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花木嵯）3 月 11 日，省
委副书记、省长刘宁在海东市互助土族自
治县调研脱贫攻坚、复工复产复学及春耕生
产等工作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和省委省政
府部署要求，坚定信心、强化措施，统筹做
好疫情防控和学校开学、春耕生产、脱贫
攻坚、复工达产等工作，确保有序开学、安
全生产、绿色发展。

春风拂面，大地复苏，疫情带来的阴
霾正在被春播的希望吹散。在塘川镇陶
家寨村，刘宁来到田间地头，与正在播种
的农民亲切交谈。听农民周德志说“用有
机肥好，吃着放心，还能卖个好价钱”时，

刘宁高兴地说，人勤春来早、战“疫”不误
农，要积极推广有机肥的使用，按照发展
有机农业的原则和标准，大力发展绿色、
有机、高品、安全农畜产品，打造青海品
牌，助推乡村振兴。

互助县台子乡富农蔬菜专业合作社
按照“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带动周
边贫困户增收致富，成效明显。刘宁对合
作社积极拓宽销售渠道，利用青海冷凉气
候，种植反季节蔬果出口中国香港的做法
给予充分肯定。他说，要把好机制巩固
好、完善好、拓展好，围绕产业扶贫，深入
开展“补针点睛”专项行动，增加产量、提
升品质、扩大出口，让扶贫产业稳得住、有

就业、能致富，不断巩固提升脱贫成果。
在互助县电商扶贫服务中心青绣园，

刘宁详细了解青绣产品的设计开发、扶贫
带动等情况后说，要把“青绣”产业作为与

“拉面经济”相得益彰的另一个特色产业
来培育发展，持续加大传统工艺设计创新
力度，聚力打造提升“青绣”品牌，不断提
高青海刺绣艺术的知名度与影响力，让千
万个绣娘在家门口、在炕沿边上“绣”出美
好的新生活。

近期，我省各地高中陆续开学，学校
的疫情防控措施是否到位，孩子们是否
能适应特殊时期的校园生活是省委省政
府十分关心的事情。在互助县第一中

学，刘宁来到学校医疗室、学生食堂、物资
储存室详细了解相关情况，走进教室体验
特殊时期的高三课堂。看到学校开学、教
学秩序井然时，刘宁给予肯定，并叮嘱相
关人员，一定要坚持疫情警惕性和防控要
求“两个不降低”，做到有序开学、安全上
课，让社会放心、家长安心。

当日，刘宁还来到青海通天河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和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
调研。他指出，要始终绷紧疫情防控和安全
生产的弦不放松，做到保“量”更保“质”，确
保不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同时，用足用活各
项优惠政策，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影响。

严金海、鸟成云一同调研。

刘宁在互助调研时强调

确保有序开学安全生产绿色发展

本报讯（记者 彭娜）我省一半贫困
人口吃上“阳光饭”！截至 2 月底，全省
4 类光伏扶贫电站累计发电 14.5 亿千
瓦时，总收益 11.6 亿元，带动 7.7 万户
28.3 万贫困人口脱贫增收，占全省贫困
人口的 52.5%。

近年来，我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脱贫攻坚工作的整体部署，充分利
用丰富的太阳能资源，大力发展光伏扶
贫产业，帮助贫困群众持续稳定增收、
巩固脱贫成果，促进贫困地区长远发
展。目前，全省建成四类光伏扶贫电站
装机规模 73.16 万千瓦，占全省光伏容
量的 8%，预期年发电产值 8.8 亿元，扶
贫收益 5.7亿元。

其中，争取国家光伏扶贫试点项目
容量指标 15 万千瓦，采取“企业全额投
资、贫困县落实用地、贫困户直接收益”
模式，选择条件相对较好的 8个贫困县，
建设分布式光伏电站，预期年收益 1500
万元。

争取国家“十三五”第一批村级光
伏扶贫项目容量指标 47.16 万千瓦，按
照贫困人口数量等因素，分配到全省
1622个贫困村，采取“政府投资、联村建
站、量化到县、确权到村”模式，通过市

州内联建、县域内联建的方式，建设 31
个村级光伏扶贫电站，预期年收益 5.3
亿元，村均收益 32万元。

落实全省“十三五”光伏建设规划
指标 10万千瓦，采取“政企投资、共建共
享”模式，由省扶贫开发局和央企，在海
南藏族自治州建设集中式光伏扶贫电
站，年收益分红 2500 万元，重点用于东
部干旱山区深度困难乡镇脱贫攻坚和
巩固成果。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投入帮扶资金
0.93 亿元，采取“跨县建设、帮扶地区收
益”模式，在格尔木市援建 1万千瓦光伏
扶贫电站，年收益 530万元，全部用于果
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脱贫攻坚。

四类光伏扶贫电站收益资金的 60%
将作为村集体经济，主要用于产业发展、
基础设施维修维护、农牧民教育培训、临
时救助等；40%作为扶持资金，通过设立
公益性岗位、以工代赈、以奖代补等形
式，帮助贫困人口、边缘人口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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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俊杰）又是一年
植树节。为丰富群众义务植树活动，
今年我省通过开展植树造林、认建认
养 、生 态 保 护 、抚 育 管 理 等 形 式 ，加
快“ 互 联 网 + 全 民 义 务 植 树 ”基 地 建
设，为适龄公民履行法定植树义务，
长年提供尽责形式的场所。

