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湟中塔尔寺 阴 -12℃～-1℃
循化孟达天池 多云 -14℃～-4℃
互助北山森林公园 多云 -16℃～-1℃
尖扎坎布拉森林公园 阴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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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 多云 -10℃～2℃
西海 阴 -21℃～-2℃
德令哈 阴 -14℃～-6℃
格尔木 多云 -13℃～1℃

本版气象信息由青海省气象台授权发布
本报《气象信息》与您风雨同行 冷暖相知
详细了解天气情况请拨打 12121

12月 28 日

12月 29 日
-17℃～6℃

-16℃～5℃

-13℃~1℃阴
省域主要城镇 主要旅游景点西

宁

天 气 预 报

晴

晴

2014 青海经济闪耀新亮点
———新兴企业交出漂亮成绩单

投产于 2013 年 5 月的青海绿草地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到 2014 年 11 月底，已
实现产值 6000 万元，利润收入 1880 万元。

在青海传统工业增速稳中放缓的
2014 年，如绿草地这样的新兴企业，成为
我省经济发展中的新亮点。

“绿草地瞄准的是国内新能源领域
技术前沿， 致力于开发和制造国际领先
水平的镁基锂电、 稀土锂电和钛电池产
品。 我们目前有着国内唯一的一种电池
正极和锂离子电池专利技术， 可以保证
在零下 43 摄氏度低温、65 摄氏度高温范
围内锂电池仍然正常使用， 且容量仅下
降 5%。 这种高低温下的稳定性能，处于
国际领先水平。 ”青海绿草地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工程师樊伟这样解释企业快速
发展的原因。

青海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相关负责
人介绍， 在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下， 青海战
略性新兴产业出现强劲增长。 我省扎实推
进工业“双百”工程、100 个重大技术进步
项目和 50 个重大技术创新项目， 前三季
度， 新能源、 生物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分别
增长 1.0 倍、38.3%和 37.8%。

2014 年，青海完成 25 项企业技术创
新项目， 在高海拔条件下生产高容量化
成箔的关键性技术研究、 地黄提取梓醇
新方法等取得了技术突破，获得 20 项发

明专利、30 项实用新型专利、3 项外观设
计专利和 6 项科技成果， 为战略性新兴
产业加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关键技术支
撑。

不同与新兴产业的是，今年，我省传统
产业进一步加大技术改造投入力度， 截至
11 月，已完成技术改造投资 142.5 亿元。年
内新增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2 个， 省级以上
企业技术中心累计达到 33 个，企业信息化
改造、新产品开发、商业模式创新等方面实
现新的突破。

今年，我省全面实施 75 个节能重点项
目，1 至 9 月全省单位 GDP 能耗同比下降
2.7%；1 至 11 月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
能耗同比下降 7.28%。

代表着科研单位在科研生产经营、技
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及
贸易活动中通过各种形式、 各个渠道获得
的收入———技工贸收入今年快速增长，截
至 11 月底，仅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就已完
成 技 工 贸 收 入 1758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9.6%。

青海绿草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
下游企业的崛起， 向市场释放着这样一
个信息： 拥有全国三分之二锂资源储量
的青海省， 经济发展方式正在从注重规
模和速度向着注重质量和效益转变 ，经
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

长点，产业链优势正在凸显。 省内企业上
下游产品对接初步形成。 如盐湖提锂、锂
电池正极和负极材料、储能及动力电池、
动力电池隔膜……关于新能源领域的一
条锂电池全产业链正在青海逐步形成。
同时，我省现有铜箔、铝箔生产企业能够
满足锂电池外壳的生产所需。 新能源、新
材料领域产业间实现有效补充， 产业集
聚效应凸显。

除了锂电池产业链外，在亚洲硅业（青
海） 有限公司附近， 一个个完全利用硅业
形成的新兴光纤科技公司正在形成。 甘河
工业园区的铝产业， 更是形成一条上下游
对接的全产业链条。 目前，青海省关于光伏
制造、轻金属材料、藏毯绒纺、锂电材料及
储能（动力）电池、有色金属延伸加工、特
色化工、中藏药、高原特色动植物精深加工
等产业链已在初步形成， 产业集中度进一
步提升。

青海省经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 我省及时调整 《青海省重点工业产品
目录》，出台铝水直供奖补等政策措施，发
挥骨干企业带动作用，突出抓好电解铝、光
伏、煤炭、装备制造、建材等行业和运输、工
程服务领域上下游对接， 全年开展十余场
次专场或集中对接活动，1 至 11 月完成对
接金额 373.54 亿元， 有效促进了企业配套
协作和产业融合发展。 ”

工业稳中有进，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转型升级步伐加快，成为 2014 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青海经济的一大特点。
即将过去的一年里，省委省政府坚持把推进工业经济转方式、调结构及产业升级作为事关全省经济发展全局的

战略性任务。 逐月召开工业经济运行分析会，研究形势、查找问题、协调解决重大问题，主要和分管领导多次深入重
点园区和地区调研指导工作，督促重大事项落实，并增强财政、税收、产业、金融等政策协同，注重精准发力，扶持工
业稳定增长。

