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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建设项目公布重点建设项目公布

【新闻回顾】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下达 2019 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重点建设项
目责任目标的通知，公布2019年安排重点项
目共计190项，主要涉及水利、交通、能源、信
息、城镇基础设施、产业优化升级、生态建设
及民生改善等８个方面，项目总投资6481亿
元，年度计划完成投资1150.5亿元。

【微友评论】
荣宏：巨款投资青海重点建设项目，只为

增强经济实力，搞出顶尖科研成果，攀登新一
轮科技高峰。深谋远虑抓建设，高瞻远瞩求发
展，求真务实促经济，远见卓识为人民，这奇迹
般的青海梦，付出的是艰辛，成就的却是未来！

飞雪云殇：2019年重点项目共计190项，
主要涉及水利、交通、能源、信息、城镇基础设
施、产业优化升级、生态建设及民生改善等８
个方面，未来我们的城市无疑会越建越美丽！

瑞生：六千多亿巨投资，建设项目有设计。
二零一九大动作，八个方面计划齐。水利交通
和信息，能源产业优升级。城镇设施强基础，生
态民生必触及。重点项目有预期，大美青海再
出击。两个绝对具体行，一优两高创成绩。

唐僧洗头用飘柔：青海的变化有目共睹。
郭素维：未来的青海定会更上一层楼！发

展突飞猛进，让群众真正成为幸福青海人 。
果冻：城镇基础设施、生态建设项目、产

业优化升级项目和民生改善，都是和老百姓
息息相关的，坐等带来的好福利和好环境。

忍者：大投资建设，大手笔规划，青海民
生和各项建设事业大发展，青海人民获得感
和幸福感更强了。

从未见过从未见过！！卫星视角看西宁卫星视角看西宁2020年变年变
化化

【新闻回顾】20年，西宁的变化有多大？让
你从太空俯瞰地球，看西宁20年发展变化。

【微友评论】
天天奶奶：在我儿童时代，西宁市就是一

个破烂不堪的城市，你站在北山上就可以把
西宁市全部看的清清楚楚。现在你再站在北
山上看，眼前是绿树成荫、高楼大厦拔地而
起、马路干净、建筑漂亮的大美西宁。现在走
在大街上，你会看到到处都有绿地、鲜花，会
闻到人行道旁的花香味扑鼻而来，感觉空气
新鲜心情会好很多。可以说西宁市的变化那
是翻天覆地的，我是地道的西宁人，见证了奇
迹般的变化，以及城市的美丽带给我们的享
受。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祝愿西宁
市越来越好。我爱你，我们伟大的祖国，爱我
们的城市西宁市。

鲁豫青：1980年在青铸厂生活时，去过一
次西宁，还记得公园风景优美，湖中有大鱼，
三十多年没回去了，祝福大美青海越来越好。

黑子：西宁变成绿色公园了。
荣宏：幸福西宁高楼林立，交通便捷，广

场、公园互相交织，造福着这个都市的市民。
在街头巷尾、休闲空间，市民们充满着自信，
晒着幸福、晒着甜蜜，并在娱乐、文化活动场
地，锻炼健身、唱歌跳舞、棋牌玩乐、办书香画
展，过着悠闲自在的日子。创造出的这些高品
质生活，改变了 20 年前西宁的旧模样，蓦然
回首令人既兴奋又羡慕，西宁我为你骄傲，为
你赞美！

舒心：不用卫星，转一圈就可以看到西宁
的变化了。西宁现在真的越来越美丽了！

穿靴子的猫：二十年风雨变化，大美西宁
别具一格，越来越美，越来越强盛，人民的生
活蒸蒸日上。

瑞生：天翻地覆说变化，视觉有限到不
达。卫星视角全方位，太空俯瞰西宁家。登高
望远看天下，心急速观则不达。现代科技有手
段，握有档案看变化。

旅行者：西宁我出生的地方，生活了18年，
1985年离开，2017年回去，西宁变化太大了，祝
愿西宁变得越来越美丽，我在辽宁想念你……

开心：20年变化很大。

西宁被国家通报表扬西宁被国家通报表扬，，这次是因这次是因
为为…………

【新闻回顾】西宁最近被国家通报表扬，
因为这件事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通
报，对2018年落实打好三大攻坚战和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创新驱
动发展、持续扩大内需、推进高水平开放、保

