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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兴起学习贯彻十九大和全国两会精神热潮迅速兴起学习贯彻十九大和全国两会精神热潮

第十九届青洽青洽会会
备战

本报讯（记者 芳 旭）展示青海绿色
产业魅力，敞开胸怀迎接天下宾客！第
十九届青洽会准备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
着，青海国际会展中心内热火朝天，今年
青洽会展馆由投资合作馆、产城融合馆、
高原专题馆、企业交流馆和特色商品馆5
大馆组成，展示面积达到 5 万平方米。
五大展馆布局如何？又有哪些亮点？让
我们一起先睹为快。

第一大馆：投资合作馆
设在A馆、C馆。由省际协作馆、青

海综合馆、青海市州馆组成。围绕贯彻
落实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重点展
示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和新业态，广
泛开展投资合作交流活动，积极推动区
域经济协调发展。

省际协作馆：围绕对口支援及兄弟
省（区、市）友好往来，集中展示各省（区、
市）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及产业特点、合作
领域、投资环境等内容，开展招商引资活
动，扩大投资合作成果。

青海综合馆：围绕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和省十三次党代会精神，全面展示
青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成就，新时

代发展的重点领域和主攻方向，进一步
加快全面对外开放步伐，推动与国际、国
内多层次、宽领域务实合作。

青海市州馆：围绕稳步发展三江源
地区生态畜牧业，加快发展环青海湖地
区现代畜牧业，落实生态立省战略，构建
以三江源草原草甸湿地生态功能区为屏
障，以青海湖草原湿地生态带、祁连山地
水源涵养生态带为骨架的“一屏两带”生
态安全格局宣传环青海湖地区、三江源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展示生态建设
工程取得的重大成就，开展投资合作交
流活动。

第二大馆：产城融合馆
设在 A 馆、B 馆。以推动园区建设

和产城融合为目标，主动适应经济发展
新常态、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区域协
调发展，将西宁市与西宁（国家级）经济
技术开发区，海东市与海东工业园区、海
西州与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
分别融合，整体展示。

第三大馆：高原专题馆
设在 C 馆一层南厅，由高

原旅游展区、民族文化展区、高

原体育展区、生态农牧业展区等组成。
重点展示青海省各地区依托地方特色资
源优势，着力推动特色产业发展，培育壮
大新兴产业的良好态势，着力扩大青海
特色产业知名度。

第四大馆：企业交流馆
设在C馆一层北厅。以推动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为主线，
展示中央企业、省内外知名民营企业及
青海重点企业新技术应用、新产品开发
及新业态发展情况，促进企业深化交流
合作。

第五大馆：特色商品馆
设在C馆一层北厅和二层。由意大

利商品展区、省外商品展区和省内商品
展区、台湾地区商品展区组成。展示展
销省外新颖特色商品、省内地方名优产
品等，促进贸易交流合作，繁荣消费市
场。

青洽会五大展馆绽放青海魅力青洽会五大展馆绽放青海魅力

新华社西宁6月13日电 （记者王
金金 白玛央措） 记者 12 日从青海省
国土资源厅了解到，柴达木盆地都
兰、格尔木、德令哈—乌兰地区含有
544.1 平方公里富硒土壤资源，这是继
青海东部地区发现大面积富硒土壤区
域后，取得的又一富硒资源勘探突
破。

据介绍，此次探明的富硒土壤中

诺木洪地区面积 413.6 平方公里、格
尔木 52.8 平方公里、德令哈—乌兰
77.7 平方公里。该区域每千克土壤中
硒含量为 0.23 毫克至 2.8 毫克，平均
含量为 0.4 毫克，与此前青海省东部
发现的富硒土壤硒含量相当。

专家调查分析，柴达木盆地富硒
土壤来源于第四纪湖相沉积物，富硒
土壤中重金属元素均不超标，具有富

硒来源稳定、清洁无污染、有效硒含
量高的突出优势。

中国地质大学教授田熙科介绍，
硒被誉为“抗癌之王”，是人体必需
的微量元素，具有高抗氧化、提高人
体免疫力作用，适量补硒能防止器官
老化及病变。我国硒资源较为缺乏，
目前仅在江西、浙江、海南、青海等
少数省份发现部分富硒土壤资源。

