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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青海66个地方亮相魅力中国城个地方亮相魅力中国城，，快为家乡点赞快为家乡点赞
【新闻回顾】在《魅力中国城》第三季舞台上，

参演城市主政者的推介风格都各具特色，青海
有6个地方先后登台亮相，他们以惊艳秀丽的
自然风光、香气四溢的美味食物和独具魅力的
文化精神描绘城市形象，让所有人眼前一亮。

【微友评论】
桃之夭夭：每一个地方都有特色。
美人鱼：青海6个地方亮相魅力中国城，进

一步提升大美青海在全国的美誉度和影响力。
忍者：都美，为魅力青海点赞喝彩。
温暖：魅力中国城，青海6地方亮了。
森竹：青海地域辽阔，物产丰富，文化独特，

大山、大江、大河、大草源，蓝天白云是产生“西域
海西”、“梦环海北”、“醉美海东”、“圣洁玉树”、

“秘境果络”、“艺术黄南”绝美惊句的富矿区。
勿忘我：我为我的第二故乡海北门源点

赞！它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荣宏：青海6个州市魅力无限，中央二套

多次报道，是国人旅游、享受美食的最佳选
地。听了当地政府介绍，自然风光，美食诱惑，
丰富资源，水系发源地等，成熟的青海，显得更
有朝气，更为年轻！

飞雪云殇：青海的这六个地方都各具特
色，为我们打造了集美味食物和独具魅力的文
化精神于一体的城市形象，让所有人眼前一亮。

青海投青海投4040亿元为百姓做了这件事亿元为百姓做了这件事，，
你受益了么你受益了么？？
【新闻回顾】 今年我省共投资40亿元实

施群众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一批老旧小区实
现旧貌换新颜，受到群众的广泛好评。

【微友评论】
美人鱼：经过改造的老旧小区住宅保温效

果明显提升，小区环境得到了美化，基础配套
设施得到完善，住宅品质和价值得到了进一步
提升，深受老百姓的欢迎。

腊八的虎：积极改善民生，提高居民生活
质量，为政府点赞

温暖：政府出大手笔，40亿元投资改建安居
工程，让老旧小区旧貌换新颜，老百姓喜开颜！

沙哥：给民生保障工程点赞！
桃之夭夭：改造老旧小区让大家住得更方

便舒服。
张全领：建议为我市老旧小区上、下用水

工程倾斜！把真正惠民、帮民落在实处！
紫涵：经过整改，现在大部分老旧小区都

是面目一新，让人看着都舒心，真心感谢政府
对老百姓做的这么多好事。

＠青海人＠青海人，，省长给您写了一封信省长给您写了一封信，，请查收请查收
【新闻回顾】谋民生之利，解民生之忧，就

是要办好民生实事。这些年省政府深入贯彻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路，坚持问需于民、问
政于民，坚持小财政办大民生，认真选好办好
民生实事工程，解决了一大批涉及千家万户的
民生热点难点问题，有力提升了全省各族人民
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微友评论】
桃之夭夭：这样亲民的举措百姓欢迎。
勿忘我：为我们青海有个好父母官而感到

荣幸和开心。
星星点点：真正有了当家做主的感觉，将

征集百姓意见，真正做到让自己参与到自己的
生活中。

黑子：广泛征求意见，为民造福。
佳静：省长情真意切，老百姓心里暖暖哒！
王俪臻：本着民生实事“群众提、大家定、

政府办”的原则，公开征集为民办实事项目，我
们一定要支持和积极响应。

紫涵：谋民生之利，解民生之忧，就是要办
好民生实事，谢谢省长这封感人的信。

忍者：积极为青海民生献计献策，为青海
省民生事业做好参谋。

沙哥：大大提升了全省各族人民的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好消息好消息！！西宁南川西宁南川、、多巴将告别用水难多巴将告别用水难！！
【新闻回顾】长期以来，南川片区居民家

中经常出现水压低、供水不足的情况。这种情
况很快就要缓解了！12月11日，记者从我市
供水部门获悉，作为南川片区供水的重要工程
海南路加压站、澜沧江加压站正在紧张建设
中，不久，南川片区的居民将畅快喝上来自大
通黑泉水库的水。

