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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优引大招强！西宁必须以一刻等不起、一刻
慢不得、一刻坐不住的危机感紧迫感，努力在新一
轮竞争中成功突围！

好消息再次传来！总投资约500 亿元的天合
光能（西宁）新能源产业园项目落户西宁。

此时，距离这一大项目签约，仅过了3个月，再
一次刷新了大项目落地的“西宁速度”。

“感谢西宁市委市政府，感谢你们对天合光能
（西宁）新能源产业园从前期洽谈到项目落地全过
程中给予的大力支持和周到服务！感谢你们深入
企业亲自调研，感谢你们为企业提供如此良好的营
商环境。”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曹博
深有感触地说。

500亿元大项目为何落户西宁？
独有的资源优势、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不断

释放的改革红利、日益完善的产业配套，这是天合
光能选择西宁的主要原因。“西宁是青海的省会，是
西部的重要城市，是‘一带一路’整体规划中的西部
新能源建设高地，也是未来新能源领域发展的重要
战略支点，在西宁建设新基地，是天合光能长期发
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天合光能为何选择西宁天合光能为何选择西宁？？

天合光能来西宁了！这个中国市值500 强企
业为何选择了西宁？

“青海提出加快培育‘千亿级’产业集群，这为
我们来青海投资发展增强了信心。青海是中国乃
至全球最先能够实现零碳能源体系的地方，有着良
好的清洁能源资源优势。”今年3月14日，天合光能
与青海省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时，天合光能董事
长高纪凡这样说。

天合光能到底有多牛？资料显示，天合光能股
份有限公司创立于1997年，是集光伏组件、光伏发
电、智能系统等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全球知
名上市公司，其设立的光伏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先后 20 余次在光伏电池转换效率和组件输出功
率方面刷新了世界纪录。截至今年 4 月 27 日，该
公司组件累计出货量超过100吉瓦，相当于4.4个
三峡水电站的装机量。2022中国企业市值500强
榜单位列第124，2021中国上市公司创新势力排行
TOP200位列第146。

“成立天合光能（西宁）新能源产业园，让我们既
感到使命的伟大，又感到肩上责任的重大。”曹博说，
该项目在西宁的落地推进，将有助于公司借助西宁政
策及产业配套优势，进一步提高公司在下一代N型电
池技术产业化领域的竞争地位和优化产业链上下游
的整体布局，在立足并加强主业发展基础上，拓展新
业务领域，为未来业务增长夯实基础，有利于公司抢
抓光伏市场发展机遇，进一步增强公司盈利能力，持
续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

国内外知名光伏制造企业的接连落户，让西宁
形成了多晶硅—单晶硅—切片—太阳能电池—光
伏组件完整光伏产业链，得知天合光能计划在全国
选址布局新能源产业园时，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亲
自上门拜访对接，靠着一股诚意和拼劲，双方握手。

甘河工业园区一位相关负责人说，从项目洽谈
到项目落地，西宁各级党委政府创新服务机制，挂
图作战、日夜兼程，以最优的服务质效换取最快的
项目落地速度。“目前我们成立了项目推进工作专
班进行包保服务，协调解决该项目要素供给，全力
做好金牌‘店小二’。”

天合光能能为西宁带来啥天合光能能为西宁带来啥？？

“园区企业除了带来经济效益外，将有效带动

光伏新能源全产业链，助力青海加快培育千亿级新
能源产业集群，为光伏产业加快发展注入新动能。”
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位负责人说。

据了解，天合光能（西宁）能源产业项目，计划
分两阶段建设年产30万吨工业硅、15万吨高纯多
晶硅、35GW 单晶硅、10GW 切片、10GW 电池、
10GW组件以及15GW组件辅材生产线。全项目
建成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营业收入488亿元，年
入库税收18.3亿元，解决就业9500 人。该项目的
实施，将对全省打造“清洁能源产业高地”“两个千
万千瓦级”基地建设，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提升
产业层次，推动光伏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西宁通过招商引资吸引天合光能在这里落
地，受到西宁各级政府的关注与重视，通过大家共
同努力，该新能源产业园一定能够如期建设、投产，
不仅为天合光能的产业链发展创造有利机遇，实现
战略规划目标，也能为西宁的经济发展作出重大贡
献！”

