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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传堂来青开展专题调研时强调

交通先行 推动青海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
本报讯（特约记者 乔欣）7 月 9 日至 11
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交通运输部党组书
记杨传堂率调研组赴青，就“四好农村路”
建设、交通扶贫等工作开展专题调研。其
间,调研组听取青海省工作介绍并座谈。
青海省委书记、省长王建军主持座谈会。
杨传堂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进一步密切与
青海省的合作,部省合力坚决打赢交通精
准脱贫攻坚战,扎扎实实抓好“四好农村
路”建设,以交通运输先行发展推动青海经
济社会再上新台阶。
调研期间，杨传堂一行在海东市平安
区调研了西宁外环大湟平公路建设情况,
在湟中县上新庄路段现场了解了生态环
境保护建设情况,在湟源县扎麻隆至倒淌
河高速公路现场调研了高速公路、互通
立交、隧道建设等情况，在黄南藏族自治
州尖扎县昂拉乡德吉村调研了“交通+旅
游”发展情况及乡村异地搬迁工作开展
情况,在海黄大桥了解了建设运营情况及
六盘山片区青海境内高速公路县乡通情
况。
杨传堂指出，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建设
交通强国的宏伟目标,这是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交通运输工作的殷切
希望,也是新时代全体交通人为之奋斗的
新使命。青海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交通
运输工作,主要领导亲自抓改革,抓重大项
目建设,全力推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
着力推进交通扶贫脱贫攻坚,各方面工作
成果丰硕。下一步,交通运输部将与青海
省深化合作,不断开创交通运输发展新局
面。
在青期间,杨传堂参加了“六盘山片区
政协精准扶贫交流推进会”开幕大会。
省领导多杰热旦、王晓、于丛乐、马吉
孝、
鸟成云、
王晓勇分别参加相关调研活动。

7 国 50 余名外宾相聚城洽会
本报讯（记者 王瑞欣）以“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为主题的 2018 中国生态环保
大会暨第三届绿色发展论坛、西宁城市发展
投资洽谈会（以下简称“2018 城洽会”
）已经
进入了倒计时。7 月 11 日，记者从市外侨办
了解到，截至目前，已确定将有来自 7 个国
家的 50 余名外宾前来参加丝绸之路沿线国
际友城峰会。
据悉，此次丝绸之路沿线国际友城峰会

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一带一
路”
建设，
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充分发挥
西宁市丝绸之路节点城市作用，
加强西宁与丝
绸之路沿线国际友城间的经贸、
旅游、
文化、
科
技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实现互利共
赢、
绿色发展，
提升西宁的国际形象和
国际影响力。届时，
将有来自土耳其
安塔利亚市、
俄罗斯克孜勒市、
吉尔吉
斯斯坦奥什市等7个国家的50余名外

2018 加快打造绿色发展样板城市
城洽会 奋力建设新时代幸福西宁

15 项便民措施温暖纳税人

图为纳税人正在通过自助终端机打印发票。

晚报三大美食活动邀您参加
（上接 A01 版）为助力即将开幕的首届青海地方特
色小吃大赛暨西宁美食节，
即日起，
西宁晚报重磅推出
三大美食活动——晚报美食征文活动：讲述记忆中的
青海味道；晚报家庭美食大赛：晒出我家“拿手菜”；晚
报美食大评选：
谁是青海网红小吃 TOP.10 以及我最喜

欢的西宁美食等。
在此期间，您可以写下记忆中的青海味道参与美
食征文活动，也可以烧出一道拿手家常菜并拍成照片
参加家庭美食大赛，还可以将您心中的青海网红小吃
以及西宁美食的名称发送给我们，与我们一起演绎舌