【微友评论】
美人鱼：西宁南川、多巴将告别用水难，长

期困扰的供水不足问题将得到解决。
温暖：澜沧江加压站正在紧张建设中，不

久，南川片区的居民将畅快喝上来自大通黑泉

水库的水。
飞雪云殇：澜沧江加压站建成后，将为整

个南川片区供水，长期困扰这里的供水不足问
题将得到解决。

牡丹：希望这种好事来得越快越好！感谢
供水集团。

星星点点：西宁供水集团启动了南川片区
供水管网改造工程计划，加快推进北水南调，
将大通黑泉水库的水引入南川片区，今年实施
的海南路加压站预计年底投入运行，届时南川
东西路沿线的用水问题将得到解决。

这些人注意这些人注意，，明年起青海全部旅游景明年起青海全部旅游景
区向您免费开放区向您免费开放
【新闻回顾】 近日，青海省发改委、财政

厅、文旅厅、市场监管局、公安厅联合发出通
知，决定从2020年1月1日起，全省旅游景区
及游览参观点对全国公安民警实行免费开放
优惠政策。

【微友评论】
紫涵：这个也是好事呀，我们的警察平时

很辛苦，对他们免费开放也是应该的。
美人鱼：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全省旅游

景区及游览参观点对全国公安民警实行免费
开放优惠政策。

桃之夭夭：职业荣耀感再次提升，带好证
件，抽空也去感受一下大自然有利于他们斗志
昂扬保护安宁。

榕树：向人民警察致敬！
飞雪云殇：明年起，公安民警持人民警官

证可以免费旅游青海各大景区，这一政策的出
台，充分体现了青海省委省政府、全省各族人
民对公安工作的大力支持和对公安队伍的关
心厚爱。

星星点点：羡慕，啥时候记者也能享受这
种福利。

祝贺祝贺！！青海这些地区青海这些地区、、单位喜获全国单位喜获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单位单位））
【新闻回顾】为树立典型、激励先进，深

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经择优推
荐、严格评审、社会公示，国家民委决定命
名183家单位为第七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示范区（单位）”。

【微友评论】
美人鱼：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

线，希望被命名的地区、单位珍惜荣誉，再接再
厉，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飞雪云殇：恭喜获得民族团结进步的先进单
位，希望你们继续发挥示范表率作用，继续谱写各
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新篇章。

桃之夭夭：56个民族一家亲，民族团结进
步才有我们的稳定发展。

星星点点：骄傲，虽然在多民族地区居住，
但各民族真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荣宏：表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增强了
全民族团结进步的意识，各民族互相帮助，共
同富裕，关系密切等，是我们前进的基石，各单
位应奋起直追，勇于创新，增进社会稳定，进入
示范区就是举手之劳。祝贺民族团结进步示
范区，为全省获得了殊荣！

快收藏快收藏！！西宁最全城乡居民医保政策西宁最全城乡居民医保政策
【新闻回顾】户籍在本省且未参加城镇职

工医疗保险的城乡居民；在省内的中小学校、
中等职业学校、特殊教育学校在册学生和托幼
机构在园幼儿；在省内的高校（含民办高校、科
研院所）全日制本专科生、研究生；新生儿。上
述人员不得重复参保和享受待遇。

【微友评论】
美人鱼：西宁最全城乡居民医保政策，老

百姓最关心的事情，赶紧收藏起来。
温暖：果断收藏，家人都能用得着。
黑子：太有参考价值了！
星星点点：这个值得收藏，随用随看。
佳静：关乎个人利益，大家都看看哦！！
西宁这些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西宁这些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

【新闻回顾】为了满足全市人民群众的健
身需求，西宁各大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
放！快来瞅瞅~

【微友评论】
温暖：坚持锻炼，强身健体，现在体育馆免

费或低收费开放，你还等什么，快快来吧！
美人鱼：西宁各大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