从招商引资“一号工程”到优化营商环境“一
把手工程”，让来投资兴业的企业家成为西宁的

“座上宾”，企业家们激情满怀，信心满满，纷纷表
示：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中央，我们将抢抓机遇，精
准发力，热爱西宁、扎根西宁、奉献西宁、建设西
宁，为聚力建设现代美丽幸福大西宁贡献企业力
量。

为何要当金牌为何要当金牌““店小二店小二””？？

地处青藏高原西北省份，西宁何以迅速成为投
资热土、吸引众多企业扎根落户？省委常委、市委
书记陈瑞峰给出了答案——“感恩奋进、拼搏赶超，
核心要义在发展。”“我就是真心实意来为你们服务
的，以后我就是你们的服务员，随叫随到，无事不
扰。”

市委市政府当好金牌“店小二”服务市场主体
和项目建设，成为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

去年3月以来，为全力推动产业基础再造和产
业链提升，西宁出台《西宁市产业链“链长制”工作
方案》，提出将把招商引资作为“一号工程”，担负第
一责任人的各级领导将亲自抓、亲自跑、亲自盯，推
动招商引资工作取得突破性成效。23名市级领导
对经济社会发展支撑引领作用强的42家重点企业
进行包保服务，有力推动了包保重点企业工作的开
展。

来西宁投资为啥值？如何让企业想来，并感觉
来得值？西宁淘汰一批依赖低电价的高耗能、高污
染项目后，结合清洁能源和盐湖资源禀赋，重点引
进新能源、新材料等项目，计划在“十四五”期间培
育出光伏制造、锂电储能、新型材料三个千亿级产
业集群。

“一年来，投资者纷至沓来，企业看重的是我
们越来越好的营商环境。”市营商环境局相关人
员介绍说。选择落户西宁，背后是西宁不断释放
改革红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结果，是西宁干
部群众感恩奋进、拼搏赶超的一个缩影，是市委
市政府以作风建设和能力建设两手抓、两手硬，
夯基垒台、接续发力，把招商引资作为“一号工
程”，全力以赴为产业和企业发展提供优质服务
的具体体现。2022 年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
全市上下将形成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的生动局
面，此次集中开工共计 155 个重点项目，总投资
801 亿元。通过这一批项目的实施，抢抓施工黄
金季，迅速掀起全市项目建设热潮，全力稳住经
济大盘。

（记者 张永黎）

又一500亿元大项目落户西宁

本报讯（记者 李雪）近日，西宁
中院组织召开全市法院审级职能定
位改革工作推进会，听取各基层法院
改革工作情况汇报，围绕改革重难点
问题开展研讨交流。

会议指出，开展四级法院审级职
能定位改革，是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深化诉讼制度改革，推进案
件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重
要指示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坚持和创新发展新时代“枫
桥经验”的重要举措，对于促进把矛
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当地，更
好地保障人民群众权益、维护社会和
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是推动把“四
级两审制”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的实践探索。

会议要求，两级法院党组要切
实担负起改革工作的主体责任，把
改革工作与“两个确立”主题教育、

“为群众办实事示范法院”创建活动
等工作紧密结合，形成环环相扣、融
会贯通的工作格局。一是创新审判

人才培养机制。不断提升司法人员
专业能力及群众工作能力，真正做
到审判力量下沉、审判重心前移、审
判服务延伸。二是多方动员深化改
革宣传。采取线上线下并用、新旧
媒体互补、内宣外宣结合等多种形
式，及时传递司法改革声音，讲好法
院改革故事。三是多措并举夯实改
革基础。强化“上移下沉”案件的数
据统计分析，建立发改案件评析制
度，提炼生效案件裁判规则，确保上
提案件选得准、提得顺、审得精，下
沉案件下得去、接得住、办得好。四
是多点发力聚焦诉源治理。从诉源
治理控增量、速裁快审减存量、查清
事实提质量三个维度，切实推动建
立党委领导、多元共治的诉源治理
格局。五是聚焦重点提升案件质
量。更好落实“三个便于”“三个服
务”理念，打造更多“枫桥式人民法
庭”，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
会效果的统一，以优异成绩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本报讯（记者 娜仁）6 月的西宁
繁花似锦，绿树成荫。在这生机勃发
的美好时节，6 月 28 日，由西宁市人
民政府主办，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
局、湟中区政府承办的2022年西宁市
乡村文化旅游嘉年华启动仪式在全
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湟中区柳树
庄村举行。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
常红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爱红，
以及市委宣传部、市文化旅游广电
局、市乡村振兴局、市农业农村局、各
县区政府、各县区文旅部门负责同志
出席启动仪式。

