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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郑思哲）根据省交通
运输厅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实施方案，6月 19日，省交通运输厅
党组开展第一次专题研讨会。

研讨主要围绕“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主题展
开。各班子成员结合各自分管工作实
际，严格按照省委第二巡回指导组要求，
紧紧围绕党的政治建设、全面从严治党、
理想信念、宗旨性质、担当作为、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党性修养、廉洁自律等 8
个方面学习交流和集中研讨。通过学习

交流和集中研讨，进一步坚定了理想信
念，加深了对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认
识，拓宽了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的
视野，对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指导实践、推进工作有了更清
晰的思路，更明确的方向。

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要充分运用好
本次专题研讨成果，立足当前青海交通
运输事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埋头苦
干，认真践行“四个扎扎实实”重大要
求，在新青海建设中不断贡献交通力量
和交通智慧。

省交通运输厅

在新青海建设中贡献交通智慧

本报讯 （记者 李增平） 近日，水利
部发布 2018 年全国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成
果，青海省水土流失面积较 2011 年第一
次全国水利普查结果减少近 5000 平方千
米。

省水利厅相关负责人介绍，2018 年水

土流失动态监测工作的开展，使我省全面
掌握了全省年度水土流失面积、分布、强度
和动态变化，这项工作将为水土保持政府
目标责任考核、生态文明评价考核、生态安
全预警，以及我省水土保持和生态文明宏
观决策等提供支持和依据。

我省7年水土流失面积
减少近5000平方千米

本报讯（记者 吴梦婷）近日，国家发
改委、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等七部
门联合印发《第二批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
展示范园创建名单》，我省三家单位入选。

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创
建，旨在发挥创建单位的示范引领作用，
带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促进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此次我
省上榜的三家单位分别是河南蒙古族自
治县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海西蒙
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莫河骆驼场农村
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湟源县农村产业
融合发展示范园。

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全国有 110 个单位入选第二批国家农村

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在本次青海入选
的三家单位中，海西州乌兰县莫河骆驼
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和湟源县农
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富集文化旅游融
合资源，文化旅游发展特色鲜明，具有
一定乡村文化旅游发展基础。

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创建
成功后，示范园内项目建设在政策、资
金、用地等方面都将获得倾斜支持。我
省文化旅游部门将按照创建要求，帮助
具有文化旅游资源和发展优势的园区优
化创建方案，创新产业融合模式，健全
利益联结机制，将示范园打造成为我省
以旅游为主的产业融合发展的平台载体
和示范样板。

三家单位
入选“国字号”示范园

本报讯（记者 范程程）伴随着国家西
部大开发战略的进一步延伸，我省盐湖资
源综合利用开发已成为发展西部柴达木经
济的重头戏。7 月 9 日，记者从省工信厅
获悉，近年来，我省围绕国家级柴达木盆地
循环经济试验区等，构造了具有一定规模
的循环经济产业集群。从“单打独斗”的资
源粗放式开采到“吃干榨净”的循环开发利
用，再到“创新型产业集群”的加快培育，
青海盐湖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布局及战略均
已形成并渐入佳境，成为青海经济发展的
重要支柱产业之一。

盐湖资源是地球上多元素共伴生的特
有珍贵矿产，随着科技的进步，新兴产业的
发展，对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日益显现。
青海柴达木盆地是我国盐湖资源的聚集
区，探明无机盐保有资源储量达 3400 亿
吨，占全国盐湖资源总量的三分之一，其中
氯化钾 7.35 亿吨，氯化锂资源储量 1700 多
万吨，镁盐 50亿吨，被列入国家“西部十大
矿产资源集中区”。

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青海盐湖工

业已形成钾盐、钠盐、镁盐、锂盐、氯碱
五大产业集群，而跻身其中的金属镁项
目， 成为国家首批 13个循环经济试验区
之一——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的核心项
目。目前，钾肥生产基本成熟稳定，无论是
技术工艺水平，还是生产规模，均处于全球
领先地位，尤其近年来镁、锂生产的装备、
技术和工艺取得重大关键突破，相关产业
链条正在加紧布局、加快延伸，盐湖产业正
在显示无限的发展潜力与美好前景。

不仅如此，盐湖工业作为振兴青海经
济的四大支柱产业之一，从创业到创新创
优，如首次在世界上建成氯化钾含量仅百
分之二的固体钾矿开采基地；研发了世界
上低含量超高镁锂比卤水高通性吸附剂；
建成最大规模卤水 10 万吨电解法装置等
多项世界第一，使青海柴达木盐湖提钾处
于国际领先水平。

在创新之手的推动下，青海盐湖工业
实现“变道超车”，盐湖资源开发利用逐步
由粗放向精细转变，由单一向综合转变，初
步形成了盐湖资源深度开发与能源化工、

有色金属、新能源、新材料产业藕合发展的
循环产业体系。

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盐湖产业开发迈
向高质量发展。今年 5 月 30 日，青海盐湖
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2 吨纯镁锭产品从察
尔汗装车出发，搭乘中欧班列发往德国汉
堡，这是盐湖股份第一批出口欧洲的纯镁
锭产品。近几年，盐湖股份进军循环经济
领域，深加工产品不断涌现。

“有‘无机盐宝库’之称的察尔汗盐湖，
各类盐资源总储量达 600亿吨。”青海盐湖
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兴
富说，钾肥生产过程中盐湖卤水分级蒸发，
先后产生氯化钠、水氯镁石等生产废料，而
这些生产废料通过技术转化被加工成碱化
工产品、金属镁、碳酸锂，最
后尾矿又通过固体钾矿溶解
转化工艺回到盐田，盐湖资
源形成了“资源-产品-再生
资源”的循环利用模式。

