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主六辅”机场布局基本形成
3月 23日，祁连山下传来喜讯——海

北祁连机场试飞成功！这意味着青海“一
主六辅”机场布局即将实现。

受限于青海省地广人稀、自然环境恶
劣等实际情况，目前，大部分地区难以修
建铁路，修建高速公路也面临着诸多困
难，民航成为青海发展交通运输业的优
选。

对此，省委省政府高瞻远瞩，在“十
二五”初期即提出“一主六辅”的机场格
局，并在此后的机场建设过程中垫付建设
资金 26.4 亿元，为青海机场的建设提供
坚实支持。

在“十二五”初期，青海省只有西宁、
格尔木和玉树三座民用机场，如今“十三
五”近半，省内增加了德令哈、花土沟、果
洛和祁连四座机场，西宁和格尔木机场也
完成了改扩建，其中所有的支线机场均坐
落在各少数民族自治州。

“通廉航空”日趋成熟
一座座现代化的机场如同雨后春笋

般拔地而起，运营却成了大问题。由于人
口基数低、民众出行习惯等原因，“十二
五”期间最先通航的德令哈、花土沟两座
机场一投运便面临停航的窘境。

为解决这一难题，青海机场公司积极
探索，结合青海实际推出“通廉航空”模
式。“通廉航空”模式实行后，西宁-德令
哈航班随之由原来的每周两班增加至每
天 1 班，票价由原来的 800 多元降至 150
元，客座率由原来的 30%升至 80%以上，
一举解决了航班客座率较低、航班运营不
稳定及票价过高等问题。此后，花土沟机
场也复制了该模式，收效明显。果洛机场

一通航便采用此模式，至今保持 200 元的
超低票价。

创立“通廉航空”模式最初的目的在
于盘活机场资源、促进支线机场健康发
展，经过两年半的发展和充实，该模式已
具备了增强支线航空通达度和活力、促进
干支协调互动、民航供给侧改革、交通扶
贫、辅助旅游业发展等多重意义，在行业
内极具示范效应。

三个机场先行先试

前不久，大家惊喜地发现，今年新航
季，本地支线机场航班均有大幅度增加，
果洛-西宁航班由原来的每日 1班增加至
每日两班，德令哈-西宁航班由原来的每
日 1班增加至每周 13班，花土沟机场开通
花土沟-西宁-西安和花土沟-敦煌两条
航线。

德令哈、花土沟、果洛三个试点机场
至西宁的航班总量每周共 31 班，较去年
同期增加 120%，补贴总额增长 80%，目前,
试点航线平均客座率 80%，运营稳定，收
到了良好的效果。这些变化，来自青海省

“通廉航空”模式升级为民航局“基本航空
服务计划”。

在青海，无论是加快机场建设、首
创“通廉航空”模式，还是敢为天下先，
试点基本航空服务计划，都是为了创造
更优质的民航运输服务，满足人民群众
对美好交通的向往。今后，青海机场公
司将在即将通航的祁连机场继续推广
基本航空服务计划，使“通廉航空”和基
本航空服务计划发挥更大的作用，更好
地服务于青海人民，服务于青海省经济
社会发展，为普及基本航空服务积累宝
贵经验。

基本航空服务计划试点启动

让更多青海人打“飞的”出行

5 月 10 日，青海省基本航空服务计划试点启
动仪式举行，德令哈、果洛、花土沟三个机场成
为先行先试机场。基本航空服务计划是为
保障偏远地区群众基本出行需求，通过政
府补贴和政策支持的方式，支持航空运输
企业运营通达偏远地区航线航班，并将偏远地区纳
入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一项重要举措，

从而为解决民航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
矛盾，推进供给侧改革提供实践

样板。

本报记者 卢晓茜 通讯员 李泽中

新闻眼A02 2018-05-11 星期五·重点 96369 8457123责编:蒋玉婷 主任:孙娟 责校:小冰 热线:

本报讯（记者 赵俊杰）5月8日，在祁连
至默勒的公路上，祁连县的马先生看见一大
群岩羊在雪地里觅食。他停车大致观察了
一下，发现足足有上千只。它们有的觅食，
有的撒欢，引得过路人驻足观看。

通过马先生拍摄的视频可以看到，在
半坡上有众多觅食的岩羊，有的排成一列
有序前进，有的相互追逐打闹。在头羊的
带领下，它们迈着缓慢的脚步，走向大山的
另一面。“当时在回祁连的路上，突然看见
对面的山坡上有一大群疑似山羊在晃动。
仔细观察发现，不是山羊，是岩羊。它们体
型大、个头高，与家养的羊明显不同。”马先
生说，这是他初次看见草原上大规模数量
的野生动物，感到十分震撼。

岩羊是青藏高原最常见的野生动物
之一，主要生活在海拔 2000 米至 6000 米
的高山裸岩地带。大规模数量的岩羊，现
身祁连默勒草原，除了当地植被恢复明显
的因素，还与当地牧民保护动物意识提高
有很大关系。去年 3 月，牧民在默勒地区
目击到较大规模数量的岩羊，数量也达到
千只以上。

岩羊的天敌是雪豹、豺、狼等。岩羊数
量的增长，为当地雪豹、狼等动物提供了丰
富的食物。去年，青海祁连山自然保护区
管理局的相关技术人员对涉及祁连山自然
保护区几个保护分区以及祁连县和天峻县