障和改善民生等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
干，取得明显成效的24个省（区、市）、80个市
（州）、120个县（市、区、旗）等予以督查激励，
相应采取30项奖励支持措施。

【微友评论】
星星点点：在此次督查激励工作中，有关

部门改进督查考评方法减轻基层负担，按照
注重实绩、优中选优、公正透明的原则，在综
合评价 2018 年重点工作成效和国务院大督
查、专项督查、部门日常督查情况的基础上，
充分考虑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形成了督查激
励名单。

笑壹點：再接再厉，希望政府给大家再创
佳绩！

?：越来越骄傲地称自己为西宁人、青海
人。

那兰提：西宁近几年发展突飞猛进，无愧
于“夏都”称号，青海人的骄傲。

瑞生：乡村振兴战略出，深化改革放管
服。扩大内需深开放，保障民生为服务。三大
攻坚大政策，二零一八成效优。国家通报受奖
励，家乡西宁再出头。

领跑：西宁，不要骄傲，再接再厉哦！
忘忧草：优秀，祝家乡越来越好，越来越

美 ！
夏天：我的家乡发展速度超快，作为西宁

人非常骄傲和自豪！

捐献捐献100100万万！！这位青海学者真棒这位青海学者真棒！！

【新闻回顾】国际护士节前夕，青海学者
赵生秀教授捐出100万元“青海学者”个人补
贴，建立“生秀基金”，用于支持青海省人民医
院护理学科建设、发展以及人才培养等。

【微友评论】
张建涛：致敬我们伟大的赵生秀院长，您

的创举，将使万万人受惠。造福百姓，大爱无
疆。您的一切我们看在眼里铭记在心间。菩萨
心肠，慈悲喜舍。永远是省医人的骄傲，高山
仰止，是我们一生追求的目标。

徐峰：白求恩式的好医生，白衣天使，向
她致敬！

冯建明：赵生秀教授为人正直、热情、善
良，热爱护理专业，技术精湛，善于创新发展，
关爱病人和同事。

荣宏：她不愧为医学界的教授。国家奖励
的学术精英资金，无私地捐献给了社会，这一
重大举措，常人难以做到，她的精神鼓舞人
心，思想受人尊重，学习她为祖国医学事业奉
献爱心的优良品格！

骆柯安：捐献 100 万，境界不一样，这位
青海学者让人佩服，真的很棒！

水影：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
对这块土地爱得深沉。人间大爱，让人敬佩！

紫涵：我们向赵生秀教授致敬，同时祝美
丽的护士们护士节快乐。

瑞生：世界屋脊在青海，医学界里出人
才。土生土长赵生秀，护理学科遨瀚海。从医
将近四十载，荣誉面前稳步迈。开创高原八个
一，培养精英团队来。生秀教授在青海，眉清
目秀百姓爱。愿把一生献家乡，南丁格尔在青
海。

