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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见习记者 李增平）记者从省
科技厅获悉，近年来，我省科技领域聚集重
点产业，部署科技重大专项，发挥科技支撑
作用，积极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高新技
术产业发展，科技供给质量逐渐提升。截
至目前，已入库培育科技型企业90家、高新
技术企业109家，科技“小巨人”企业24家。

青海省科技厅围绕“四个千亿元”和
“四个百亿元”产业发展需求，在新能源、
新材料、环境污染控制、特色生态畜牧
业、生物医药等领域部署重大科技专项，
带动各领域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针对
水氯镁石直接电解金属镁的纯净化等问
题，启动实施了“高性能镁合金压铸件开
发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重大科技专项，
以实现镁产业转型升级；启动实施的“青

藏高原现代牧场技术研发与模式示范”
重大科技专项，将通过建立三江源有机
牧场、湟水河智慧牧场、祁连山生态牧
场、青海湖体验牧场、柴达木绿洲牧场五
个不同典型生态区的科技示范牧场，为
高原现代畜牧业发展和现代牧场体系建
立提供技术支撑和示范样板。

着眼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省科技厅
充分发挥科技支撑引领作用，促进生态
文明建设。围绕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科
技需求，积极与中科院协调对接，依托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共建中
科院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院，共同打造
国家级创新平台；针对祁连山区草地退
化严重及利用不合理的现状，首次进行
了适合祁连山区的黑土滩（坡）人工植

被重建技术的研究与示范，恢复黑土滩
示范面积共 35000 亩 ，退化草地恢复示
范地植被盖度达 82%至 89%，为祁连山
退化草地恢复治理提供了技术支撑；落
实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二期工程科研
与推广项目 5 项，争取中央预算资金资
助 1800 万元。

着力推动高新区建设发展，使高新区
成为我省区域经济以及产业发展的重要
引擎。持续推动德令哈工业园区等 4个在
建省级高新区的建设发展，按照《青海省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指引》，指导德
令哈工业园、格尔木工业园完成园区建设
规划方案编制。并积极开展企业培育工
作，将创新能力强、成长性高的企业优先
纳入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小巨人”企业

培育库进行梯级培育，现已入库培育科技
型企业 90 家、高新技术企业 109 家，科技

“小巨人”企业 24家。
据悉，科技“小巨人”申请条件最为严

苛，需产值在 5000 万元（含）至 10000 万元
的高新技术企业，企业净利润增长率 5%
以上；产值 5000 万元至 7000 万元的企业，
销售收入平均增长率达到 20%以上；产值
7000万元至 9000万元的企业，销售收入平
均增长率达到 15%以上，企业成本费用利
润率达到 8%以上。

科技供给质量逐渐提升

我省培育科技“小巨人”24家

本报讯 据省纪委监委消息，日前，省纪委监委对海
东市人大科教文卫和民族侨务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马千
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经查，马千里任化隆回族自治县副县长期间，在该县
易地扶贫搬迁项目中，滥用职权，擅自决定、处理重大事
项，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
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涉嫌滥用职权、受贿犯罪。

马千里身为党员领导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理想信
念丧失、宗旨意识淡薄，目无法纪，严重违反党纪国法，
利用职权攫取私利，擅权妄为损害公益，滥用职权，给
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性质恶劣，情节严重。依据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有关规定，省纪委监委
决定，给予马千里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建议由海
东市人大常委会罢免其海东市人大代表职务；将其涉嫌
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提起公诉，涉嫌犯罪
所得随案移送。

海东市人大科教文卫
和民族侨务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

马千里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本报讯 据省纪委监委消息，日前，省监察委员会对
海东市人大常委会干部罗文祥严重职务违法问题进行了
监察调查。

经查，罗文祥任化隆回族自治县县长期间，在该县易
地扶贫搬迁项目中，滥用职权，擅自决定、处理重大事项，
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
并收受巨额财物，涉嫌滥用职权、受贿犯罪。

罗文祥身为国家公职人员，私欲膨胀，滥用职权，大
搞权钱交易，严重破坏党的扶贫政策，损害党和政府形
象，在干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情节严重。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有关
规定，省监察委员会决定给予罗文祥开除公职处分；将其
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提起公诉，涉嫌犯
罪所得随案移送。

海东市人大常委会干部
罗文祥被开除公职

本报讯 据省纪委监委消息，日前，经省委批准，省
纪委监委对省商务厅原党组成员、省贸促会原会长王熙
惠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经查，王熙惠违反政治纪律，与他人串供，对抗组织
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使用“小金库”资金送礼、
违规发放补贴；违反组织纪律，为妻女编造虚假身份，办
理出国签证；违反廉洁纪律，公款报销应当由个人支付
的费用，让他人支付本人及亲属旅游等费用；违反工作
纪律，不如实报告招商工作；违反群众纪律，不按规定拨
付专项资金。利用职务之便贪污挪用公款涉嫌犯罪。

王熙惠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丧失理想信念，毫无党
性原则和宗旨意识，擅权妄为，私欲膨胀，严重违反党的
纪律，并涉嫌违法犯罪，是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知止
的典型，群众反映强烈，情节严重。依据《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有关规定，经
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省委批准，决定给予王熙惠
开除党籍处分；由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
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
提起公诉。

省商务厅原党组成员、
省贸促会原会长王熙惠
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本报讯（记者 何耀军 文/图）

9 月 6 日下午，“亚洲硅业-青海民
大育才创新基金”启动暨硕士研究
生导师聘任仪式在青海民族大学
举行，意味着双方合作进入了更加
深入的阶段，标志着校企合作结出
了更加丰硕的成果。亚洲硅业（青
海）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体虎博士、
青海民族大学党委书记赵燕武及
相关人士见证了这一时刻。

