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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编辑部评出

2018 年 黄南州

大新闻
量发展作了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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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南“两会”
胜利召开

1 月 15 日至 17 日，黄南藏族自治州第十五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州府隆务举行。州长乔学智代表州政
府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对 2017 年政府工作进行
了回顾，指出了新时代黄南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并对 2018
年政府工作进行了安排。大会选举产生了黄南州出席青
海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20 名代表以及黄南州监察委
员会主任。新当选的州监察委员会主任郑明辉与代表见
面。州委书记王振昌作了讲话。

全州首届道德模范暨
精神文明创建先进
典型颁奖晚会隆重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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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3 日，由州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主办，州文明
办、州文体广电局承办，州直有关部门单位、各县文明办协
办的黄南州首届道德模范暨精神文明创建先进典型颁奖
晚会在圣雪莲藏戏传习中心隆重举行，17 名州级道德模
范、4 个最美乡村、40 户州级文明家庭、4 家精神文明创建
工作先进集体和 3 名先进个人受到表彰奖励。

1 月 17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黄南藏族
550 名艺人
自治州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胜利闭幕。
现场
“拼手艺”
州委书记王振昌，州委副书记、州人民政府州长乔学智，州
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加才让到会祝贺。会议审议通过了《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黄南藏族自治州委员会第
8 月 8 日，由州委、州政府主办，州热贡文化生态保护
三次会议政治决议》
《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决议》
《提案委 实验区管委会、州文体广电局承办的第四届中国·热贡唐
员会关于十三届三次会议提案初步审查情况的报告》，表 卡绘制大赛在州热贡广场隆重举办。来自省内外的 550 名
彰了州政协十三届一次、二次会议以来 5 个承办先进单位 唐卡艺人围绕参赛主题各显身手，一比高下。
和 6 件优秀提案。
本届大赛为期 1 天，共分唐卡绘制、展示展演、晒佛三
个区域同时进行。其中参加唐卡绘制比赛 467 人，参加泥
塑、堆绣、晒佛等文化艺术展示展演 83 人。唐卡绘制时限
中共黄南州委
为 4 小时，
比赛结束后由主办方邀请的 28 位专家、国家级和
省级工艺美术大师组成的评审团对比赛作品进行评分，现
十二届五次
场确定 100 幅入围作品，并在入围作品中评选出金、银、铜
全体会议召开
奖及一、二、三等奖 32 名，
为参赛艺人颁发了奖金和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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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黄南州委十二届五次全体会议于 2 月 26 日在
州会议中心召开。
会议传达了省委十三届三次全体会议精神。州委书
记王振昌代表州委常委会报告 2017 年工作，并就做好
2018 年全州各项工作讲话。
会议深刻分析了我州当前的内外形势，提出了 2018
年全州工作的总体要求。州委副书记、州长乔学智通报
了 2017 年全州经济发展情况，并就抓好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的经济工作作了具体部署。会议还进行了四县党委
和州直相关部门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就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农牧区改革、党风廉政建设、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党管
意识形态工作作述职、点评。省委组织部党员教育处处
长赵福民对黄南州基层党建工作进行了点评，在肯定成
绩的同时，提出整改意见和不足。
会上，常委会向大会报告了 2017 年度干部选拔任用
工作情况、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情况、落实意
识形态领域工作责任制情况，并对以上三项工作进行民
主评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同仁县撤县设市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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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州召开第二届
州级劳动模范
表彰大会

4 月 27 日，州委、州政府举行表彰大会，对刘贵明等
27 名同志授予
“黄南州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大会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弘扬劳模精神，迅速兴起宣
传劳模、学习劳模的舆论热潮。二是弘扬劳模精神，努力
营造劳动光荣、劳动创业的优良环境。三是弘扬劳模精
神，建立健全关爱劳模、厚爱劳模的有效机制。

目前，黄南州文化产业已初具规模，从业人员达到 4 万
余人，年产业收入达 7.8 亿元，已成为农牧民创业致富的主
要手段，也是黄南州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经济支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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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南州第五次
民族团结进步表彰
大会隆重召开

