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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城市的根和魂！行走在西
宁，在湟水河畔，在南北山下，不止有好
玩、好吃、好逛的，你会惊诧于这里的书
店之多之精之好，在街边、在小巷、在公
园，推门而入一家书店，都能在书香中读
出个精彩。

10 年前，西宁只有新华书店、西宁
书城、大西门书城等几家书城，然而纵观
这几年，一大批网红书店、品牌书店相继
落地，让西宁的书香味越来越浓。那么，
西宁还有哪些书城和书院？西宁到底有
多少家书店？

昆仑书院、创客书吧、里想书店、五
峰书院……数据显示，西宁拥有实体书
店 147 家，每万人拥有实体书店 0.6 家。

“这对一座高原城市来说并不容易！”
受疫情影响、电商冲击，经营实体书

店不是易事。可一家家实体书店迎难而
上，是什么吸引她们选择西宁？又是什
么让她们逆风起舞？

调查：西宁人爱读书、善读书
一座城市有这么多书店，西宁人一

定很爱读书！为了解西宁市全民阅读状
况及数字化阅读接触情况，今年4月，市
统计局对全民阅读状况及数字化阅读接
触情况开展了网络问卷调查。调查报告
显示：西宁市民越来越喜欢阅读，市民阅
读状况呈现五大特点。特点一：五成以
上受访市民平均每天阅读时间30分钟，
高学历、高年龄人群和城镇居民中有阅
读习惯的更多；特点二：数字阅读是市民
阅读的主要方式；特点三：时事新闻、娱
乐休闲和生活常识是市民阅读主要内
容；特点四：男女阅读偏好差异较为明
显；特点五：满足兴趣爱好、工作或学习
需要、增长知识是市民阅读的主要目的。

调查显示，受访市民阅读目的分为四
个层次：一是满足兴趣爱好、工作或学习需
要、增长知识，占比均超过60%；二是增长
知识、开阔眼界和提升修养占比超过40%；
三是休闲娱乐占比超过30%；四是掌握实
用技能，占比超过20%。

总体看，市民阅读目的明确，爱读
书、善读书的习惯也在逐步养成。

“书店就在家门口，很方便！在这里
读书很安静，也有氛围。”市民李志华就住
在里想书店附近，他告诉记者，前段时间
正好准备考研，这里环境安静，藏书丰富，
是看书学习的首选。李志华说，之前他都
是坐车跑到青海图书馆，或者一些公共的
读书场所，现在城北区也有了阅读场所，
对市民来说，是一种“福利”。

情怀：这家书店从西宁开到全国
在西宁，提起几何书店，几乎无人不

知、无人不晓。短短几年，几何书店不但
在西宁有了自己稳定的大本营，更鼓舞
人心的是，她向全国四面八方进军，并已
在多个大城市安营扎寨，受到了当地人
的热烈追捧，令他们对青海西宁这座西
北城市刮目相看：“非比寻常！几何书店
来自三江源，来自青藏高原，来自偏僻的
中国西北角，让我们感受到了来自大美
青海现代美丽幸福大西宁独特的文化、
情怀、风采。”

从西宁到成都、南昌、上海、武汉、合
肥等城市，几何书店迅速抓住读者的眼球
并成为市民打卡、拍照、休闲的好去处。著
名作家马伯庸说，没想到几何书店总店在
高原西宁！几何书店充满了人间烟火
气！短短几个字道破了几何书店保持独
特个性并脱颖而出的秘密。

这些年，一大批书店、书院落户西宁，
你会欣喜地发现，以政府主导模式打造的

“五峰书院”，社会参与模式打造的“昆仑
文化书院”，政府、创业平台、文化团队等
多方合作模式打造的“城北创客书吧”，遗
址改建创新利用模式打造的“香水书院”，

“图书馆+”模式发展的各类“阳光书吧”，
以及引领网红书店新风尚的“几何书店”

“里想书店”“书林叙语”等形式各异、各具
特色的“城市书房”不断涌现，给市民带来
了源源不断的文化给养。

探索：“书店＋N”模式逐步实施
南凉虎台遗址公园内，在“城西区五

峰书院城市书房”指示牌的导引下，记者
来到了虎台书房。

灰色浮雕墙面、扇形窗户、木雕窗格……典型
的复古式建筑，给人以典雅和幽静感觉。“人们会
因为书店的颜值而走进来，但真正‘长红’的书
店，靠的是内涵与体验。”一位资深读者说。