青海探明500多平方公里富硒土壤资源

本报讯（记者 王琼）为更加深入有
效推进“两个绝对”具体化工作，市残联
紧密结合全市残疾人工作特点，履行残
联职能，充分发挥党和政府联系残疾人
的桥梁纽带作用，扎实推进“两个绝对”
具体化在残联系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以实际行动全力以赴改善贫困残疾人的
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切实当好残疾
人的娘家人。

全市残联系统把对干好残疾人事业的
责任转化为创新的动力，把智慧和激情转化
为创新的成果，深入推进“两个绝对”具体化
工作，恪守残疾人娘家人的角色定位，全心
全意、真心真意、诚心诚意为残疾人服务。

一是将康复与精准相结合。在残疾
人康复工作中，以促进残疾人康复服务
为出发点，按照《西宁市政府购买残疾人
辅助器具精准适配服务的实施方案》，积
极探索以“互联网+”的方式开展辅助
类、康复类及助视类辅助器具个性化适
配工作，截至目前，已为我市 1000 多名

残疾人发放辅助类、康复类及助视类辅
助器具共计1964件。

二是将保障与服务相结合。以为残
疾人谋福祉为出发点，结合各项工作，切
实加大保障力度，更好服务残疾人，通过
政府购买残疾人服务，投入资金 337 万
元，为 505 名残疾人提供了托养照料服
务；投入资金339万元，为114名残疾儿
童提供康复服务；投入资金120万元，为
200户残疾人家庭实施无障碍改造工作。

三是将需要与细化相结合。以了解
和掌握残疾人利益诉求为出发点，结合
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和需求信息数据动
态更新工作，及时将在调查工作中反映
出的重大事项、政策性问题、需求向党
委、政府汇报并提出政策建议；向有关部
门通报残疾人面临的问题和
需求，做到了积极回应、跟踪
回访、细化服务举措。

四是将改革与落实相结
合。根据市委对残联系统强

“三性”去“四化”的改革总要求，市残联
着重从各项配套制度上抓落实，建立了
市残联机关干部职工联系残疾人制度，
推行机关干部职工“1+1+5+10”工作模
式，即党组成员每人联系一个片区，中层
干部每人联系一个县（区），机关干部职
工每人联系5个专职委员和10户残疾人
家庭。积极推进残联组织自我革新，不断
推动工作重心下移，使残疾人工作更接近
基层、服务残疾人、走进残疾人家庭。在
今年5月召开的西宁市残疾人联合会第
六次代表大会上，按照改革要求配备了专
兼职残疾人副理事长、理事，一大批残疾
人代表进入新一届残联主席团，主席团中
残疾人占 66.7%，为残联组织更好履行

“代表、服务、管理”职能打下坚实基础。

全省投资项目调度会强调

直面困难问题 强化担当作为
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抓好投资项目工作

市残联市残联：：切实当好残疾人的娘家人切实当好残疾人的娘家人

本报讯（记者 肖芳）6月11日至13日，省委常委、市
委书记王晓，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晓容率西宁党政代表
团赴南京开展交流考察活动。12日上午，南京西宁对
口协作座谈会召开，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张
敬华，青海省委常委、西宁市委书记王晓出席会议并
讲话。

王晓代表西宁市委市政府向南京市的支持帮助表
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向“强富美高”新南京建设
成就和前景致以热烈祝贺和美好祝福。王晓说，每一
次来南京，增加的不仅是“亲切和敬意”，而且还有

