
同繁荣的新型城乡关系。

我省力争年内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8%

本报记者 彭娜

本报讯（记者 魏爽）肩负全省人民
重托,带着新青海建设的新成果，5 月 19
日，住青全国政协委员乘飞机抵达北京,
出席将于 5 月 21 日开幕的政协第十三届
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此次抵京的住青全国政协委员共 17
人，分别在中共、民革、民盟、民建、农工
党、九三学社、工商联、少数民族和宗教
等界别。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
五”规划收官之年 ,是脱贫攻坚决战决
胜 之 年 ，也 是 坚 决 打 赢 疫 情 防 控 阻 击
战、夺取“双胜利”的大考之年。为开
好本次会议，委员们深入调研、精心准
备，聚焦统筹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好

“六稳”落实“六保”等重大任务，围绕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群众关注
的热点、难点问题踊跃建言。委员们纷
纷表示，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深刻把握全国两会在常态化
疫情防控背景下召开的重要意义，以高

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认真参会，履职尽
责 ，为 新 时 代 新 青 海 建 设 积 极 建 言 献
策。

张周平委员说：“经过深入调研和思
考，我准备了 10 份提案，涉及国家战略、
青海发展、民生改善等。参加全国两会
责任重大、意义特殊。我们要履行好委
员职责,把青海的成绩宣传出去，把青海
的想法做法交流出去，提出青海好方案，
为新青海建设尽绵薄之力。”

“对此次两会充满期待，也将尽自
己最大努力为青海争取国家更大支持
作出应有贡献。”李青委员说，将在促
进人工智能广泛应用助推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和疫情防控后更好扶持民营经
济高质量发展提出建议。传播民企担
当，反映民企困难，呼吁优惠政策落地
落实。

马跃祥委员表示，将发挥全国政协
委员的积极作用，提高政治站位，把青海
各族各界人民群众的心愿带到两会上，
积极传递青海声音。

出席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

住青全国政协委员昨日抵京
本报讯（记者 赵俊杰）全国两会召

开在即，西海都市报联合大河报、封面新
闻、兰州晨报、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中
心、北方新报、山西晚报、三秦都市报、闪
电新闻，回访习近平总书记沿黄九省区
的足迹，共同唱响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的“黄河大合唱”。

黄河九曲，大浪滔天，养育华夏儿
女，铸造中华之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必将对
黄河流域长远发展产生历史性影响。包
括青海在内的沿黄九省区，是如何落实
这一国家战略的，沿线的生态、业态都有
了哪些改变？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滋养着
中华大地。在青海境内绵延 1600多公里
的干流线上，为我省打造沿黄经济带提
供了巨大的发展源泉。目前，我省每年
向下游输出水量超过 600 亿立方米。其
中，多年平均出境水量占黄河总流量的
49.4%，对黄河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利
用具有决定性影响。数据显示，三江源

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一期实施的 10 年，
三江源地区水资源总量增加 84 亿立方
米，湿地面积增加 104 平方公里，黄河源
头再现千湖美景。

保护黄河生态是神圣使命，是重大
的政治责任。近年来，我省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加快两
岸绿化，加快沿黄公路建设，竭力打造沿
黄生态经济带、生态文化旅游线。依托
黄河丰富的水资源和旅游资源，加快当
地老百姓脱贫致富的步伐。

沿黄九省区主流媒体此次大跨度的
视频联播，沿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
蒙古、山西、陕西、河南，一直到山东黄河
入海口，通过联播的形式，串联起黄河上
游、中游、下游，展现各地丰富的城市文
化和市民生活，呈现沿黄各地的风土人
情、地域特色，展现沿黄各省区的生态保
护、经济发展等侧面。另外，我们还将推
出沿黄各省区协同发展的专题视频片，
让广大网友对我们的母亲河有更加直观
的感受。

全国两会特别策划——“沿着总书记的足迹看黄河”

九省区联动 奏响黄河大合唱

全国两会全国两会喜迎喜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