开放，大家都抽空去健健身。
飞雪云殇：虽然到了寒冷的冬季，但是也

应该适时运动，要不然一身膘可不好减，还不
利于身体健康。还是别宅在家里了，快来各大
体育场馆动起来吧！

桃之夭夭：各大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

放，全民健身动起来！
张全领：此举深得人心啊！
星星点点：开心，虽然离我家有点远，但是

可以和小伙伴们天天约起。
西宁冰球馆冰壶馆即将开放西宁冰球馆冰壶馆即将开放！！西北面积最大西北面积最大

【新闻回顾】西北五省面积最大、功能配备
完善、制冰工艺国际领先、教练阵容最强大，总
建筑面积6700平方米的冰壶馆、冰球馆，12月
底即将在市民中心体育文化馆盛装登场。

【微友评论】
温暖：新建的冰壶馆和冰球馆高端、大气、

整洁、亮丽，极具国际化水准！
美人鱼：冰球馆、冰壶馆马上要与西宁市

民正式见面，为开放的西宁又增添了一个城市
新坐标。

源源：真是好消息，提升城市品位，开辟城
市体育元素，希望西宁能够更加健康成长！

桃之夭夭：让青海的孩子们有更多机会学
习冰上运动。

星星点点：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健身的好
场所，关键还是别有一番特色的冰球冰壶馆，
幸福感油然而生。

正己正心：非常期待大家到西宁市市民中
心文化体育馆体验冰上体育竞技。

森竹：青海人有福了，在自己的家门口可
以品味到冰壶运动的文化魅力。该馆的开放对
加快普及我省的冰壶运动，不断提高冰壶竞技
水平，普及全民健身运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横穿北山横穿北山！！青海最长公路隧道开工建设青海最长公路隧道开工建设
【新闻回顾】互助北山特长隧道是国道

G314线胶南至海晏公路加定(青甘界)至海晏
(西海)段重点控制性工程中的一座，全长11.17
公里，目前是我省最长的公路隧道、国内第二
座高寒高海拔超长隧道。

【微友评论】
美人鱼：互助北山特长隧道开工建设，对

于完善我省公路网布局、加快沿线地区经济社
会和旅游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黑子：大美青海日新月异！
瑞生：互助北山长隧道，高寒海拔特建

造。国家公路规划网，沿线发展现重要。
温暖：互助北山特长隧道是我省最长的公

路隧道、国内第二座高寒高海拔超长隧道。
桃之夭夭：它的建设对于完善我省公路网

布局、加快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和旅游业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荣宏：北山隧道之长，打破了青海各隧道
纪录。政府从安全着手，从各方考虑，为司驾
人员减轻路途疲顿，功德无量啊！

星星点点：目前是我省最长的公路隧道、
国内第二座高寒高海拔超长隧道。

飞雪云殇：第二座高寒高海拔超长隧
道——互助北山特长隧道的建成，将促进青
海旅游业的发展！

穿靴子的猫：青海的交通四通八达，畅通
无阻。

森竹：互助北山特长公路隧道的开建，对加
快少数民族脱贫致富步伐，深度开发旅游业，促
进该地区社会全面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现在起从现在起，，青海有这么多好玩的青海有这么多好玩的！！
【新闻回顾】2019年11月至2020年4月，由

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以“冬游大美青
海，春览国家公园”为主题的“青海省今冬明春
文化旅游活动”拉开序幕。其间，将在省内外推
出九大主题10大类200余项今冬明春文化旅游
活动，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丰盛的文旅盛宴。

【微友评论】
美人鱼：“青海省今冬明春文化旅游活动”

拉开序幕，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丰盛的文旅盛
宴，这个冬天有这么多好玩的，想想就激动。

瑞生：青海冬季有冬色，文化旅游畅享
游。九大主题二百项，国家公园三江走。大美
青海四季秀，活动推介名慕留。今冬明春更耀
眼，冬游春览拉序幕。

海燕：活动丰富多彩，我也想去！
张全领：寒冬的青海热闹非凡！或多姿多

彩的体育活动，或风景优美的旅游区。青海人
民欢迎您的到来和参与！

温暖：为激活今冬明春文化旅游市场，丰
富大家的旅游活动，我省将推出 200 多个项
目，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丰盛的文旅盛宴。

