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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娜仁）近日，城中区卫生健康
局根据《城中区打造高原“洁净”城市抓好城乡
环境卫生综合整治三年行动方案的通知》和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月工作要求，结合工作实际，细
化工作举措，压实工作责任，全力做好环境卫生
整治，切实为人民群众营造干净、整洁、舒适的
生活环境。

记者了解到，此次行动将城乡环境卫生整
治工作纳入到卫生健康重点工作，制定整治行动
方案，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多次组织召开城乡环
境卫生综合整治工作安排部署会，要求紧盯目标
任务，细化责任分工，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放过，整
改不彻底不放过。围绕医疗机构医废贮存、转
运、交接登记、处置以及转运过程中人员防护等
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要求必须严格按照要求分
类集中处置，切实提高医废有效监管。结合疫情
防控常态化工作，对辖区各公共场所、医疗机构、
学校等场所围绕体温检测、“双码”查验等疫情防
控措施开展监督检查，要求落实好疫情防控主体
责任，不断筑牢疫情防护网。每天对全员核酸和
重点人群检测期间产生的医疗垃圾进行收集、分
类、装箱，为核酸检测保驾护航。

期间，区卫健局组织20余名干部职工深入
辖区水磨村开展环境卫生大整治，对街道两旁
的白色垃圾、烟头、卫生死角、背街小巷等地方
进行清扫，同时向居民宣传《西宁市民绿色生活
公约》、绿色环保知识、养老诈骗等内容，引导广
大干部群众提升公德意识、环保意识和文明意
识，全面营造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整治“人人知
晓、人人参与、人人尽责”的浓厚氛围。

铸就典范，海北州再踏新征程！
6月15日上午，海北州人民政府与省林

业和草原局共建海北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
自然保护地体系示范州启动大会召开，国
家公园示范州建设正式启动。会议强调，
要努力把美丽海北建设成为生态良好、生
产发展、生活富裕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
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示范州，并为实现这
一目标提出一项项新举措。

“这是海北州贯彻落实省党代会精神
的重要举措，我们将全力建设国家公园示
范州，努力在‘加快建设生态友好的现代化
新青海’‘坚定不移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中
走在前列、体现担当、作出贡献。”采访中，
参会人员纷纷表示。

信心何在信心何在？？底气何在底气何在？？

担负如此重大使命，海北州信心何
在？底气何在？

海北州背靠祁连山，怀拥青海湖，地处“一
湖两区三河”之要，在全省乃至全国生态安全
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保护好生态环境、建

设国家公园示范州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今年4月，青海湖国家公园正式启动创

建，我省成为全国唯一的三个在建国家公
园的省份。在国家公园建设上，持续走在
全国前列。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
展的战略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
书记高度重视并亲自谋划推动国家公园建
设工作，先后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
批示。省委省政府着力推动打造国家公园
示范省和生态文明新高地，以《青海建立以
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示范省
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 年）》为行
动指南，为海北州推进国家公园示范州建
设指明了方向、画出了重点。

“此次创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
保护地体系示范州，我们将改革分头建立
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文化自然遗产等
体制，把那些生态功能重要、生态环境敏感
脆弱的地方划入各类自然保护地，实行整
体保护、系统修复，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海北州委副书记、州长多杰说。

创造经验创造经验、、提供方案提供方案

海北州作为全省唯一的示范州，始终
牢记总书记殷切嘱托，按照省委省政府决
策部署，以国家公园示范州建设为引领，在
优化完善自然保护地、在自然保护地管理
体制、在自然保护地建设管理、在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生态保护
与修复、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六个方面作出
示范，当好“排头兵”，种好“试验田”，努力
为全省乃至全国创造经验、提供方案。

2022 年，全面启动示范州建设。力争
到年底，构建起布局科学、分类清晰的自然
保护地体系，完成全州自然保护地优化整
合、生态保护红线设定，制定全州自然保护
地内建设项目负面清单，初步搭建起自然
保护地管理体系，保护和管理体制机制不
断健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生态系统良性
循环，展现“两个公园一个家”的美好画卷。

