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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省青稞产业发展迅速，带
动了青海地方的经济发展，盘活了青海青
稞的潜在优势，带动了人民增收创收。我
省未雨绸缪逐步实施打造青稞繁育基地，
扶持深加工企业，制定一系列的标准规
范，打造青海省的青稞品牌，一系列成就
有目共睹。

得天独厚的青稞环境
家住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南县茫拉乡

克周新村的侯万祯，家里有几十亩农田，
这几年都在种植青稞，每年开春时他就会
到处打听购买良种，经过一年的精心照
顾，盼望着有个好收成。

“今年家里共收了 5000 多公斤青稞，
收成还算可以，但不是最好的。现在我不
用担心销售的问题，每年都会有收购公司
的人上门收购，既省心又放心。”侯万祯高
兴地说。

像侯万祯这样种植青稞的农户在村里
还有很多，在克周新村共有 200多户农户，
其中有一大半的农户都在种植青稞。

近几年，青稞的价格始终保持在一个
相对稳定的区间，而且明显比其他农作物
的价格高，种植户得到了切身的利益和实
惠，所以种植青稞的农户逐年增加，全省的
青稞种植面积和产量也在逐年增长。

据统计，近年来，我省青稞常年播种
面积均达 100 万亩左右，总产量约 16 万
吨 ，占 粮 食 播 种 面 积 的 26%，总 产 量 的
17%，青稞逐步成为青海继油菜、马铃薯、
小麦之后的四大作物之一，而且是其中最
具特色的一种农作物，受到广大人民群众
的青睐。

同时，我省加大了青稞育种的力度，
经过几年的努力，青稞育种水平达到了全
国领先地位，不仅建设了 6 万亩的良种繁
育基地，从源头上增强了青稞育种水平，
还设立了 50万亩高标准的生产农田，部分
良种的单产产量达到了千斤大关。多种
因素为我省青稞高质量、高产量建设目标

提供了强劲动力。

优势明显的青稞产业
10 月 31 日 17 时许，在青海高健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内，几名工作人员正在将生
产好的青稞饼干装入包装盒内，包装盒上
的绿色食品和零添加的标志十分醒目。

“现在像这种以青稞为原材料制成的饼
干，很受消费者的青睐，人们对青稞的营
养价值和所含的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认
知度提高了很多，所以青稞制品的销量很
好。”青海高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寿栋说。

杨寿栋从 2012 年开始就看好青稞产
业，并进入青海从事青稞的加工。他说，
青海不仅适宜青稞的生长，而且青海绿色
无污染的生态环境更是让青稞拥有了与
生俱来的标签，这是其他地方的青稞所不
能媲美的。

青海高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从一开
始的初加工到现在的精深加工，从以前单

一的饼干制品到现在种类繁多的青稞产
品，从之前单一的向外地出售青稞原粮，
到现在将青稞精深加工，产出附加值高的
高端产品，青稞产品销往全国各地，不仅
能加快我省的经济发展，还能将青稞标准
留在青海，让青海引领全国青稞市场。

值得一提的是，青海高健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在全国范围内率先研制了从青稞
中提取的 β 葡聚糖的饮品，目前生产线已
经全部安装完成，预计一个月后将会产出
成品。

今年我省还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成立
了青海青稞产业联盟，将青稞的种业、种
植、加工、研发等一系列的产业链连接起
来，进一步提升我省精深加工的能力，同
时加大了推广力度将我省青稞的特色产
品推广出去。

备受青睐的青稞制品
10 月 30 日，在一家超市的地方特色

货架前，张女士在挑选由青稞为原材料

制成的麦片。两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
她了解到，青稞营养价值和其所含的丰
富微量元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就将
家人的早餐换成了青稞麦片，搭配上其
他副食，不仅美味还营养丰富。张女士
说：“我家里早餐吃青稞麦片已经两年
多，不仅味道好，更重要的是它里面的
营养价值和膳食纤维都高，孩子和丈夫
都挺爱吃的。”

记者大概数了一下，在货架上以青稞
为原材料制成的各种食品有 23种，其中绝
大多数的产地是青海本地的。在其他几
家大型综超，也有种类不同的青海青稞产
品，有饼干、糕点、膨化食品、裸青稞和含
青稞提取物食品等附加值高的青稞加工
商品。

据悉，我省种植的青稞和青稞制品除
供应本省外，还销往甘肃、西藏、四川等省
区，商品率高达 83%，加工率达到了 60%，
这在全国藏区范围内居于前列。

我省还是藏区青稞加工转化率最高
的省份，目前全省从事青稞加工的企业共
有 18 家，其中省级以上龙头企业 6 家、中
国驰名商标 3 个、青海省著名商标 9 个、