“亚洲硅业-青海民大育才创
新基金”由亚洲硅业（青海）有限公
司出资 100 万元设立育才创新基
金，与青海民族大学联合培养硕士
研究生，有助于企业针对性地吸纳
更多优秀人才，促进青海民族大学
更好地为企业发展服务、为技术创
新服务。此举是亚洲硅业和青海民
族大学落实省委十三届四次全会精
神的具体体现，是青海民族大学增
强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能力的有效途
径，是校企合作实现共赢的一项重
要举措。

该基金的设立充分说明了亚洲
硅业（青海）有限公司对民族高等
教育事业的大力支持和真情帮扶，
更加体现了亚洲硅业（青海）有限
公司回馈地方社会的政治站位、政
治自觉和政治担当。仪式上，双方
表示将共同管理好、使用好、利用
好育才创新基金，充分发挥这笔基

金在校企联合培养人才、联合创新
培养模式中的作用，为青海省人才
培养作出积极贡献。双方携手致力
于为青海及西部地区培养更多优秀
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共同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落实“一优
两高”战略部署贡献力量。

据悉，2017 年 3 月，亚洲硅业
（青海）有限公司与青海民族大学签
订了校企战略合作协议，双方本着
为青海省经济建设培养实用型专门
人才的初衷，发挥自身优势，在学科
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科学研究等方
面进行了合作。亚洲硅业（青海）有

限公司从企业对人才知识结构需求
入手，与学校共同修订培养方案，安
排学生实习，开展学术讲座。青海
民族大学选派优秀教师到亚洲硅业
（青海）有限公司带薪工作，将企业
对人才的需求带回学校、带到课堂，
对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起到了积极作
用。同时，双方开展科学研究，解决
企业生产过程中的瓶颈问题，今年
又共同举办了“全国凝聚态物理”学
术研讨会，为双方培养青海省经济
建设实用型专门人才积累了有益经
验，为我省高校开展校企合作开辟
了可借鉴、可推广的模式。

亚洲硅业-青海民大育才创新基金启动
现场还聘任了硕士研究生导师

我刚参加工作时，在一家工
厂当普工。身体素质一向较差，
流水线上的工作节奏很快，刚开
始特别不适应。一次，因过度劳
累竟然晕倒在岗位上，还是同事
悄悄把我送到医院，没有上报，才
保住了这份工作。条件虽然困
难，但我还是坚持读书看报，无意
间遇到《西海都市报》，便被她深
深 吸 引 住 了 。 通 过《西 海 都 市
报》，我知道了锻炼的好处，好身
体可以锻炼出来。于是，我早起
跑步、做操、打篮球。一段时间
后，身体素质渐渐增强，也能适应
工作节奏了。

阅读《西海都市报》已不仅是
我的一种习惯，而且成为生活的
一部分。阅读之余，我也试着写
稿，写写我周边的人和事，然后试
着投稿，但一直杳无音信。我没
有放弃，坚持写作，文字功夫逐渐
有所提高。在此过程中，我的文
友多了起来，交流越来越多，思想
更活跃。后来我被厂领导安
排到宣传岗位上工作，摆脱了
繁重的体力劳动。

朋友阿华在一次意外中
失去了光明，痛苦的他曾几度

想轻生。当时，正好《西海都市
报》刊登了一篇介绍一位残疾人
如何克服困难、走上自立自强之
路的报道。我将这篇报道读给他
听，并鼓励他振作起来，阿华从这
篇报道中找到了信心。慢慢的，
他摆脱了消极情绪。后来，在别
人的介绍下，去北京学习按摩技
术，并找到了一份工作，开始了新
的生活。

《西海都市报》 是社会的投
影，是西宁人的精神食粮。想了
解青海和西宁动态，一张《西海都
市报》就够了，她可以让你了解国
家发展形势及国际时事，也可以
让你感受发生在身边的凡人趣
事，调剂一下精神状态。悠悠岁
月，有春日的鸟语花香、炎夏的蕙
兰幽草、秋后的寒霜傲菊、冬季的
皑皑白雪，所有这一切，构成了我
们多彩的生活经历。

20 岁了，《西海都市报》。我
深信，未来的你，会更好！

未来的你，会更好
◆谢奇芳

启动仪式现场启动仪式现场。。

本报讯（记者 范程程 见习记
者 索南措）9 月 4 日，由省妇联、海
南藏族自治州妇联主办，共和县妇
联承办的“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
共筑中国梦”暨“美丽女性·幸福家
庭”藏汉双语丛书赠书活动在共和
县举办发放仪式，10 多万套共 40
多万本丛书将发放至我省 5000 多
个城乡“妇女之家”和广大妇女群
众手中。

全国妇联根据藏区群众的宗教
信仰、生活习惯和实际需求，精心设
计组稿编辑出版了《民族团结一家
亲》《女性健康知识手册》《0-6 岁儿
童养育手册》《儿童安全自护手册》
为一套的 4 种图书，免费向我省各
市、州、县（区、行委）发放 10多万套
共 40多万本。

该丛书由多位国内知名藏族专
家和妇产科、儿科、家庭教育等领域
的专家精心编撰成稿，并且藏汉双
语对照，配有生动活泼的手绘插图，
具有实用性、知识性、趣味性、亲和
性、民族性、地域性的特点，突出民
族团结教育的理念，普及健康生活、
科学教子的知识。

此次赠书活动与全国妇联及甘
肃、西藏等省区妇联同步举行。

藏汉双语丛书
惠及我省妇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