到2025年，自然保护地体系法规、管理
体制和监督制度进一步完善，统一的分级
管理体制更加完善。自然生态空间承载力
进一步提升，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
然保护地体系，保护管理效能明显提高。

到2035年，海北在全省全面建成自然
保护地体系示范，自然保护地管理效能和
生态产品供给能力显著提高，形成自然保
护地管理的“海北经验”，达到全国先进水
平。绿色发展模式更加成熟，全面展示“双
国家公园州”魅力和风采。

据悉，启动大会上，海北州人民政府与
省林业和草原局签订了示范州共建协议，
海北州人民政府与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
理局签订了共建共治共享以国家公园为主
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示范州建设协议。

（记者 樊娅楠）

海北国家公园示范州建设启动

本报讯（记者 任艺婧）记者15日
从大通县公安局获悉，近日，该县刑
侦大队成功打掉一“帮信”犯罪团伙，
抓获涉案人员 40 人，收缴作案手机
33部、电脑5部、车辆5辆，涉案流水
资金高达1亿元。

5月23日，刑侦大队民警抓获涉诈
嫌疑人史某，在审讯中发现大通县居民
冯某的犯罪线索。据了解，冯某以高价

相诱，从大通县和湟中区的多名青少年
手中收购银行卡，还与广东籍涉诈嫌疑
人合作，在城北区多个小区租房设立“卡
房”“电脑房”，协助境外电诈团伙转移资
金，实施“跑分”“提现”等犯罪活动。

目前，通过案件串并分析，该团
伙涉案金额高达1亿元，以金某为首
的21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强
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本报讯（记者 樊娅楠）面对当前新的经济
下行压力，稳住经济大盘，就业和投资一个都不
能少。大通县坚决贯彻“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
住、发展要安全”重大要求，加快推动稳经济一
揽子政策措施落地生效，打好财税金融、稳投资
促消费、稳外资外贸、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
链供应链稳定、保基本民生等政策“组合拳”，全
力以赴稳住经济大盘。

走进生产车间、产品展示区，鼓励企业持续
推动产品提质升级，延伸优化产业链条；深入田
间地头宣讲省党代会精神，找准契合点、切入
点，做优做强县域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致
富；实地了解企业运营情况，鼓励企业扩大影响
力……稳住经济大盘，大通全县上下都在行动！

连日来，该县严格按照中央、省、市部署要
求，坚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经济下行双重压力，抓
实稳增长、保主体、畅循环、筑安全、惠民生各项
工作，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该县把学习宣传贯彻省党代会精神作为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与时俱进
领会消化、结合实际拓展延伸，切实把省党代会
精神内化为具体思路、实化为目标任务、外化为
工作措施、转化为实际效果，不折不扣推动省党
代会精神在大通落地落实、开花结果。

积极应对挑战，辩证看待“危”与“机”，全力
以赴、奋力攻坚，力争实现年度各项目标任务。
提高站位，坚定稳定增长信心，坚决落实党中央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要求，
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稳住经济发展的决策
部署上来，全面落实省党代会部署要求和“六
稳”“六保”各项措施，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
间。把握重点，坚决落实纾困政策，抓实抓细抓
好稳住经济发展的关键任务，精准落实中央和
省市县纾困政策，在助企纾困上发挥更大政策
效应、提供更多优质服务，着力稳住市场主体，
全力以赴稳住经济大盘。主动服务，精心打造
服务政府。精准对接需求，主动靠前服务，建立
健全服务企业长效机制，加强用工、用地、资金
等要素保障，助力企业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增加
产品附加值，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为经济高质
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大通全力以赴稳住经济大盘