a静：她说：我深深地爱上了这片土地。她
用女子的柔情来守护高原的美，朴实无华的
奉献，鼓舞着在青海工作的人们，真美！向您
学习，学好专业，服务社会，大爱无疆。

飞翔：诠释南丁格尔精神，向赵护士学习
致敬。

赵显清：我院为有这样情操高尚的领导
和学者而自豪！

清香：向赵教授致敬，祝她一生平安！
桃之夭夭：青海好儿女，把自己的青春和

智慧献给了这片热土，还要把自己的奖励回
馈给医护事业，令人尊敬！

阿辰：赵主任无愧南丁格尔的称号，是高
原护士同仁们的模范和榜样。她在哪里，大爱
就在哪里。

天马行空：值得恭敬与崇拜！
云：向她学习，致敬。
水中划火柴：美丽的医护人员，向您致

敬。
青海芳：赵教授被我们护士亲切地称“生

秀姐”，她用一生的行动“传道、授业、解惑”，
低调做人、高效做事！用有形和无形的力量引
领着高原护理人前行！是护理人的榜样！

十三虎：青海学者赵生秀无私奉献的行
动感动激励着每个人，向她致敬！

雪珍：真正的白衣天使，致敬。

搭把手一起走：赵教授人特别好，确实是
高原白衣天使的杰出代表！

枷锁：虽然只是简单的一篇报道，但谁都
知道钱多难挣，何况一百万。

海子：你救死扶伤的样子真像天使。

报复性咬杀报复性咬杀？？青海果洛百余只羊一青海果洛百余只羊一
夜死亡……夜死亡……

【新闻回顾】果洛州甘德县下藏科乡狼灾
频发，4月29日晚，约有150只羊一夜间被狼咬
死，山坳处可以看见被咬死的羊横七竖八地躺
在地上，有的羊被吃得只剩下脑袋，有的羊没
有了腿，有的羊被咬死后干脆就没有被吃
掉。事件发生后，当地相关部门高度重视下
发紧急通知，指导当地牧民清点受害羊群数
量，采取加高牲畜圈舍、围栏、安装驱离器
材等措施，防范野生动物对人及牲畜再次进
行伤害。

【微友评论】
果冻：当地牧民应采取加高牲畜圈舍、

围栏、安装驱离器材等措施，防范野生动物
对人及牲畜再次进行伤害。狼群围攻很凶
猛，做好保护措施。

和为贵：是狼练好嘴，是羊练好腿。
没有配乐：政府还是多赔点钱吧，要不

牧民心里更不好过了。
康康：看来要加强防范意识了。
平生真赏：不幸之中的万幸是狼群没有

伤及到人。“报复性咬杀”，如果是真的，那
也是对人类破坏自然环境的报复。亡羊补
牢，当下帮助牧民加强防范野狼是首要，同
时合理科学利用自然资源，开采利用不可过
量。

芳华如梦：冷血动物，实在是可恨。可
怜的羊，死得太惨了。

瑞生：生态环境在改善，野生动物种群
繁。饿狼回归咬杀羊，牧民受损心也寒。相
关部门担责任，早应预料避此难。防范措施
快落实，亡羊补牢时不晚。

半城柳色半声笛：这是有多少只狼才会
一夜之间咬杀这么多羊啊。

淡淡夏伤敷衍了那份爱：希望政府部门
关注一下，把牧民的损失降到最低 。

Mac丶Paranoid：虽然羊被咬死了，深
感痛心，但也体现出近年来生态保护的效
果，还是希望加强防范措施。

心怀：近年来牧区的狼确实越来越多，
特别是果洛玉树地区，由于对野生动物保护
得好，狼群数量猛增，而食草野生动物不足
以满足食肉动物的需求，如果可以，为了生
物链的平衡发展，建议适当控制狼群数量。

荣宏：以义不容辞的责任，保护牧民羊
群。社会焦点问题，应采取措施或特殊手法来
解决！

西宁凤凰山快速路东段啥样子西宁凤凰山快速路东段啥样子？？何何
时全线通车时全线通车？？

【新闻回顾】 凤凰山快速路西段 （劳动
路至通海路）建成通车后，广大市民一直期
盼东段 （湟中路至劳动路） 也能尽快通车，
以尽早全线感受这条快速大道的快捷方便。
从海湖新区的通海路到城东区的湟中路，穿
越西宁主城区只需十来分钟，对于市民来说
是非常期待的。

【微友评论】
荣宏：凤凰山快速路是条赫赫有名的道

路，这条路通车后，从城市边缘穿过，途径
森林田野，路过大山隧道，一路风景诱人，
车通了，心不堵了，还缓解了交通压力，令
人兴奋而高兴，西宁过去的路况，将随着快
速路的通车，即将变成历史！