去年，我省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
的义务植树活动。其中，西宁市利用

“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试点城市的
契机，向市民发出“共享绿色发展 绿
化美丽家园”全民义务植树倡议，全市
建立 25 处全民义务植树接待点；海东
市连续举行义务植树“大会战”，并探
索“互联网+”造林模式，与中国绿化基
金会合作建设“蚂蚁森林”，完成柠条
造林 5 万亩；黄南、海东共同主办“民族
团结一家亲，牵手共植一片林”植树造
林活动，党员干部及各族群众共同营
造民族团结林。数据显示，去年全省
完成义务植树 1500 万株。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西宁市把创建
“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试点城市、建

设国家级全民义务植树基地作为主要任
务，将西宁北山美丽园和西宁（国际）园
林博览会园博园（湟中县蚂蚁沟试验林
场）申请成为我省两处国家级基地。另
外，北山美丽园日常养护管理项目作为
西宁市全民义务植树认养项目，现有 1
家单位、10位市民出资认养绿地。

今年，我省创新义务植树尽责形
式，通过开展认建认养、管护劳动、绿
化宣传、生态保护、抚育管理、捐资捐
物、志愿服务及其他形式，营建志愿
者林、青年林、巾帼林、援青林、友谊
林等“主题林”，进一步提高适龄公民
义务植树尽责率。尤其要加快“互联
网+全民义务植树”基地建设，为适龄
公民履行法定植树义务，长年提供尽
责形式的场所，西宁、海东要抓紧建
设国家已批复和两市已规划的“互联
网+全民义务植树”基地，逐步建立各
级各类“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基地
建设体系，实现义务植树线上线下双
轨并行，充分利用网络和智慧林业平
台提高公众的知晓率和参与度。

本报讯（记者 才让三智 通讯员 姚
江红）记者从青藏铁路集团公司了解到，3
月 10日格库铁路工程建设如期复工。

开复工前期，格库铁路建设指挥部提前
召集各参建单位召开协调工作会议，将疫情
防控和复工复产涉及的相关资料报至格尔
木市发改委，完成资料审核、批复和备案后，
对参建单位的生活区、办公区逐一检查。经
检查，格库铁路各工点防疫措施基本完善，
达到开复工条件，3月10日起恢复施工。

格库铁路建设指挥部还成立了疫情防
控领导小组，各参建单位对施工人员相关情
况实行日报制和疫情“零报告”，要求节后返
场人员，第一时间到社区备案并隔离，隔离
结束后持社区发放解除隔离通知书复岗。

参建单位对所有进场人员实行“一人一
档”，对返场人员身份证件、返格车票、健康申
报表、返场人员健康承诺书、进场人员信息登
记表、每日测量体温观察表、社区登记表等内

容建档管理，并及时跟踪进场人员动态。
施工期间，各工点将实行封闭式管理，

严格落实测温、消毒、个人防护、人员进场
登记等措施，进行定期、不定期检查，以确
保在施工期间的疫情防控不懈怠，确保参
建人员的身体健康和不发生疫情传播。

格库铁路预计今年年底将与乌鲁木齐
局管段同步开通，开通后从格尔木到库尔
勒将由原来的 26小时缩短至 12小时，格库
铁路的开通对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和青
海、新疆两省区经济社会发展，促进沿线地
区经贸往来和资源开发，加强民族地区团
结和巩固国防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格库铁路建设如期复工
建成后，从格尔木到库尔勒只需12小时

3 月 10 日，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长宁镇青海禾田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有机肥
车间内，工人们忙着包装。据工作人员介绍，全省正值备耕春播阶段，车间一天的
有机肥产量是200 吨，目前全省各地的订单量已经有3万多吨。

本报记者 郭红霞 摄

我省一半贫困人口
吃上“阳光饭”

“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
开启我省植树新模式

本报讯（记者 莫青）3 月 11 日，青海
师范大学中国史和地理学的博士后科研
流动站挂牌，实现了我省博士后科研流动
站“零”的突破，将在青海省高层次创新型
青年人才培养中发挥作用。

中国史和地理学是青海师范大学的
特色专业、品牌专业。学校长期重视对这
两个一级学科的建设，2013年双双成为学
校首批博士学位授权点获批学科。

青海师范大学校长史培军介绍，中国
史是青海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中少
数具有深厚积淀和学术影响力的学科之
一。以民族与宗教元素突出的青藏高原
东北部安多藏区及甘青民族走廊区域历
史文化研究作为特色领域，取得丰硕的研
究成果，走在了西北地区前列。

地理学是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国家
特色专业建设点和“省内一流学科”，是青
海省唯一理学博士点学科。近年来，通过
深入介入国家第二次青藏高原科学考察
研究，强力支撑青海省“一带一路”和“一
优两高”战略，发挥了高校以科研促进社
会经济发展的职能。

“博士后流动站的建设是一项复杂细
致的工作，学校将学习借鉴国内外一流高
校在管理服务、项目考核等方面的先进经
验，在培养学科带头人，争取更多有影响
有竞争力的科研项目等方面，全方位、深
层次、前瞻化的谋划和实践，创新工作思
路，找准发展定位，让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发挥应有的作用和价值。”青海师范大学
党委书记毛学荣说。

青海师大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挂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