飞雪云殇：今冬明春文化旅游，将充实我
们漫长的冬季生活，文化旅游活动让我们寒冷
的冬季瞬间热火朝天！

忍者：欢乐冰雪节开始上演文化大餐，青
海好玩的多了去，欢迎朋友们来青海玩。

紫涵：我好想去咱青海的各个地方游个

遍，太让我向往了。
桃之夭夭：冬天别宅在家里，出来活动活

动筋骨。
青海这里突然火了青海这里突然火了！！看看有多神奇～看看有多神奇～
【新闻回顾】这些天，通过央视《魅力中国

城 3》，《青海卫视》新闻联播，《人民日报》微
博，新华社等主流媒体的展示和宣传，茫崖市
花土沟镇莫合尔布鲁克村的艾肯泉火了起来，
媒体和游客更加关注这枚长在茫崖这个额头
下的大地之眼。

【微友评论】
桃之夭夭：神奇的地球神奇的青海神奇的

大眼睛！
美人鱼：神奇的青海，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令人叹为观止。
瑞生：大地之眼艾肯泉，额头遥望昆仑

山。久经风霜老茫崖，海西丹霞调色板。
温暖：黄石公园典型的为大棱镜热泉，像

蓝宝石，为地球最美丽的表面，艾肯泉则是大
眼睛喷泉，炯炯有神，为地球最灵动的眼睛。

张全领：令人神奇、向往的神秘青海，真的
美幻绝伦！

紫涵：真没想到我们青海的芒崖竟然火
了，很自豪!

星星点点：茫崖为青海省原油生产一线，
几十年来钻井队钻出多处地热喷泉。比较著
名的为冷湖俄博梁雅丹喷涌，形成了“魔鬼城”
魔鬼名副其实的眼睛。另一处是钻井队新打
出靠近小冒泉地貌的地热泉。通过艾肯泉和
找石油打出温度高的热水泉，证明茫崖为地热
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

没有配乐：奇异的自然景观。
青海不能忘记这个人青海不能忘记这个人

【新闻回顾】今年是“12.9”运动84周年，在
此期间，我省一些大学生集会，一起缅怀了一
位八十年代大学生军人的英雄故事，他就是从
青海师范大学走出去的聂建青，让我们一起向
为了祖国利益和民族尊严，勇敢战斗、血洒边
关的英烈致敬！

【微友评论】
上班族：永远铭记为国捐躯的英烈！
温暖：从青海师范大学走出去的聂建青，

让我们一起向为了祖国利益和民族尊严，勇敢
战斗、血洒边关的英烈致敬！

唐寅子：作为青海师范大学的一名校友，
聂建青学长值得我们学习。

雨荷：向英雄致敬!
青阳：这是高原后土的骄傲,他是民族精

神的传承,他就是我们民族的脊梁和象征？
宁静致远：当时还做了英雄报告会，特别

感人。没想到时过境迁35年之后，又再次宣
传他的英雄事迹。我们的确不能忘记，也不会
忘记！

祝贺祝贺！！青海这青海这44个县入选全国试点个县入选全国试点，，
将获中央财政资金支持将获中央财政资金支持
【新闻回顾】12 月 11 日,农业农村部发文

确定120个县和8个市辖区为全国农民合作社
质量提升整地区推进试点单位.

【微友评论】
美人鱼：恭喜这4个县入选，试点地区要

及时总结经验，边试点、边总结、边推广，扩大
试点示范效应。

相敬如宾：为我的两个家乡点赞，大通，湟中!
飞雪云殇：恭喜青海的四个县入选全国试

点，这项举措不仅能为农民合作社成员提供低
成本便利化服务，而且切实解决小农户生产经
营面临的困难。

没有配乐：为了明天会更好。
忍者：鼓励各地创办农民合作社，解决小

农户面临的困难情况，振兴农村经济，青海湟
中、湟源、大通和互助四个县入选试点，以点带
面，全面振兴青海农村经济和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