目前，西宁拥有实体书店 147 家，以大型书
城、连锁书店为主，中小特色书店及社区便民书
店、农村书店、校园书店为辅的整体书店布局逐
渐成形。

记者走访发现，在线下卖书卖不过线上的时
代，西宁在“特”字上寻突破，引导书店坚持特色
化定位，积极为大众创造“书店+N”的综合性文
化体验。

这几年，“全民阅读”风气愈加浓厚，市民对学
习和学习场所的需求日益增长，西宁市依势而动，
打造“书香夏都”品牌，培育发展了一批满足市民
阅读需求、更“接地气”、更长时间服务的新型阅读
空间，这些新型阅读空间不仅赢得了市民群众的

普遍赞誉，而且正在成为丰富市民文化生活
和提高城市文明程度不可或缺的元素。

“‘十四五’期间，西宁市将建设 100 家
‘城市书房’。”西宁将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
与、商企共建的总体模式，大力实施“城市书
房”建设项目，不断探索推广“书店+书房”

“社区+书房”“交通集散中心+书房”“乡村旅
游+书房”“游客接待中心+书房”等多种发展
模式，落实好图书馆总分管制，开启西宁市

“城市书房”品牌建设新途径，让“城市书房”
成为文化交流新阵地，打造具有浓郁地方特
色的文化新品牌，为现代化新青海注入创新
活力与文化动能。 （记者 张永黎）

本报讯（记者 晴空）近年来，湟源县以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
态为统领，以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认同感为目标，围绕建设“清朗湟源”，以“四个关
键”为抓手，促进县域良好政治生态巩固发展。

抓“关键少数”，促责任落实。紧盯权力运
行节点、关键环节、重点岗位，建立“6+1”政治生
态评价预警指标体系，运用“一书一表一报告”
工作模式，以“绿、黄、红”三色牌，全面对履职履
责全过程监督。通过自我评价、监督评价、综合
评价为被评价单位精准画像，以“4+”研判模式
精准研判为基础，健全清单化、个性化、留痕化
指标体系，定期督查落实情况，通过查阅资料、
谈心谈话进行“开方”，督促自觉担当领导责任，
凝聚政治生态建设强大合力。

抓“关键问题”，促成果转化。对“四风”顽疾
揪住不放，以巡查、日常监督检查、一对一循环监
督等为基础，全面梳理被评价单位问题清单，精
准画像找准靶子，紧盯党内政治生活、纪律规矩、
管党治党、纪律作风等七项内容为整治重点，印
发全省第一份《政治生态评价预警通知书》，拧紧
责任链条，堵塞监管漏洞，形成“研判—反馈—整
改—落实—提升”的工作闭环，推动各项工作依
法依规进行，推动“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抓“关键环节”，促提质增效。全面履行监
督专责，紧扣时间节点、目标任务、标准要求，及
时召开动员部署会、工作推进会、内部研讨会，
制作口袋书，压实监督职责，深入反思和查找在
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认
真研究制定改进工作的方法和措施，时时跟踪
督促指导被评价单位工作落实情况，提出指导
性意见，实现动态常态联动、线上线下联动，解
决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总结经验、查漏补
缺，拉高标杆，让监督检查“落地有声”。

抓“关键领域”，促触角延伸。严把政治关、
品行关、作风关、廉洁关，准确把握“树木”与“森
林”的关系，用好“四种形态”，紧盯“关键岗位、关
键领域、关键行业”，坚持全覆盖分层谈话提醒，
对3个乡镇、7个部门累计谈话30余人次，及时咬
耳扯袖，切实筑牢政治生态的“防护网”，先后参
加各研判单位召开的党风廉政建设专题会议10
余次，实地指导20余次，提出意见建议20余条，
对6家单位政治生态情况集体会诊，分析研判党
组织政治生态建设存在的风险点和问题，对4名
工作推进不力的领导干部提醒谈话，确保主体责
任履行到位，为下一步实地研判奠定基础。

为确保大古城隧道渗水处置
工程施工、进度和安全，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公路安全保
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
结合实际，需对民小公路大古城隧
道进行临时封闭施工，现将有关事
宜作如下通告:

