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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两会
两会”
”特刊

满怀信心步入会场

把握新时代 实现新作为
本报综合讯 1 月 25 日，乔学智代表接受媒
体采访时，就政府工作报告结合黄南实际谈了今
后发展的思路。
乔学智说，今年深入实施脱贫攻坚工程。聚
焦同仁、尖扎、泽库 3 个深度贫困县，以配套建设
和产业培育为重点，加大脱贫攻坚力度，着力解
决好扶贫与扶志、扶智并举的问题，确保年内实
现 34 个贫困村退出、1.54 万贫困人口脱贫。深
入实施基础设施提升工程。开展“项目生成年
活动”，重点加强交通、水利、能源、通信等设施建
设，重点实施好同赛高速西卜沙段、马康公路、扎
毛水库灌溉和天然气进黄南等项目，配合做好西
成铁路黄南段、国道 310 过境段、特高压过境线
等工程的建设工作，尽快补齐全面小康的短板。
深入实施生态环境保护工程。将三江源保护区
和黄河谷地纳入国家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
复试点范围，实施好“四河”
（黄河、隆务河、洮
河、泽曲河）生 态综合治理工程，抓好洮河源和
泽曲国家湿地公园试点建设，深入开展国土绿
化提速行动，严格落实大气、水、土壤三个
“十条”
要求，坚持铁拳治污，坚决守住生态环保红线。
深入实施绿色产业培育工程。坚持以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大力推进特色产业转型升级，

分团讨论

做好四县绿色产业园区“筑巢引凤”工作，并在产
业融合发展上狠下功夫，做强牦牛、藏羊、冷水
鱼、生态水等产业，发展壮大水电、民族手工等
黄南的传统工业，积极引进一批绿色环保的新业
态企业，重构绿色产业基础。深入实施文化旅游
融合工程。加快推进文化旅游大融合、全域化发
展，大力 推进国家级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建设，全力打造世界唐卡艺术之都。抓好坎布拉
景区转型提升三年行动计划，积极向 5A 级景区
迈进。深入实施新型城镇化建设工程。北部尖
扎、同仁两县积极融入兰西城市群和东部城市群
规划建设，着力打造黄河上游旅游休闲城市和藏
区历史文化名城。南部泽库、河南两县围绕青甘
川三 省交界地区发展，着力打造美丽生态草原
新城。重点加快同仁县撤县设市步伐，启动实施
特色风情小镇建设，认真规划建设“坎布拉旅游
特色小镇”
“热贡唐卡艺术风情小镇”等工程。深
入实施民生福祉工程。继续坚持小财政办大民
生，启动实施教育布局优化调整工作，深入推进
“健康黄南 2030”行动计划，全面加强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同时，千方百计扩大就业，织密
扎牢社会保障网，办好十项民生实事，着力保障
和改善民生。

盛会喜相逢

会间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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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产品开发，巩固提升和推广运用“拉格日”模
式，努力打造全省有机畜牧业示范区。依托丰富
的热贡文化艺术、坎布拉景区等资源，推进景区
景点、康养基地以及唐卡特色风情小镇建设，扶
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精心谋
划精品线路和旅游品牌，推动景区景点旅游向全
域全季旅游发展，努力打造全省文化旅游融合发
展示范区。全力抓好精准脱贫攻坚，制订实施深
度贫困地区“补短板”方案，精准落实脱贫政策、
稳步改善基础条件、精心培育后续产业、抓好贫
困对象培训、扎实做好巩固提升、充分激发内生
动力 ，确保精准脱贫攻坚不落一户一人。全力
抓好教育布局调整，在优化方案的基础上稳步实
施建设项目，逐步解决城乡教育布局不合理、教
育资源配置不均衡、教育教学质量不高的“老大
难”问题，不断提升民族教育水平。全力抓好基
础设施建设，着眼补强基础设施短板，重点围绕
产业发展、生态保护、扶贫开发和城乡建设，谋划
争取一批起点高、规模大、带动作用明显的投资
项目，加快形成以交通、水利、能源保障以及信息
化建设为重点的多元化支撑体系。