的部分地区在内的 2000 平方公里祁连山
山地系统调查。监测组在海拔 4000 米左
右的祁连山区，连续工作 14 天，发现多处
雪豹活动的痕迹。

省野生动植物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相关专家称，与岩羊相关联的动物是有着

“雪山之王”之称的雪豹，作为国家一级保
护动物，雪豹的频繁出现，印证了祁连山
地区生态建设取得的成效。雪豹的增加，
意味着与雪豹有关联的动物数量也相应
增加，而雪豹最爱的“美食”是岩羊，岩羊
多在裸露的岩石地活动，这与雪豹的活动
地点一样。岩羊种群数量的增加，意味着
雪豹的食物来源更充足。

★相关链接★
岩羊，体形中等，形态介于野山羊与

野绵羊之间。以青草和各种灌丛枝叶为
食。冬季啃食枯草。它们还常到固定的地
点饮水，但到寒冷季节也可舔食冰雪。无
固定兽径和栖息场所。它们在悬崖峭壁只
要有一脚之棱，便能攀登上去。一跳可达
两三米，若从高处向下更能纵身一跃十多
米而不致摔伤。冬季发情交配，次年六七
月产仔，每年通常只产 1 仔。主要天敌是
雪豹、豺、狼，以及秃鹫和金雕等大型猛
禽。主要分布于我国的青藏高原、四川北
部等地，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上千上千只岩羊只岩羊
现身祁连现身祁连默勒草原默勒草原

山坡上觅食的岩羊山坡上觅食的岩羊。。图片由热心读者马先生提供图片由热心读者马先生提供。。

本报讯（记者 罗藏）5 月 9 日至 10 日，
省委书记、省长王建军在海南州、海东市
调研旅游工作。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省第十三次党代会
精神，坚持新发展理念，深入实施“五四战
略”，从全省战略层面全力推动新时代旅
游高质量发展。

春雨如丝，草木葱茏。两天来，王建
军先后到共和、民和、乐都、平安等县区，
实地考察了龙羊峡土林地质公园、生态水
殖、时光小镇和喇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峡口特色农业旅游产业、柳湾彩陶博物
馆、卯寨景区、平安驿乡村旅游等项目建

设情况。每到一处，王建军听规划思路、
议景区定位、问建设进度、话宣传营销，与
大家一起分析研究问题，给予具体指导。

王建军指出，青海旅游资源丰富，风景
无处不在，要转变思想观念，创新旅游发展
理念，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开创旅游发
展新局面。他强调，要把握好定位。立足
省内大众游和省外高端游，实行省级统筹，
注重科学规划，围绕发展定位来布局，根据
游客需求来建设，把旅游业打造成为现代
服务业的龙头，确保现在能落地、将来可持
续，当下站得住、未来走得远。要优化好资
源。围绕精品线路、精品景区做文章，用活
用好现有资源，以发现的眼光挖掘好历史

文化资源，谋势借势造势，出“组合拳”、防
“碎片化”，以点带面、以线连片，留有余地、
从容建设，实现全域游、全季游、全时游。
要保护好环境。保护是最好的发展，青海
的山山水水都是财富，每一寸土地都要保
护好。要坚持不懈推进国土绿化，积极履
行河长湖长职责，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要带动好产业。加强旅游专
业人才队伍建设，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培育旅游“工匠精神”，打造旅游“百年老
店”，做大品质、做优品牌，以营销适路的商
业模式占领市场，拉长旅游产业链。要惠
及好民生。旅游最贴近民生，要与乡村振
兴战略、脱贫攻坚结合起来，让更多群众吃

上“旅游饭”，摘下穷帽子，过上好日子，致
富奔小康。要制定好标准。推动旅游国家
标准、地方标准和行业标准相衔接，加快农
家乐、牧家乐标准化建设，营造公平安全有
序的乡村旅游市场环境。要打造好形象。
旅游见人见事见生活，既要有最美的景，更
要有最美的人，人对了事就对，要涵养好的
民风，让山美水美人更美。要召开好会
议。强化顶层设计，理顺体制机制，制定政
策措施，筹备召开好全省旅游发展大会，从
全省战略层面全力推动新时代旅游高质量
发展。

严金海、于丛乐、鸟成云、张文魁参加
相关调研。

王建军在海南海东调研旅游工作时强调

从全省战略层面推动新时代旅游高质量发展

本报上海讯（记者 邢曼玉） 中国品
牌，世界共享。5 月 10 日，首届中国自主
品牌博览会在上海展览中心开幕。其中，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青海三江雪
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等 13 家企业组成
参展团队，全面展现我省品牌发展建设成
果，推介我省品牌企业、名牌产品。省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吴海昆参观展览。

自 2017年起，每年 5月 10日被确定为
中国品牌日。首届中国自主品牌博览会
是我国自主品牌建设的一次高规格盛会，
有 600 余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展示面积
约 2.5万平方米。博览会旨在推动中国制
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
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展会将
持续至 5月 12日。

在青海展区，记者看到，人们对“青海
制造”产品有着浓厚的兴趣，或纷纷咨询

了解，或细细品尝美味，不时发出赞叹之
声。展馆现场整体以绿色为主基调，主题
为“融入国家品牌战略，世界共享大美青
海”，展区通过图片、宣传材料和实物展示
等方式，展示我省特色优势产业和产品，
并通过电子屏幕宣传大美青海。

省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杨扬表示，
此次参展，我们既有传统产业品牌，如盐湖
化工、天佑德青稞酒；还有绿色发展理念品
牌，如汉尧菜籽油、可可西里牛肉干；同时还
有新材料，如亚洲硅业的单晶硅、多晶硅。

据悉，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自主品牌建设，多次召开品牌工作大会安
排部署品牌建设工作，出台配套政策推动
品牌战略落地。目前，144 个青海省名牌
产品，近 300 家青海的驰名、著名品牌企
业和 17家“青海老字号”已深深植根于青
海这片沃土之上。

首届中国自主品牌博览会开幕

“青海制造”展现我省开放包容新姿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