9 月 6 日，黄南州第五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隆重
召开。会议隆重表彰了 2013 年以来在全州民族团结进步
战线涌现出的 103 个先进集体和 100 名先进个人。
会议宣读《奋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致全
州各族干部群众的倡议书》。
会议要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人人有责，要加强领导、
全民参与。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群众是基础、领导是关键，
必须要引导各级党政组织和各族干部群众自觉投身民族
团结进步事业。要不断加强党对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领
导。要不断提高做好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水平。要不断
凝聚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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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南州召开教育
发展大会暨第 34 个
教师节庆祝大会

9 月 7 日，黄南州隆重举行以“弘扬高尚师德潜心立德
树人”为主题的教育发展大会暨第 34 个教师节庆祝大会。
会议表彰了“品牌学校”
“杰出校长”
“师德标兵”
“模范班主
任”等 9 个集体和 118 名个人。43 名新任教师进行了入职
宣誓。
会上，州委书记王振昌对全州教育工作者送上了节日
的祝福，并结合黄南实际，就努力推动全州教育事业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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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南州隆重举办
庆祝首届中国农民
丰收节系列活动

9 月 17 日，青海庆祝首届农民丰收节暨青海高原第三
届农产品展交观摩会在海东市隆重开幕，在此次农展会我
州组织 55 家涉农企业、合作社代表参加，参展产品种类涉
及 7 大类 180 余种特色农畜产品。我州产品布展获全省高
原第三届农产品展交观摩会最佳组织奖；
9 月 20 日，农展会黄南农畜产品推介专场活动开幕，
阿米雪有机酸奶、高原之宝婴幼儿配方奶粉、西北弘方便
牛杂、藏式点心、藏茶以及牛绒手工艺品、唐卡等吸引众多
观众眼球，成为农展会一道亮丽风景。泽库黄菇、河南牦
牛肉干、雪山咖啡、同仁晶黄果饮料、尖扎虹鳟鱼等 5 个特
色农畜产品荣获金奖；
9 月 21 日，黄南州庆祝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开幕。现
场还举行了黄南州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仪式，给广大
农牧民确了实权、颁了铁证，吃上定心丸，为加快推进全州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夯实了基础；
9 月 22 日，黄南州特色农畜产品西宁推介宣传活动开
展，全州 55 家涉农企业、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参加，产品品
种涉及牛羊肉、青稞制品、特色果蔬、乳制品、水产品及民
族手工艺制品等 7 大类 180 余种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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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黄南州特色
产业（杭州）招商
推介会成功举办

黄南州 2018 特色产业招商推介会于 10 月 10 日在
浙江省杭州市之江饭店千人厅隆重举办。这是继 2018
年黄南州(天津)招商推介会之后，州委、州政府在省外举
办的又一次大规模的招商推介活动，旨在进一步加强对
外宣传推介、搭建招商引资平台，依托黄南独特的资源优
势、人文环境、优惠政策，吸引更多的省外客商到黄南共
绘蓝图、共谋发展、共创幸福美好未来。
在招商推介会上，黄南州共组织 40 余家地方企业展
出了唐卡、石雕、蒙藏药、民族服装、高原有机农畜产品等
近百余种特色展品。同时，现场签约双方合作框架协议 3
个、合作项目 4 项，协议总金额达 3.5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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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南各族各界干部
群众收看庆祝改革
开放 40 周年大会盛况

2018 年 12 月 18 日上午 10 时，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
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全州各族
各界干部群众通过广播、电视、电脑、手机等媒介，
收看大会
直播盛况，认真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共同感受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时代脉动。
大会直播结束后，
州委书记王振昌讲话指出，
40 年来，
黄南紧紧抓住国家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机遇，积极落
实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国家支持青海等省藏区经济社会发
展的政策，极大地增强了全州追赶式发展的后劲。尤其是
2018 年以来，黄南实施“两大战略”，推进“三区建设”，奋力
加快黄南追赶发展新征程。生态、经济、文化、交通、医疗、
教育、脱贫攻坚等各项工作跨越式推进，各族人民生活水
平不断提高，
走出了一条三生共赢追赶式绿色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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