新兴产业发展喜人，传统产业技术改造投入加大，节能降耗获得“十二五”以来最好成效……2014 年的青海经
济闪耀着一个个新的亮点。

本报记者 王雅琳

今日西宁又要降温啦
本报讯 （记者 王雅琳 通讯员 巨克

英）记者从青海省气象台获悉，受北方冷
空气影响，12 月 26 日至 28 日， 我省北部
地区将出现降温和吹风天气过程， 南部地
区还有降雪。今日，西宁日最高气温将下降
为 1 摄氏度。 这次冷空气并不会持续很长
时间，明日起，包括西宁在内的省内北部地
区又将转成相对晴好的天气。

具体预报为：27 日白天：唐古拉山区、
玉树大部、果洛、海南南部、黄南南部、柴达
木盆地南部、环湖地区有小雪或阵雪，省内

其余地区阴或多云； 祁连山区有 5 至 6 级
西风。 27 日我省北部地区日最高气温将下
降 2 至 4 摄氏度。 27 日夜间至 28 日白天：
沱沱河、玉树大部、果洛小雪转多云，省内
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气象专家介绍，12 月中旬以来，我省北
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 各地森林草
原火险等级较高； 青南地区多次出现降雪
天气，雪后气温较低，积雪融化缓慢，截至
12 月 26 日，杂多、达日地区大于等于 2 厘
米积雪已维持 12 天，达到轻度雪灾气象标

准。
气象专家建议，此次天气过程，北部地

区以降温、吹风为主，各地应加强冬小麦田
间管理及设施农业防护、森林草原火险监测
和防火工作； 青南牧区有明显降雪天气过
程，积雪融化缓慢，相关部门加强防范积雪、
道路结冰对交通和畜牧业等不利影响，提前
做好饲草料的调运储备、 加大牲畜的出栏
率，继续做好老弱母幼牲畜的防寒保暖及防
御雪灾的各项准备工作；交通部门及时清除
道路积雪、积冰，确保车辆出行安全。

本报讯 （记者 张娜 通讯员 严万
宝 马文昌） 近日， 武警青海总队西宁
新训团组织今年入伍的新兵开展了为
期 3 天的徒步野营拉动演练， 磨练新
战士顽强意志、 锤炼新战士打赢本领。

拉练中， 新战士们不惧严寒、 士
气高昂、 歌声嘹亮， 在蜿蜒崎岖的山
路上抖擞精神、 相互扶持、 勇往直
前。 “长这么大， 从来没走过这么远
的路， 而且一路上险象环生， 跟真的
打仗似的。” 途中休息时， 18 岁的新
战士李东伟一边揉着磨出血泡的脚，
一边兴奋地告诉记者。 据新训团团长
屈明刚介绍， 进行野营拉练， 本来就
是挑战官兵的身体、 心理极限， 随着
担负的急、 难、 险、 重任务越来越严
峻， 越来越复杂， 这种贴近实战的训
练很有必要。

休息时， 不少战士把准备好的小
品、 相声、 快板等文艺节目奉献给战
友们， 使拉练充满了欢声笑语， 缓解
了官兵身心疲劳。 据了解， 此次拉练
新战士共行程 100 余公里， 开展了紧
急集合、 野外宿营、 紧急避险、 战斗
警戒、 夜间行军等 16 个课目的训练。

武警青海总队
入伍新兵长途拉练

全省法院出招
整治执行难

本报讯 （记者 姚兰 实习生 豆佳
鑫） 在去年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中， 省高级人民法院积极回
应群众关切，把解决“执行难”问题作
为具有法院特点的整改专项活动。 经
过全省法院一年的努力， 破解 “执行
难”顽症迈出重要步伐。

全省法院以执行案件信息管理网
为基础平台，全面掌握执行案件情况。
经过摸排，清理出今年 6 月 30 日前立
案执行的一年以上有财产可供执行未
结案件、 涉民生执行案件等 6118 件，
截至 11 月底，执结积案 740 件，执结
新 收 案 件 724 件 ， 实 际 到 位 标 的
8925.18 万元

在涉民生案件集中执行专项活动
中，207 件涉民生执行积案全部办结。
自去年以来，对符合条件的 350 余名被
执行人纳入失信人名单，对纳入名单后
仍未履行义务的 69 名被执行人通过媒
体向社会公开，敦促被执行人履行法定
义务，还制定了《关于将被执行人纳入
失信人名单和对失信被执行人限制高
消费、限制出境的实施细则》。

在全力推进执行工作信息化的过程
中， 全国法院网络执行查控系统上线运
行即将进行， 与最高人民法院实现联网
对接后，即可全面开展全国的银行查控。
与省公安厅、 省住建厅签订了建立网络
查控被执行人信息和协助执行与信用信
息合作的规定，并已开始网络对接，使得
执行效率将会得到较大提高。

12 月 26 日， 西宁市城西
区园林绿化处工作人员在胜利
路修剪行道树， 以避免出现树
木架空线路以及影响交通等问
题。

本报记者 王琪钧 徐美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