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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深圳讯（记者 吴梦婷）5月 17
日，由青海省人民政府驻深圳办事处
主办、深圳空间创意学会协办的“非遗
全球再创与产业化成果分享暨青绣产
业化研讨会”拉开帷幕。

青海刺绣手法独特，风格古朴，应
用广泛，是青海各族妇女世世代代传
承的民间手工艺，其中土族盘绣、湟中
堆绣、贵南藏绣、河湟刺绣、蒙古族刺
绣等先后列入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此次研讨会是“大美青海文化旅
游宣传周”系列活动之一，会上，深圳
文化产业协会、知名设计师、企业代表
深入了解了青海刺绣所蕴含的文化传
统及其历史底蕴，青海省、深圳市两地
文化产业专家、非遗传承人、知名设计
师、知名企业代表和国际知名策展人
研究和梳理了青绣的现状及产业化面
临的难题，并提出青绣产业化实施路
径和发展方向。

为了推动青绣产业化发展，深圳
市空间创意学会专门组织了创意设计
团队开展长达半年的调研。青绣产业
化研讨会上，专家代表阐述了如何通
过“人文数字梳理—全球再创—社会
参与—产业化发展”的方式推动青绣
产业化发展。此外，广东、青海两省将
以青绣为抓手，优势互补，优化组合，
联合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发
展，共同打造“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和
产业融合的合作样本。

全 球 规 模 最 大 的 比 亚 迪 年 产 能
24GWh电池工厂去年在青海下线；

世界首条全部输送清洁电力的青海
至河南±800 千伏特高压工程青海段今年
年底全线贯通；

青海海西至华东±1100千伏特高压直
流外送通道即将开工建设……

青海，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风电、光
电、水电等清洁能源资源丰富，依托丰富的
资源优势，近年来，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
优势，推动能源结构优化，加快产业优化升
级，以重大产业和项目为突破口，培育经济
增长新动能，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

推动锂电产业发展
5 月 14 日，南川工业园区的重点项目

建设工地上一派繁忙，各企业的生产车间
里更是争分夺秒加紧生产。作为青海锂
电产业发展的重要承载地南川工业园区，
按照省上千亿锂电产业的规划，全力打造
锂电产业基地。特别是南川园区，是锂电
行业主要制造业聚集区，现已经形成了比
亚迪 12GW 电池，宁德时代 10GW，北大先
行 3 万吨的电极材料，包括电解液等一批
企业都在南川和几个园区分别落地。不
仅如此，北大先行、比亚迪、时代能源等一
批锂电和瑞海铝箔、青海诺德、北洁新材
料等配套企业也相继入驻东川工业园区，
巩固和扩大了锂电产业制造的集群效应。

盐湖提锂技术不断突破、产业龙头企

业相继入驻……锂资源富足的青海正加
大马力发挥资源优势，以科技创新促进锂
电产业不断发展。为让资源优势转化为
产业优势，近年来，青海相继出台《青海省
千亿元锂电产业发展规划》等政策文件，
明确将青海省锂电产业优势最大限度地
转化为经济优势，在青海建设全国具有一
定影响力的千亿元锂电产业基地，谋求从
锂资源大省向锂产业强省转变。

为此，青海省提出“力争到 2020年，打
造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千亿元锂电产业基
地”和“着力构建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开
展盐湖锂盐高纯化、锂离子动力电池极其
关键材料产业化提升”的战略部署，2020
年，青海力争锂电产业投资达 700 亿元，
产值达 780亿元以上。到 2025年，锂电产
业投资达 1600 亿元，产值达 1800 亿元以
上。

目前，青海省锂电产业初步形成了从
上游碳酸锂到电芯的产业基础，构建了完
整的锂电产业链条，锂产业加速向集群
化、规模化方向发展，正在成为新的经济
增长点。

加快推进清洁能源建设
依托丰富的风、光、水、热能资源禀

赋，一批批立足青海实际的光伏光热、风
电等产业相继成为经济发展的后起之秀，
我省“追风逐日”逐步探索走出了一条创

新引领、网源协调、水光互补、带动产业、
协调发展的新路子。

在以清洁能源作为推动当地经济高质
量发展主引擎的海南藏族自治州，青海至河
南±800千伏特高压工程——“青电入豫”工
程已接近尾声，目前，工程实际开挖129基，
占工程总量的30%；实际基础浇筑63基，占
工程总量的14.5%；接地极线路实际开挖49
基，占工程总量的 17.7%。随着天气转暖，
施工单位将增加作业人员，加快浇筑进度。

“工程建成后，将有力推动青海干万干
瓦级新能源基地集约化开发建设和大规模
外送，提高西北地区可再生能源整体外送消
纳水平。”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副总经理范
越说。

与此同时，按照“构建国家重要的新型
能源产业基地”发展目标，我省以创建全国
清洁能源示范省为牵引，打造两个千万千瓦
级可再生能源基地为抓手，提高清洁能源就
地消纳和外送输出能力,加快推进清洁能源
建设。截至今年3月底，青海新能源装机容
量1310万千瓦，占全省总装机的45.3%。