“青海盐湖资源开发由
单一的初级加工向多元化产

品和精深加工转变，由价值链的低端向价
值链高端转变，产业由分散向积聚、多产业
融合和协同发展转变，初步实现了盐湖化
工与能源化工等产业的有机融合发展。”省
工信厅相关负责人说。

如今，青海积极推进“走出钾、抓住
镁、整合碱、优化氯”的战略布局，加快
实施聚苯硫醚、溴素、东西台碳酸锂等重
大项目。以盐湖资源综合利用为核心，通
过推进钾、钠、镁、锂、硼等资源的梯级
开发，到 2025 年，青海氯化钾产能将稳
定在 85 万吨，金属镁产能将达到 20 万
吨，纯碱产能将达到 600万吨，碳酸锂产
能将达到 10 万吨。届时，盐湖产业产值
将达到 1千亿元以上。

盐湖资源利用成我省重要支柱产业

本报讯（记者 范程程）7月 10日，一辆
满载青海乳制品的冷链运输车从西宁出
发，目的地是西安。“青海的乳制品越来越
受到省内外消费者的青睐，通过冷链运输，
食品在运送到目的地时仍然很新鲜。”青海
迅达冷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汪峰
说，得益于我省冷链物流体系全链式发展，
越来越多的优质农畜产品走出高原，服务
国内外消费者。

走进位于西宁生物科技产业园的青海
迅达冷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只见一辆辆
标志鲜明的冷链车整齐地停放在车库，冷
链车的驾驶室内，安装着多个可视化的操
作仪器。

“车内可实现双温双控，满足各类货物
运输的温度需求，可保证食品的新鲜度。”
汪峰说，通过 24小时监控中心的全天监控
平台，可实现实时语音通话、实时视频传
输、厢体内温度监控，从多方面保证货物安
全性。

冷链运输把“青海菜”端上全国各地餐
桌的同时，西宁人的餐桌也越来越丰富，人
们的夜宵也从以往的烤羊肉渐渐变成了海
鲜啤酒。在青海吃海鲜，以前简直是奢
望。现在，随着冷链运输的发展，从东海捕
捞上来的海鲜一天内送达青海人的餐桌、
在青海早上屠宰好的牛羊肉晚上就能到上
海广东。

产业链聚集带来各类创新链集聚。汪
峰透露，企业在西宁生物科技产业园正在
新建占地 110亩的冷藏、运输、仓储、配送、
中央厨房加工、销售、餐饮服务综合体为主
的冷链生鲜产业中心，着力打造省内最大
的以海鲜为主的综合性城市购物中心。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
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政府对食品安
全的监管力度逐年加大，青海融入全国统
一 大 市 场 的 步 伐 明 显 加 快 ，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往
来日益频繁，冷链物流需求呈快
速上升趋势。2016 年 6 月，青海
纳入全国冷链物流综合示范省
份，这对于青海这样一个农畜产

品资源富集、冷链物流基础薄弱的省份来
说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让身在西北的青海人吃到海味、让沿
海的外地人吃到山珍。今后，我省把强化
冷链物流硬件支撑作为重点工作，开展“牛
羊肉全程冷链工程”和“农批市场综合冷链
示范工程”建设。

基于牛羊肉产业链省内生产、省内供
应和全国外销的特点，青海省在牦牛和藏
羊的主要屠宰和区域集散中心西宁市、海
东市、海北藏族自治州，依托有条件的公司
屠宰、加工，批发交易市场和物流企业建设
清真牛羊肉预冷集配、低温加工与仓储配
送中心，购置和使用清真食品冷藏专用运
输车，与青海全国中高端餐饮市场牛羊肉
供应和“拉面经济”牛肉原料供应冷链物流
需求相适应。

以西宁市的青藏高原农副产品集散中
心和海东市的“丝绸之路海东海吉星国际
农产品交易中心”两个区域农副产品交易
市场为中心，联合有条件的企业，形成上下
游供应链联盟，共同实施冷链物流建设，打
造青藏高原地区冷链标准化综合示范基
地。

立足青海省产业特色，以牛羊肉、乳
制品、果蔬、水产品等特色农畜产品为重
点，以信息化、标准化为“两翼”，推行
全国农产品冷链流通监控平台数据直采系
统 和 全 省 冷 链 运 营 管 理 系 统 “ 双 网 融
合”，着力补短板、提水平，通过物联
网、大数据等手段，积极探索符合青海省
实际的冷链物流发展模式，着力解决冷链
物流瓶颈、补齐冷链物流短板。此外，发
展冷链共同配送，探索社区“最后一百
米”冷链配送服务模式，通过试点示范带
动效应，使青海冷链物流建设发生质的飞
跃。

冷链物流加快发展

早上屠宰好的牛羊肉
晚上就能到上海广东

本报讯（记者 卢晓茜）我省首部反
映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微电影《守望绿
水青山》，日前在人民视频、腾讯视频、优
酷视频、今日头条等国内主流视频网站
同步播出。

微电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故事原型均为近年来省内立案的环境资
源类公益诉讼案件，对引导公众重视生

态环境保护和宣传检察院公益诉讼职能
都具有很强的宣传和教育意义。

公益诉讼是新时代法律赋予检察机
关一项新的检察职能，其实质是通过法
律监督促进依法行政、维护公平正义、维
护公共利益。守望绿水青山，也是检察
机关彰显政治担当，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自觉服务和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体现，有利于实现双赢多赢共赢。

我省首部
检察公益诉讼微电影上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