“三品一标”认证产品 1个。
近年来，借助农业农村部和国家扶贫

办将青海青稞产业作为我省深度扶贫的
项目，给我省深度扶贫带来了一个启示，
因地制宜找产业，不仅要找特色产业更要
找稀缺产业，还要在提高品牌知名度、影
响力上做文章，以品牌振兴推动特色产业
发展，加快推进青稞及附加产品的营销体
系建设，加快推动青稞特色产品销往国内
大市场。

伟大宣示鼓舞人心，浩荡征程再启新
局。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
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
我省广大党员干部中引起强烈反响。大
家一致认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在世
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处在“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会点上，召开
的一次具有开创性、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
议。全会通过的《决定》，深刻回答了我国
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应该“坚持和巩固什
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一重大政治命题，
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是一篇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宣言书，充分体现了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的
战略眼光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大家一致
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坚
定信心，保持定力，锐意进取，开拓创新，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努力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向
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不断前进。

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大家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
有显著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是当代中国
发展进步的根本保障，这是从历史和现实
中得出的鲜明结论。

省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党晓勇
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一次具有开创
性、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随着全会精
神的贯彻落实，必将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把我国制度

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优势，产生重大
而深远的影响。

省工信厅党组书记、厅长洪涛表示，
全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审议通过了《决
定》，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和长远
出发，准确把握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
体系的演进方向和规律，深刻回答了“坚
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
大政治问题，是完善和发展我国国家制度
和治理体系的纲领性文件。

“用一次中央全会专门研究国家制度
和国家治理问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
第一次。这是从政治上、全局上、战略上
的全面考量，既是毫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方向的政治宣示，也是坚定不移
将 新 时 代 改 革 开 放 推 向 前 进 的 政 治 动
员。”省扶贫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丰胜说。

在 13 个“坚持和完善”中，“坚持和完
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科学执政、
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放在首位。省
科技厅党组成员、副厅长、一级巡视员毛
学荣表示，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
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坚持改革创新，才能为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证。

显著优势，昭示未来

大家认为，在实践中，我国国家制度
和国家治理体系展示出多方面的显著优
势。长期保持并不断增强这些优势，是我
们在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努力方向。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
长王定邦表示，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统
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充分体现了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的
战略眼光和强烈的历史担当，这为今后工
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立足青海发
展大局，健全有利于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的促进机制，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
系，推动全省人社事业取得新的发展。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的千年大计。省生态环境厅信息中心主
任助理陈良博说，作为一名生态环保人，
将在工作中努力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以实际行动让三江之源的
美丽永驻。

“群众关心的‘小事’，就是我们的‘大
事’。”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广大干部表示，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
我们来说，当前很重要一点就是要着力解
决企业对营商环境的诉求，以企业、群众
期盼为出发点，让企业安心谋发展，让群
众办事更满意。

大家一致认为，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的经济发
展和社会长期保持稳定两大奇迹，充分证
明了我们的制度优势。面向未来，坚持和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挥和
增强我们的制度优势，一定能创造出新的
更大奇迹。

深入学习，全面落实

大家表示，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关键时期，要更加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在坚持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下更大功夫。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最终的落脚点是学以致用、学以促
用。”我省党的十九大代表才仁吉藏说，在
今后工作中，一定要按照全会精神、对标
13个“坚持和完善”，结合我省实际情况综
合提升治理能力，为国家发展和长治久安
提供坚强保障。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国际合作与
科技宣教处处长翟进全表示，将把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首
要政治任务，全面把握、深刻领会四中全
会精神实质，吃透精神、把握精髓、融会贯
通，使四中全会精神真正落实到行动上、
贯彻到工作中，为建设国家公园示范省贡
献力量。

省政府办公厅二级调研员宋慧明说，
作为一名省政府办公厅的干部，我将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努力在贯彻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上走在前、做表率，把全会精神转化为
做好“三服务”工作的标准，不断提高自己
的能力和水平，为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
人民群众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而努力。

大家一致表示，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全
会精神同当前各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把
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焕发出来的热情、激发
出来的动力，体现在扎扎实实抓好正在做
的各项工作中，体现在推动青海改革发展
稳定各项事业中，体现在富裕文明和谐美
丽新青海建设中，以实际行动确保党中央
决策部署在青海落地见效。

（执笔记者:孙海玲 参与记者：花木
嵯、解丽娜、王臻、宋明慧、陈晨、田得乾）

坚定信心 开拓创新
努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我省广大党员干部热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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