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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这十年来的变化，我们老百姓还是喜欢用数字说话。
就拿收入来说，2010年我的工资是4000多元，去年退休了，现
在的退休工资是9000多元。过去是钱紧巴巴地花，不敢买大件，
现在换了大房子，给孩子买了车，还得思谋钱存在哪儿更安
全。”今年58岁的郭海珍说起十年来最大的收获，用翻了一倍多
的工资来表达普通人对现实生活的满足感。而十年来天更蓝、
水更清、山更绿和越变越美、越来越现代的西宁，也让她多了一
份身为西宁人的自豪感。

虽然地处西部一隅，但西宁人的幸福感却是最强的。无论
是不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努力做大财力总量，持续提升财政
保障能力；还是一所所学校建成使用，老旧小区改造换新颜，城
乡低保连续5次提标等民生指标走高，都让获得感与幸福感切
实直达群众心坎儿，也让建设现代美丽幸福大西宁的步伐在坚
实财力保障下越快越稳。

30133013..55亿元亿元！！财政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财政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
十年来，西宁财政实力迈上“新台阶”、实现“大跨越”。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总财力累计达到3013.5亿元（2012年至

2021年，下同），年均增长10.2%，2019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突破100亿元大关，2021年突破150亿元大关，达到153.9亿
元，增长15.3%。一方面，狠抓自有收入组织，税收收入累计完成
790亿元，年均增长12.5%，2021年完成130.4亿元，增长16.5%；
非税收入累计完成 147.1 亿元，年均增长 16.6%，2021 年完成
23.4亿元。另一方面，积极争取上级政策和资金支持，累计完成
上级补助收入1737.5亿元，年均增长6.4%，争取各类债券资金
244亿元，污染防治、交通基础设施补短板、教育、医疗卫生、棚
户区改造、老旧小区提升改造等重点民生领域重点项目建设得
到了有效保障。

十年来，财政保障实施“更精准”、落实“更有力”。一条条平
坦的城乡道路，一栋栋整洁的安置楼房，一个个漂亮的崭新校
园，街头巷尾干净整洁，城乡环境清新怡人……漫步城市乡村，
随处可见民生福祉节节高的生动画面。

全市财政支出全市财政支出8080%%以上用于民生以上用于民生
幸福从哪里来？从不遗余力的民生投入中来。
2012年以来，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累计完成2796.1亿元，

年均增长8.6%，2019年突破300亿元大关。全市民生支出占支出
总量的比重始终保持在80%以上。作为一个西部省会城市，我市
公共财政用于民生支出的占比一路走高，彰显出“小财政、大民
生”的理念，也让这个城市的民生关怀显得更加动人。

自从建起了爱老幸福食堂，赵德昌老人就没为吃饭发过
愁，小馄饨、水饺、米饭炒菜，越来越多的选择出现在“幸福餐
单”上；低保户张敬德患有糖尿病、慢性胃炎，享受医疗扶贫政
策，住院费用7500多元自己只付365元；城镇老旧小区实现了
从最初的“穿衣戴帽”向提升建筑节能水平、完善基础配套设施
和公共服务设施、整治小区环境的综合改造转变……

十年来，累计投资15.2亿元，完善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制度，
支持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爱老幸福食堂、农村“老年之家”等
项目有效落地。住房保障支出累计完成174.4亿元，累计开工建
设城镇各类保障性住房12.5万套，实施农村危房改造2.3万户。
重点支持社会保障兜底、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均等化，社会救助
实现城乡同步，城乡低保连续5次提标。

为回应百姓的呼声，我市加大投入破解“热点民生”。教
育支出累计完成 454.3 亿元，年均增长 5%，重点支持消除义
务教育“大班额”，落实西宁市 15 年教育资助政策，促进城乡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累计完成 373 亿
元，年均增长 16%，医疗卫生支出累计完成 206 亿元，年均增
长 8.6 %，重点支持深化紧密型一体化医联体改革、医疗卫生
领域补短板，推进“健康服务共同体”建设，有效解决看病
难、看病贵等问题。

十年来，全市涉农资金累计投入309.2亿元，重点支持乡村振
兴，建成611个高原美丽乡村，实施720个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
程。农村“户改厕”5.87万户，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项目380个。让村
民真正“喝上干净的自来水、住着小洋房、家里用上马桶”……

退税减税降费兜牢民生退税减税降费兜牢民生““底线底线””
一场疫情让不少企业按下暂停键，保就业是重中之重，保就业

的抓手在于保市场主体，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红利就是兜底措施。
西宁冠虹机电有限公司就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我们公司今