会，在新的起点上建
设更加富裕文明和谐
美丽新青海。
“打造藏区社会
治理示范区，打造全
省有机畜牧业示范基
地，打造世界唐卡艺
术之都，打造唐卡风
情小镇，打造中国藏
戏艺术节……”在审
议政府工作报告时，
王振昌代表提出的未
来发展方向让在座的
黄南人都为之振奋。
“虽然巡回支教
点让孩子们都有了接
受基本学前教育的机
会，但距离孩子们接
受优质教育还有一些
距离。”政协委员斗
尕日是我州泽库县学
前教育办公室工作人
员，他说，为了让农牧
区孩子们也能在学前
接受教育，泽库县在
居住分散、交通不便
的县区设立巡回支教
点，教师每周都会在
不同地点上课，为适
龄儿童接受学前教育
创造条件。他希望全
省能继续加大对泽库县学前教育的扶持
力度，实现义务教育区域内均衡发展，让
所有适龄儿童都能在更好的学习环境中
成长。
……
无论是报告内容，还是代表、委员以
及关注“两会”的众多媒体、群众都在热议
今年“两会”的热词。比如，
“ 四个转变”
“四个扎扎实实”
“ 河长制”
“15 年免费教
育”
“ 三个生态文化试验区”
“ 高端创新人
才千人计划”
“ 智能交通”
“ 厕所革命”
“四
好农村路”等等，每年的报告热词都与老
百姓今后的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都
与广大人民群众未来的幸福指数息息相
关，
今年更是如此。
省“两会”开幕之际，时值农历腊八
节，俗话说“过了腊八就是年”，新春的气
息越来越浓。一个个举措，一项项政策，
勾画了充满希望、振奋人心的宏伟蓝图，
犹如和风带来春的气息。年年盛会凝聚
奋进力量，让大家共同走进新时代、迈向
新辉煌！

年省﹃两会﹄侧记
—— 2018

本报综合讯 1 月 25 日下午，黄南代表团认
真审议了政府工作报告，王振昌代表结合报告围
绕黄南经济发展、精准扶贫等主题作了发言。
王振昌说，王建军省长所作的《政府工作报
告》体现了发展与和谐、当前与长远、继承与创新
的高度统一，彰显了《政府工作报告》作为指导今
年乃至更长时期内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纲领性文
件的科学性和前瞻性。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
导下，黄南州去年的投资增速在全省实现了领
跑、绿色发展为全省树立了样板、精准脱贫攻坚
在青南形成引领，出色完成维稳安保和村级换届
工作。今后，要把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和会议
确定的目标任务，坚决贯彻落实到黄南改革发展
稳定实践当中，努力打造“三个示范区”，全力抓
好
“三项重点”，推动黄南经济社会实现赶超式发
展。围绕“法治黄南”
“平安黄南”建设， 坚持专
项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紧密结合，教育引
导、民族团结、夯实基础统筹推进，努力打造社会
治理示范区；加快建设全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生
产基地，大力培育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牧
场和涉农龙头企业，积极推进农畜产品精深加工

今年是全面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的开局之年，也是深入落实省第十三次
党代会精神的重要一年，是新一届政府开
启新征程、担当新使命的一年。1 月 24 日
至 25 日，省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和省十三
届人大一次会议相继在省城西宁隆重召
开，379 名委员和 386 名人大代表怀着激动
的心情，肩负全省人民的重托，精神饱满、
步履坚定迈进青海省会议中心。
省政协主席仁青加在报告中指出，要
把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与落实“四个扎扎
实实”重大要求，落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
精 神 结 合 起 来 ，通 过 自 觉 践 行“ 四 个 转
变 ”，推 动 落 实“ 四 个 扎 扎 实 实 ”重 大 要
求。要围绕团结、民主两大主题，认真履
行政协职能，充分发挥政协作用，为我省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
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一个同步、
四个更加”目标不懈奋斗。
省长王建军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未
来五年是大有作为的五年。党的十九大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提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
乡村振兴等重大战略，作出推进西部大开
发形成新格局等重大部署，青海必将迎来
新的发展黄金期，机遇前所未有。未来五
年，是富民强省的五年。新发展理念日益
深入人心，生态生产生活关系不断改善，
财富“蛋糕”在绿色发展中越做越大，民生
短板在决胜全面小康中不断补齐，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发展中逐步变成现
实。未来五年，是打牢基础的五年。改革
开放力度持续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
断深化，城乡融合发展纵深推进，基础设
施建设升级增效，公共服务水平质量更
高，一二三次产业统筹推进，更多新动能
持续释放，青海发展的条件更好、后劲更
足。未来五年，是攻坚克难的五年。在新
起点上推动青海实现新发展，有许多挑战
需要应对，有许多关口需要跨越，有许多
难题需要破解，要走的路很长，要付出的
艰辛很多。我们必须咬定青山不放松，一
年接着一年干，一件事接着一件事办，尽
全力把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的现实！做好
未来五年的工作，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精神，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紧扣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转化在青海的具体体现，努力满足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统筹推进“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全面落实“四个扎扎实实”重大
要求，着力推动“四个转变”，全面完成“十
三五”规划，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

走进新时代 迈向新辉煌

黄南推动经济社会赶超式发展

省领导王建军、
省领导王建军
、
王宇燕、
王宇燕
、
张光荣一行看望黄南代表团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