一、半封闭施工路段
民 小 公 路 大 古 城 隧 道 上 行

K70+388 至 K72+428，下行 K72+
428 K70+388，阶段性占用超车道、
行车道进行封闭施工。

二、半封闭施工时间

2022 年 10 月 11 日 0 时至 2022
年10月31日24时（如遇雨雪天气、
疫情制约施工时，工期顺延)

三、通行提示:
为确保过往车辆安全及施工

人员安全，过往车辆请按交通标志
及限速提示行驶，并服从交警、路
政及工作人员的指挥，因施工给您
带来的不便，敬请支持与谅解。
青海省海东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青海省海东高等级公路政执法支队
青海省高速公路养护服务有限公司
青海省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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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封闭施工的通知

为在 2023 年“春节、元宵节”期间营造欢乐、和
谐的节日氛围，城中区文体旅游科技局本着“节俭、
热烈、祥和、安全”的原则开始筹备2023年“春节、元
宵节”灯展工作，现面向社会征集灯展方案，欢迎有
意向的设计单位应征，具体内容如下：

一、项目名称
2023年城中区“春节、元宵节”灯展整体规划方

案及各灯组方案设计
二、项目地点及内容
项目内容：龙门
项目地点：西门口（王府井B馆-西大街百货）
三、应征资格要求
（一）在中国境内注册或成立，按时年检合格、具

有履行合同能力的独立法人企业，需提供法人身份
证、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资金1000万元以上）、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及相关安全许
可证等复印件（不收邮寄件）。

（二）具备合法有效的大型活动策划、彩灯设计、
LED灯、动漫设计制作、雕塑小品制作、展会策划布

置等设计和施工一体的资质。
（三）具备较强的彩灯、LED灯、动漫策划、设计、

制作、布展实力，具有在规划设计大型灯展工作方面
的出色业绩，提供在青海西宁施工5年以上的相关
业绩证明（需附规划设计合同书复印件和灯会规划
图、照片）。

四、征集时间
2022 年 10 月 13 日至 10 月 20 日为报名时间，

2022年10月21日至10月25日为方案征集时间（以
收到方案时间为准）。方案需同时提交纸质版和电
子版（PPT或PDF格式）文件，缺一不可，逾期不候。

五、联系方式及地址
联系人：王老师
电 话：0971-8248364
地 址：西宁市城中区南山路15号城馨天悦1号

楼8楼
西宁市城中区文体旅游科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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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区2023年“春节、元宵节”灯展
方案征集公告

非凡十年，书香润泽幸福西宁

本报讯（记者 小蕊 通讯员 范生栋）为了深
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助力“三乡工程”，大力发
展特色农业产业，推动乡村旅游，壮大村集体经
济，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日前，占地313.5亩、
总投资6500万元的西宁嘉磊农业综合生态园项
目正式在城北区二十里铺镇石头磊村开工建设。

为了不断推进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合理利
用闲置土地资源，改善和治理区域生态环境，壮大
绿色生态农业经济，二十里铺镇石头磊村“两委”
班子主动出击，有效盘活利用村里西山附近闲置
土地，成立西宁嘉磊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并积极
发动和组织乡贤能人来家乡创业，采取农业专业
合作社运作筹资模式，实施西宁嘉磊农业综合生
态园项目。该园通过集中连片建设发展设施农
业，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现代栽培管理模式，以
实体经济项目打造集果蔬种植、分拣及保鲜加工、
销售配送、生态绿化等为一体的现代设施农业产
业链。并充分发挥周边环境和政策优势，借助北
川河湿地公园、万达广场、“大学城”等形成的商业
经济圈优势，大力发展采摘体验、河湟文化、农家
小院、花海为一体的休闲娱乐、田园观光、果园采
摘农旅融合为一体的乡村旅游项目，通过对原有
石头磊村民小产业结构进行调整，打造“青山环
抱、花果飘香、生态家园、文明乡村”的绿色生态产
业园和新村产业示范区，为广大游客增添一处体
验农耕文化和“网红”打卡之地。

该项目建成后，在辐射带动周边地区第三产
业快速发展的同时，还可解决周边350余名失地
农民的就业问题，增加失地农民收入，有力推动
乡村经济，实现社会发展和生态效益的共赢。

湟源湟源县县

“四抓四促”涵养风清气正

城城北区北区

又一个农旅综合生态项目开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