本报讯（记者 宁亚琴）30.3℃！
32.6℃……连日来，我市连续迎来高
温天气，而且一日比一日热，6 月 16
日，西宁市城东区最高气温上升至
32.6℃。根据市气象台监测，17日最
高气温仍然维持在30.0℃以上，这波
高温为啥这么猛？市气象台给出了
解释，让大家“热得明白”。

据了解，受高空暖高压影响，6月
14 日开始西宁市区出现 30.0℃以上
的高温天气，截至6月16日17时最高
气温突破32℃，成为我市今年夏天以
来最热的一天。西宁市区最高气温：
城东区32.6℃、城北区31.9℃、城西区
31.6℃、城中区31.4℃。

“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受地面
热低压和高空暖脊的共同影响，地
面热低压和高空暖脊是气象学用
语，如果做一个形象比喻的话，夏
季高原地表海拔高加热快，高空暖

脊像空中的巨大热盖子，人脚踏热
浪 ，头 顶 热 盖 子 ，一 定 会 感 觉 很
热。”市气象台预报员王镜说，预计
6 月 17 日受高压脊影响，西宁市区
最高气温仍然维持在 30.0℃以上，
紫外线较强，市民要注意防晒；6 月
18 日至 19 日受高原切变线影响，云
量增多，天气状况转为阴天，最高
气温将有所下降。

17 日至 19 日天气预报：6 月 17
日：多云转阴，偏东风2～3级，温度预
报 ：西 宁 11℃ ～30℃ ，大 通 6℃ ～
27℃，湟源 5℃～24℃，湟中 10℃～
26℃；6 月18 日：阴，偏东风3～4 级，
温度预报：西宁 12℃～27℃，大通
8℃ ～25℃ ，湟 源 9℃ ～22℃ ，湟 中
11℃～22℃；6月19日：阴转雷阵雨，
东南风 4℃～5 级，温度预报：西宁
11℃～26℃，大通 8℃～24℃，湟源
8℃～23℃，湟中10℃～23℃。

城中区：

聚力环境整治擦亮生态底色

40人1亿元

我市警方又端一“帮信”犯罪团伙

西宁这波高温为啥这么猛？ 本报讯（记者 张国静）6月16日，在城西区政银
企对接会暨“甘霖工程”贷款发放签约仪式上，多家
中小微企业与金融企业现场签约，及时地为中小微
企业解决了融资难问题，达成意向贷款金额 1000
万元。

6 月 16 日，区工商联联合西宁市农商银行举
行了政银企对接会暨“甘霖工程”贷款发放签约
仪式。会上，民营企业家代表就民营企业当前面
临的困难、融资需求和急需解决的问题以及意见
建议进行了发言，金融机构负责人分别就“甘霖
工程”项目背景、优惠政策进行解读。青海省青
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青海锦源实业有限公司、
青海筑坤置业有限公司等 5 家企业进行现场签
约。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以及省市区
关于助企纾困的一系列决策部署和有关措施，扎
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以建设
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为契机，切实构建“政银企”
命运共同体，今年，城西区依托“青信融”平台实施

“甘霖工程”，将有效缓解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融
资难、融资贵问题。“甘霖工程”旨在以金融“暖商
户、暖企业、暖市场、暖人心”为出发点，以政府“稳
主体、稳市场、稳就业、稳民生”为目标，按照“央地
合作、人行推动、党政支持、多方参与、市场收益”
的原则，依托“青信融”平台建设城西区“甘霖工
程”融资服务平台，以信用信息为支撑，向符合授
信条件的守信主体提供“无抵押、无担保、有贴息、
有风险补偿”的纯信用金融产品，为城西区小微企
业、个体工商户送政策、送服务、送资金，在全省创
新开展“网格化金融服务”典范。

接下来，城西区工商联将继续发挥好桥梁纽带
作用，积极搭建合作平台，强化服务意识，转变工作
作风，尽心尽力为企业发展服务，全力发挥“甘霖工
程”助推器作用，切实让“甘霖工程”助企纾困各项
政策措施落地见效、开花结果。

城西区“甘霖工程”及时为企业解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