年一季度已经享受了制造业小微企业缓缴的政策，同时我们也符
合小微企业‘六税两费’减征政策，这样一来，为我们企业腾出了3
万元的流动资金，确保了企业的正常运行。疫情冲击下一系列帮扶
政策真是给我们吃了定心丸。”该企业负责人有感而发。

我市全面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今年制定出台《西
宁市助企纾困十大行动方案》，清理规范17项行政事业性收费
和 7 项政府性基金，累计退税减税降费 163 亿元，支持企业发
展，充分激发市场活力。

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旅游……疫情的反复不确定性，
让这些行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也关联着每位普通从业人
员的“饭碗”。

马福元是市区一家货运企业的负责人，十大行动实施后，
他所在的企业获得了5万元的补助。他感触很深：“有了这些暖
心政策，员工再也不用担心发不出工资了。我们有信心，更有动
力，相信困难马上就会过去！”

从扎扎实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到创造高品质生活，西宁正以
更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更完善的社会保障、更便捷的医疗服
务、更优质的教育环境，不
断提升全市各族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记者 张弘靓）

本报讯（记者 小蕊）十年来，全省
消费实现新跨越；十年来，对外贸易走
上快速健康发展轨道；十年来，全省累
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133 家；十年来，
我省对外直接投资额累计达 2.4 亿美
元，年均增长 27.9%……10 月 12 日，记
者从“青海这十年”商务专场新闻发布
会上了解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主
要商务指标量质齐升，谱写了商务发展
新篇章。

扩内需促消费取得新进展扩内需促消费取得新进展
十年来，我省城乡居民消费逐步向

多元化、个性化、品质化发展。市场主
体发展壮大，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由
2012年末的109.44亿元提升到2021年
末的 194.02 亿元，增长近 80%，住宿和
餐饮业实现增加值由2012年末的21.39
亿元提升到2021年末的44.99亿元，增
长1.1倍。同时，共享消费、定制消费、
体验消费以及“宅经济”“夜间经济”“网
红经济”快速发展，物流、快递企业及分
支机构基本覆盖全省主要县级行政区
域，电子商务已经融入百姓生活各方
面，到 2021 年，全省实现网络零售额

67.4亿元，网络购物额469亿元。
青海对外贸易青海对外贸易““朋友圈朋友圈””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十年来，我省出台推进贸易高质量

发展、稳外贸10条措施等一系列支持政
策，建立联点帮扶工作机制，探索“政
府+信保+银行”融资新模式，扩大“属地
申报、口岸验放”通关改革试点，政策性
出口信用保险覆盖率达到83.5%，位居
全国第二。建成国家级和省级外贸转型
升级示范基地12个、青海特色商品国际
营销网点19个等。全省有进出口实绩
企业达到143家，培育出盐湖化工、农畜
产品、光伏组件、文化产品等10多种出
口千万美元产品。十年来，和我省有贸
易往来的国家及地区达到180个。跨境
电商成为稳外贸的重要力量，截至今年
8月，西宁综试区、海东综试区累计实现
跨境电商交易额4.86亿元，为全省外贸
发展注入了强劲新动能。

国际货运班列累计开行国际货运班列累计开行3838列列
十年来，我省外向型平台和国际通

道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2016年，建成
运营青海曹家堡保税物流中心（B型），
2019年、2020年，海东市、西宁市分别获

批成为全国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2022年1月，西宁综保区顺利通过国家验
收，正式封关运营，结束了我省没有高水
平海关特殊监管区的历史。同时，牵头谋
划并联合西部五省区推进了中尼陆路贸
易通道建设，签订战略合作协议，首发面
向南亚的公铁联运国际货运班列。从
2016年成功开行青藏地区首列中欧班
列，到目前国际货运班列已通达9个国家
12个城市，累计开行38列。

2121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商来青投资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商来青投资
十年来，我省出台促进外资增长、利

用外资工作20条等政策措施，招商引资
环境进一步优化。2012年以来，共有21
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商来青投资，共引进
项目 124 个，累计投资额 5.56 亿美元。
同时，全省对外投资合作领域大幅扩展，
市场已拓展到30个国家和地区。对“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
资达6600万美元，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
从2013年的625万美元上升到2021年
的5558万美元，增长7.8倍。

“来暖气了！”
“最近天气持续降温，提前供暖真

是‘雪中送炭’！”
“我们小区已经提前10天供暖了，

真贴心啊！”
西宁市2022年至2023年度供暖期

供热，将从10月15日起正式开始。为了
让广大群众温暖过冬、提前享受暖气，
我市房产部门于九月中旬，向全市物业
小区下发了提前预热供暖的通知。10月
12日晚，全市大部分物业小区“点火烧
炉”，10月13日全市144个物业小区全
面预热供暖，惠及12.1648万户。