活动一
动一：
：
美食征文活动等您讲述
等您讲述“青海的味道
青海的味道”
”
有那么一种味道，让你每每想
起，都有种抓狂的感觉，它可能其
貌不扬，但任何美味儿都无法和它
比拟；
有那么一种味道，让你跋山涉
水，翻山越岭，不远万里扑过去，就
为睹其芳容，闻其香味儿；
有那么一种味道，让你甩开膀
子，胃口大开，不屑旁人的冷眼，忘
掉减肥的成果，
全面开启战斗模式。
这种味道或许出自妈妈慈祥
的手，这种味道或许出自爱人柔美
的手，这种味道或许裹挟在一家人
团聚的笑声里；
这种味道或许是当你身在异乡
超市里遇到的牛肉干，
这种味道或许
是在异国他乡自己揪的一窝面片；
这种味道或许是在西宁老街
里的一块油炸糕，这种味道或许是
在西宁夜市上的烤羊肉串。
为迎接即将开幕的首届青海
地方特色小吃大赛暨西宁美食节，
西宁晚报自即日起开展以“青海的
味道”为主题的征文活动。此次活
动旨在通过舌尖上那份对美食的
想念，寻找那份特有的感情，通过
讲述和记录自己、身边人的故事，

宾代表、
国际友城代表、
专家学者前来参会。
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丝绸之路友城峰
会不仅为我市经贸发展搭建了桥梁，更为丝
绸之路沿线国家扩宽了人文、科技等方面的
交流与合作。其中，
“摄影家眼中的中国和
斯里兰卡”摄影展将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两国
之间的深厚情谊，
以及文化魅力。

反映出关于青海美食的独有味
道 。 征 文 作 品 体 裁 不 限 ，题 目 自
拟，要求内容健康，积极向上，感情
真挚，可以图文结合的形式呈现。
文章内容以“青海的味道”为主题，
从“妈妈的味道”
“家乡的美食”
“舌
尖上的西宁”三种角度切入，要求
紧扣主题，言之有物，不矫揉造作，
故事性、可读性强，需为原创。凡
投稿参加即视为授权本报拥有该
作品之使用权，将征文作品用于宣
传、展示等。
参加征文活动的市民、读者朋
友需要注意，投稿作品需注明“姓
名+作品名称+联系电话+邮箱”等
信息。字数在 800 字之内为宜。请
参赛者投稿时在标题中标注“青海
的味道征文”
。
投稿方式一：征文作品请发送
至 290775437@qq.com。
投稿方式二：将征文作品邮寄
至城中区南关街 43 号西宁晚报社
政文部“晚报‘青海的味道’征文”
栏目收，邮编：
810000。
投稿方式三：在微博发表自己
的征文作品后，@西宁晚报（新浪）
微博。
（记者 张弘靓）

本报讯（记者 一丁 摄影报道）从开通绿色通道到缩短办
税时间；从推行中午值班制度到手机代开发票业务；从网上审
领发票再到预约服务……一件件贴心的为民办实事工作、
一项
项温暖的便民服务项目，
让城中区辖区内的纳税人切实感受到
了高效、
便捷。纳税人的获得感得益于城中区办税服务大厅开
展的以
“新时代·新税貌”
为主题的
“便民办税春风行动”
。
7 月 11 日下午，记者走进城中区办税服务大厅看到，随着
信息化和高科技手段的介入，如今办理企业申报、发票领取、
发票代开等业务已经变得十分便利。设置在服务大厅内的叫
号机、自助终端领取发票机、人工窗口一应俱全。而随着手机
代开发票业务在西北五省内的首次投入运行，纳税人足不出
户只通过一部手机就能快速打印发票，这项便民措施更是让
纳税人频频点赞。记者了解到，从去年开始，城中区办税服务
大厅相继推出了一厅通办、绿色通道、二维码一次性告知、网
上预约、网上申领发票、自助办税服务、大走访、最多跑一次等
15 项便民服务措施，这些措施进一步深化了“放管服”改革、优
化了税收营商环境。
15 项便民措施温暖了纳税人，企业纳税人赵晓明告诉记
者，如今除了一些特殊业务需要来服务大厅，其他很多业务都
是足不出户就办理了，不仅节省了排队时间和办事时间，还提
高了办事效率，
这些措施真正办到了纳税人的心坎上。