加快新能源产业和外送通道建设是
青海加快新能源产业发展，实现经济转型
的重要方式。我省力争到 2020 年可再生
能源发电装机占比达到 90%，可再生能源
发电量占比达到 80%。到 2025年，清洁能
源生产能力、消费比重进一步提升，全面
建成全国首个清洁能源示范省。

青绣产业化研讨会
在深圳召开

本报讯（记者 李增平）带上 VR
眼镜，5G 网络让你身临其境感受高空
飞行；相隔千里，利用 5G 网络，便可
以直接观看实时传输的手术画面；看
视频，拖拽进度条无需缓冲，观看畅
通无阻……

5 月 17 日，在青海移动牵头的 5G
数字化产业联盟成立会上，现场观众
体验了 5G 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垂直行
业应用。

当天，青海移动与华为技术有限
公司、中兴通讯有限公司、诺基亚通
信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中 国 信 科 集 团 烽
火通信公司集团等合作伙伴代表现
场 签 署 战 略 协 议 ，标 志 着 青 海 省 首
家 5G 数字产业化联盟成立，共同搭
建一个互惠互利、优势互补、包容开
放、造福社会的 5G 产业联盟发展共
同体，并发布推进 5G 数字产业“牵手
计划”书。

“5G 数字化产业联盟的成立，就
是要凝聚产业链各方力量，汇聚各方
智慧，在互惠共赢的理念基础上，围绕
信息共享、协同创新、联合推广、产业
推动等产业方向，积极推进 5G网络在
智能制造、智慧政务、数字社区等领域
落地，真正把青海 5G创新应用提升到
一个新的高度。”青海移动董事长、总
经理余云峰说。

我省首家
5G数字化产业联盟成立

5 月 13 日至 19 日，青海警官职业学院 2019 职业教育活动周暨第七届校园文
化艺术周上，近七百名师生通过舞台展演、校园文化技艺、体能技艺等 19 个项目，
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以优异的成绩献礼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图为学生体能达标测试现场。 本报记者 周建萍 摄

本报讯（记者 范程程 见习记者 沈丽
萍）5 月 11 日至 15 日，以“培育经济发展新
动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第四
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
与投资贸易洽谈会（简称丝博会）在西安曲
江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省代表团以新能
源、新材料推广应用为主题，参加了此次展
会。

本届丝博会秉持开放绿色办会新理念，展
览展示更加专业化，打破原来的地域、国别设
馆原则，科学布设场馆，设 1 个合作交流馆、4
个产业馆。

展会期间，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管委
会、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相关部
门及参会企业与省外参会单位交流推介锂电
产业发展、新材料、太阳能和储能等绿色能源
方面的最新产品与技术，着力促进经贸合作
交流，助力产业发展。

此次展会，省工信厅在 144平方米的青海
特装展厅，通过新能源展示区、新材料展示区、
锂产业链展示区、LED滚动大屏幕集中展示我
省整体形象、资源优势、投资重点、营商环境、
特色产业以及相关行业领域取得的新成就。

青海中利光纤技术有限公司等 10家企业
亮相丝博会，集中展示了我省新能源、新材
料、高科技、绿色环保等百余种产品。

我省新能源企业
亮相第四届丝博会

★★相关新闻

追风逐日，走出一条新路子
——青海向全国首个清洁能源示范省挺进

本报记者 范程程

本报北京讯（记者 魏爽）作为亚洲文
明对话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5 月 17 日上
午，在首都博物馆，《山宗·水源·路之冲
——“一带一路”中的青海》展览迎来了柬
埔寨文化与艺术部大臣、尼日利亚国家艺
术和文化理事会主席，以及参加此次亚洲
文明对话大会的外宾近 50 人参观。省委
副书记、省长刘宁，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张西明陪同参观。

在参观中，刘宁向外宾们介绍了青

海省的概况及在“一带一路”中的地理、
历史地位，并讲解了此次展览的主题和
重要意义。刘宁说，在亚洲文明对话大
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四点主
张”促进亚洲及世界各国文明平等对话、
交流互鉴。亚洲的各种文明和谐相处、
又相互影响，形成了亚洲文明的特点。
多彩、平等和包容的文明交流互鉴，有利
于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沟通、设
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推动各国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
来。本次有我省 100 余件国家一级文物
参加展览，外宾们可以通过参观了解“一
带一路”的前世今生，感受“一带一路”的
历史痕迹和历史传承。

刘宁在欢迎外宾参观展览的同时，
热情邀请外宾们走进青海、了解青海，
搭建双方沟通与交流的桥梁。外宾在参
观 后 表 示 ，展 览 全 方 位 展 示 了 青 海 在

“一带一路”中的地位，令人印象深刻，

非常精彩和震撼。希望与青海加强交
流，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
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
的桥梁。

据文化旅游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
17 日展览参观人数达 29.42 万人次，观众
留言 1576 条，组织讲解 496 次。参加第二
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及亚洲
文明对话大会的 80 名外国嘉宾参观了展
览。活动受到各界观众高度好评。

《山宗·水源·路之冲——“一带一路”中的青海》展览

迎来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外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