大部分小区提前供暖大部分小区提前供暖
10月2日胜利路34号院提前供暖、

10月8日青海测绘大厦已经供暖、10月
6日立安物业为小区提前供暖……

记者走访多个小区了解到，大部分
负责小区供热的物业服务企业早安排、

早动手，提前做好了今冬明春供暖准备
工作，为按时供暖打好了基础。

“为了让居民提前享受到暖气，今
年我们将管网改造工期提前，抓紧时间
铺设管道、检查各点位的线路，10月12
日小区已经开始预热，10 月 13 日正式
供暖。”南山路13号院小区物业服务企
业介绍说。

9月30日前完成打压试水工作，10
月初全面测试各小区的管网、阀门、仪
表等供热设施，10 月 13 日前进行预供
热……这是市房产部门对各物业小区
提出的时间节点要求。据市房产部门相
关负责人表示，通知下发后，各物业服
务企业积极响应，及时有效地开展了供
暖前准备工作，目前我市由物业负责供
暖的小区均全面预热供暖。

安全暖是重中之重安全暖是重中之重
“冬季供暖事关群众切身利益，是

重要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各供热部
门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切实保障
供暖质量，确保广大群众冬季正常有序
采暖、稳定用热。”在我市物业服务企业
的工作群里，市房产部门对安全供热工
作进行了再部署、再要求。

市房产部门要求，各供热物业企
业要切实承担起社会责任，加强研究
研判、安排值班监测，在保证安全的
前提下，按时起炉运行，保障群众正
常采暖，让群众温暖过冬。要结合住
户实际情况，详细提供接口数据，做
好业务指导，为群众提供方便。特别
是在供热期间，小区物业服务企业要
主动上门服务，持续“访民问暖”，做
好住户解释说明，让住户详细了解今
冬明春供暖安排情况，做到心中有
数，提高群众满意度。

（记者 张国静）

从财政“账本”里感受幸福温度

““青海这十年青海这十年””商务专场新闻发布会召开商务专场新闻发布会召开

今起144个物业小区全面预热供暖
——聚焦今冬供暖系列报道之一

本报讯（记者 张弘靓）“三江源国
家公园是什么样的呢？如果用最简洁的
语言表述，可以这样概括：三江源国家
公园是万山之宗，是众水之源，是野生
动物的天堂，是人间的净土，是寻找诗
与远方的圣地，也是摄影家心驰神往的
殿堂。”10月12日，三江源国家公园管
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孙立军，在“青海
这十年”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专场新
闻发布会上介绍，并在新闻发布会上正
式发布了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及
设立一周年公报。

试点工作实现高位推动
我省始终把建设好三江源国家公

园作为捍卫“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
护”的重大政治检验，作为立足新发展

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
局的重大历史机遇，将三江源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列为“天字号”改革工程，成立
了由省委书记、省长任双组长的领导小
组，从省到县建立起了分工明确、上下
畅通、运转高效、执行有力的领导机制，
坚定自觉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擘
画的宏伟蓝图一步一步落到实处，推动
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顺利完成并
如期设园，推动高原净土生态面貌发生
显著改变。

生态安全屏障更加坚实稳固
试点以来，青海在三江源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一期、二期工
程的基础上，累计投入62亿元，先后实
施了一系列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

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同时，严格管控国
土空间，将三江源国家公园和未纳入国
家公园的10个保护分区全部纳入生态
红线。国家发改委生态成效阶段性综合
评估报告显示：三江源区主要保护对象
都得到了更好地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
质量得以提升，生态功能得以巩固，水
源涵养量年均增幅 6%以上，草地覆盖
率、产草量分别比十年前提高了 11%、
30%以上。野生动物种群明显增多，藏
羚羊由20世纪80年代的不足2万只恢
复到 7 万多只，过去难得一见的雪豹、
金钱豹、欧亚水獭频频亮相，兔狲、藏
狐、白唇鹿、野牦牛、黑颈鹤争相出镜。

国家公园建设红利不断释放
积极探索生态保护和民生改善共

赢之路，实现了生态、生活、生产“三
生”共赢的良好局面。创新建立“一户
一岗”生态管护公益岗位机制，1.72 万
名牧民持证上岗，在园区 53 个行政村
成立村级生态保护专业协会。开设“三
江源生态班”，坚持草原承包经营基本
经济制度不变，积极发展生态畜牧业
合作社，引导扶持牧民群众以投资入
股、劳务合作等多种形式开展经营活
动，使群众获得稳定长期收益。稳步推
进澜沧江源昂赛大峡谷、黄河源玛多
特许经营试点项目，带动当地牧民就
业增收。

三江源国家公园交出一年成绩单三江源国家公园交出一年成绩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