活动当天，发布了我市10条乡村
旅游精品线路，扩大乡村旅游精品线
路知名度，为市民提供更多出游选
择。举办了以“乡村旅游：融合创新
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发展论坛，
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同时，现场设置青绣非遗、文创产品、
特色农产品3个特色集市和企业合作
洽谈、电商直播带货2个专区，展现乡
村旅游发展成果、搭建合作共建平
台。

2020年以来，尽管持续受到疫情
影响，我市乡村旅游游客接待量和收

入仍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涌现出了湟
中云谷川、千紫缘，湟源小高陵、宗家
沟，大通边麻沟、东至沟等一批特色
鲜明、效益突出、深受游客喜爱的乡
村旅游示范点，乡村旅游已经成为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的重要载体，促进乡村旅游消
费及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推进乡村振
兴建设。

据悉，2022 年乡村文化旅游嘉
年华活动为期三个月，以“游乡村美
景·品农家美食·赏民俗文化·享田
园风情”为主题，精心设计浪山浪水
浪花海、走乡入村品美食、乡音乡韵
赏民俗、采摘休闲享童趣四大主题
板块，涵盖民俗文化、乡村美食、乡
野赏花、田园采摘、康体休闲、科普
研学、野奢露营十一项特色活动，旨
在通过新玩法、新体验、新场景，秀
出西宁乡村美的风光、美的味道、美
的人文、美的生活，进一步丰富乡村
旅游文化内涵，扩大乡村旅游影响
力，加速文旅市场复苏，为乡村振兴
战略顺利实施和打造国际生态旅游
目的地标杆城市注入源源不断的强
劲动力。

2022年西宁乡村文化旅游嘉年华活动正式启动

西宁中院推进全市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

本报讯（记者 小王 李雪）6 月
28 日，西宁市红十字会第五届理事
会第四次会议召开。会议听取和
通过西宁市红十字会 2021 年度工
作报告和西宁市红十字会 2021 年
度接受社会捐赠款物管理使用情
况报告，会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红十字会法》聘请市委副书记、市
长孔令栋为西宁市红十字会名誉会
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祁敬婷为
名誉副会长。副市长韩兴斌当选
为市红十字会会长，市红十字会党
组书记叶智平当选为市红十字会
常务副会长，市红十字会党组成员
张 永 福 当 选 为 市 红 十 字 会 副 会
长。

2021 年，市红十字会统筹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突出“三救三献”核
心业务，团结带领全市红十字工作
者、会员和志愿者深化改革，依法
治会，感恩奋进、拼搏赶超，各项工
作取得新进步。其中，市红十字会
积极参与全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优化捐赠款物接收管理流

程，对疫情防控捐赠款物接收管理
使用公示作出安排部署。积极争
取红会系统疫情防控物资支持，及
时向各县区红十字会配发了价值
72.4 万元的物资，大力支持各县区
疫情防控和核酸检测工作，高质量
完成了疫情防控捐赠款物接收分
发工作。

2022 年，市红十字会将进一步
加强全市红十字会应急体系和能力
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市红十字会3
支医疗救援队的业务培训和日常演
练，提升医疗救援队的应急处突能
力。积极筹建西宁市红十字会赈济
救援队，健全应急救援体系。组织
开展基层红十字服务总站和县区红
十字会工作人员业务知识培训，提
高服务群众能力，广泛开展人道救
助工作。大力推进无偿献血、造血
干细胞和人体器官（遗体）捐献工
作。进一步完善重大自然灾害和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和工作机制，
增加应急救援物资储备，提高应急
救援能力。

市红十字会第五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