尖上的西宁，
一起绘制青海的美食地图！
届时，
本报将通过网络评选、
市民投票等方式对参加
三大活动的作品进行评选，
并通过报纸，
西宁晚报手机客
户端、
西宁晚报官方微博、
西宁晚报微信公众号、
西宁晚报
百度百家号、
西宁晚报今日头条号、
西宁晚报阅报栏对参
与晚报美食征文活动的优秀作品进行刊登，
对参与晚报家
庭美食大赛的优秀作品进行展示，
对晚报美食大评选得票
数前 10 名的青海网红小吃以及市民、
游客最喜欢的西宁
美食进行公布。
（记者 施翔）

活动二：
活动二
： 晚报美食评选活动开始啦
“打靶场阿爷烤饼、西钢殷氏
麻 辣 烫 、小 吴 酿 皮 、大 通 张 氏 撜
（deng）杂 皮 ……”这 些 深 受 欢 迎
的青海网红小吃不胜枚举；
“狗浇
尿、酿皮儿、甜醅、筏子肉团、青海
土火锅……”这些耳熟能详的美
味佳肴，更是让人垂涎欲滴，你最
中意的青海网红小吃有哪些？哪
些是你最爱的西宁美食？为让更
多的人直观感受青海特色美食、
品尝青海味道，晚报“青海网红小
吃”和“我最爱的西宁美食”推荐

评选活动于 7 月 13 日启动，为期
一个月。
评选活动包括“青海网红小
吃”和“我最爱的西宁美食”两大
内容，活动将在线下西宁晚报纸
媒和线上西宁晚报新媒体两大平
台同时启动。活动通过问卷调
查、现场投票和网络评选以及美
食达人推荐的方式，选出青海老
百姓和游客心目中最具代表性、
最受欢迎的 10 个“青海网红小吃”
和 10 个“我最喜爱的西宁美食”，

评选结果将在晚报线上线下平台
公布，无论你是市民，还是外来游
客，还是身在异乡的青海人，我们
都诚邀您参与活动。
推荐方式一：
“青海网红小吃”
推荐请发送至734923505@qq.com；
“我最爱的西宁美食”推荐请
发送至 56746323@qq.com。
推荐方式二：写信至城中区
南关街 43 号西宁晚报社政文部
“青海网红小吃”或“我最爱的西
宁美食”
栏目收，邮编：810000。
推荐方式三：@西宁晚报（新
浪）微博。
（记者 张艳艳 宁亚琴）

的拿手菜，亮出你的精湛厨艺，并
向我们讲述拿手菜背后的故事。
请参与的市民和读者附上家
酸辣里脊、三烧儿、羊肉糊
此次晚报“我家的拿手菜”家 庭 成 员 与“ 我 家 的 拿 手 菜 ”的 照
茄……一盘盘的美食串起了青海 庭美食大赛活动以重点推荐青海 片，并简介拿手菜的特点及背后
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
“绝活家 美食为内容,旨在打造一个宣传青 的故事。
参与方式一：请将照片和文字
家有，家家都有拿手菜”，为了广 海美食的活动平台，在这里，既有
泛动员市民和读者参与，扩大青 厨艺的切磋，也有美食的推荐，每 电子版发送至451520633@qq.com。
参与方式二：请将照片和文
海美食的影响力，即日起，本报推 一位市民,每一个家庭都可以推荐
出“ 我 家 的 拿 手 菜 ”家 庭 美 食 大 自己家的拿手菜,推荐的拿手菜必 字寄至城中区南关街 43 号西宁晚
赛，如果你拥有一双“点食成金” 须在色香味美的基础上兼具青海 报社政文部“我家的拿手菜”栏目
邮编：810000。
的灵巧双手，可以制作出令人口 特色,或者选用青海特有的食材制 收，
参与方式三：@西宁晚报（新
齿留香的青海美味佳肴，如果你 作完成。无论是青海本地居民，
能用青海特有的食材制作出令人 还是常年居住外地的青海人都可 浪）微博。
（记者 王琼）
垂涎的美食,那么,就来参加吧。
以报名参加，向本报推荐你们家

活动三：
活动三
： 晚报邀您 晒晒“我家的拿手菜
我家的拿手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