瑞生：凤凰快速有东段，六月通车翘首
盼，全线贯通国庆前，后续附属配套全。凤
凰快速雄姿展，城市规划首重现，古城路网
骨架添，缓解交通人人赞。

桃之夭夭：多开几条这样的路，城区堵
车压力大大降低！

云卷云舒：再次希望能给凤凰山快速路
劳动路出入口修建行人安全通道。

张瑞桐：修好后去城东区节约时间了，
希望能带动城东区的发展。

CC：期待早日通车，建设者们辛苦了。
时光无声：超赞……赞。
史瓦西：东段要是延伸到民和路就完美

了，开发区的老百姓出行就更加方便了。
徐峰：畅通之路，惠民之路，幸福之

路，新时代大道！西宁的明天会更美好，更

畅通！
麦子：省时省油，这个是为市民办的大

好事，受益将近半年了，赞一个 。

可恨可恨！！西宁中心广场荣誉墙铜雕遭西宁中心广场荣誉墙铜雕遭
破坏破坏，，谁干的谁干的？？

【新闻回顾】 5月8日，记者在我市中心
广场环廊荣誉墙处看到，用来装饰我市获得
各项国家级荣誉称号标牌的 18 块铜雕遭人
破坏，其中很多铜雕已经被破坏得难以支撑
奖牌，上面的荣誉牌摇摇欲坠，这样的破坏
行为给全国文明城市的荣誉抹了黑。

【微友评论】
开心果：这种破坏分子，抓住了应该严

惩，以一赔十，决不能心慈手软。
安乐果：有破坏铜雕的行为及时举报，

我们要共同维护城市的荣誉。
云海：中心广场荣誉牌铜雕被人为破

坏，的确令人痛心，对这些破坏的人怎么处
理都不为过！要从源头上杜绝破坏城市公共
基础设施的违法行为，做到人民城市人民
建，我为城市添光彩！

荣宏：中心广场荣誉墙，是西宁市人民
多年勤劳智慧的结晶。一些破坏分子，为了
蝇头小利，破坏公共设施，给文明城市抹了
黑。通过查处，启发广大群众心怀公德，热
爱集体财产，树立同破坏分子作斗争的思
想，争当合格好市民！

远山思念：应加大打击力度。
紫嫣兰花：多装几个监控呗，抓住了严

罚重罚！真正关注这些报道的人是有素质的
人，偷盗破坏的人不一定能看到报道。所以
加强城市夜间(尤其夜间零点后)巡逻势在必
行！

瑞生：荣誉铜雕遭破坏，城市蒙羞耻辱
来。西宁形象誉天下，十八铜雕市民爱。不
法分子思想坏，深夜掰盗搞破坏。胆大妄为
有敌意，必须要严惩不贷。中心广场地标
设，百姓骄傲有深爱，监控保安双备有，盗
犯何以轻离开？

领跑：心理变态，可恨至极！
勇往直前！：真可恨！查监控直接抓住

这破坏分子，定要严惩。
涅槃：原谅我要讲粗话了：请滚出西宁

市！我们不欢迎这种人！
可乐+咖啡：有些人的素质太差，抓住

重罚。
乌金石：破坏了能怎么样，得不到惩罚

是最可气的，应严惩这类破坏分子！
大福：对这类严重破坏和损毁公共财

产，有损城市形象的破坏分子要严惩不贷。
应参照相关法律法规严力打击此类行为。

忍者：这是可耻的行为，抓住一定要惩
罚。

花开花落：有些人就是不道德，晚上跳
锅庄舞的时候就往下摘，好好的相框装饰就
这样被破坏了。

穿靴子的猫：查看监控，抓住了严惩不
贷，太可恨啦，这就叫搞破坏。

康建锋：社会安定、人民和诣、环境优
雅、气候宜人，是我们的希望和向往，但有
一些人破坏环境、滋事践踏、目无法纪、无
视社会公德，对这些人应当严惩，并与信誉
和征信相联系，提高违法成本。

了了：这个就要曝光行为人啊，以警醒
那些没有公德心的人。

PP小超人：这种事情不应该不管，抓
住破坏者不但要拘留罚款，还要公之于众。

云帆：爱护公物、人人有责。这样的行
为应该重罚，罚到他怀疑人生，看他下次还
敢不敢伸手！

吉人自有天相：抓住严惩啊，还是违法
成本太低太低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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