“收获和充实”，这些既体现在两地扶贫协作工作成果
上，也充盈着我们在南京干部身上感受到的很多宝贵
品质，对于西宁打赢脱贫攻坚战、增强城市“软实
力”具有重要作用。王晓指出，近年来，南京西宁两
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特别是总书记扶贫开发战略思想，突破了传统的
“对口支援”模式，扶贫协作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一
是坚持系统规划与过程管理并重。以增强贫困群众获
得感为衡量标准，在加强系统规划的同时，实施分步
的过程管理，取得了可量化、可检验的实际成果。二
是坚持项目帮扶与环境支撑并重。把“输血”与“造
血”结合起来，把重心放在改善区域发展环境、完善
当地产业链条、涵育地方发展后劲上，实施的项目发
挥了“帮扶一个、带活一片、引领一方”的作用。三
是坚持行政引导与市场力量并重。在强化行政推动的
同时，发挥市场主体作用，一些企业在两地扶贫协作
中找到了切入点，坚实了微观基础。王晓强调，我们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以“两个绝对”为标准，倍加珍惜南京的支持帮
助，与南京同志一起谱写新时代扶贫协作的“双宁
记”，一是推动精准扶贫与绿色发展相对接，打造“双
宁记”绿色发展升级版，二是推动精准扶贫与县域经
济发展相对接，打造“双宁记”产业合作升级版，三
是推动精准扶贫与区域发展相对接，打造“双宁记”
公共服务升级版，扎扎实实地让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
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张敬华代表市委市政府对西宁市党政代表团来访
表示欢迎。他说，西宁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是西北
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在维护全国大局稳定、保护国
家生态屏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与西宁开展对口扶
贫协作，是我们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具体举措，是南京必须扛起
的重要政治责任，也是双方深化合作共同发展的难得
机遇。近年来，两市聚力脱贫攻坚，深化扶贫协作，
工作领域不断拓展，精准度实效性逐步提升。实现精
准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打赢的攻坚战，我们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的一系列
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和两省部署要
求，坚持目标标准、贯彻精准方略、强化问题导向，
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携手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
利。要围绕提升“造血”功能和脱贫质量，总结行之
有效的帮扶举措，落实好扶贫协作规划，完成好年度
目标任务，履行好各项产业合作和园区共建协议，建
设好常态化推进机制，把扶贫协作工作进一步做细做
实做出成效，确保如期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会上，南京市副市长华静，西宁市委副书记、市长
张晓容分别介绍本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扶贫协作情
况。南京江北新区与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签订合作框
架协议，南京市栖霞区与湟中县、南京市雨花台区与大
通县、南京市六合区与湟源县分别签订产业合作与园区
共建框架协议。

11日晚，王晓、张晓容、管新民还看望慰问了在南
京挂职的干部薛卫星、胡正元、兰国栋、赵成栋、李增玉、
仲满奎、陈生财、李长梅，与他们座谈交流，认真听取他
们的收获、感悟和建议。王晓说，你们身处异地他乡，怀
着一颗颗坚定的心，克服种种困难，取得了可喜成绩，实
现了良好开局，为下一步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王晓感
谢南京市及其相关部门、单位对我市挂职干部的关心和
帮助；要求西宁市委组织部等部门保持经常性联系，为
挂职干部工作、生活创造更好条件；勉励挂职干部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两
个绝对”具体化贯穿到工作全过程，当好“使者”，当好

“学生”，当好“窗口”，当好“纽带”，为促进两地合作发展
献计出力。

考察期间，我市党政代表团先后实地考察了中电熊
猫平板显示科技有限公司、江宁区众彩物流中心、南瑞
继保电气有限公司、牛首山文化旅游区、江北新区政务
服务中心、南京集成电路产业服务中心、南京汽车集团
有限公司、南京高新生物医药公共服务平台有限公司。

南京市领导罗群和市委市政府相关部门及栖霞区、
雨花台区、六合区主要负责同志，西宁市领导许国成、管
新民、陈红兵及市发改委、市经信委、市农牧和扶贫开发
局、大通县、湟中县、湟源县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

谱写新时代扶贫协作的“双宁记”
●西宁党政代表团赴南京交流考察●召开南京西宁扶贫协作座谈会●张敬华王晓分别讲话

（上接A01版） 敏锐洞悉形势变化，以
更努力的工作，把投资工作抓实、抓到
位，全力推动投资及早企稳回升。

会议强调，要坚定目标、扛起责
任，建立台账、拉出清单，以目标倒逼
项目，以项目倒逼责任，以责任倒逼落

实。要突出重点、精准调度，紧盯中央
预算内投资、重点项目、工业投资、房
地产投资、民间投资，力促资金项目落
地、工程建设加快实施。要创新载体、
丰富手段，扎实推进“会战黄金季”

“夏秋季攻势”等活动，形成抓投资的

强大声势。要密切配合、通力协作，加
强土地、环评、融资、建材等要素保
障，加强组织领导，深化督促检查，齐
抓共管促落实。要深化调研、主动谋
划，认真抓好“项目生成年”活动，确
保项目有序生成、滚动接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