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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4月，青藏高原的绿意由东向

西逐步浸染。地处祁连山腹地的海北

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虽未完

全 返 绿 ，但 田 间 地 头 早 已 人 头 攒 动 。

他们不是忙着春播，而是忙着丰收。

对！没有听错，丰收的就是俗称

“ 人 参 果 ”的 高 原 特 色 农 产 品 —— 蕨

麻，让高原人民“错峰”享受了一把丰

收的喜悦！

据当地蕨麻种植户介绍，每亩蕨

麻地每年能获得利润 2500 元左右，比

种植青稞和油菜收入高出 3倍多。

这个高原特有的植物资源，从野

生到人工种植；从藏于“深闺”到备受

市场欢迎，从当地百姓自食的“小吃”

到 助 农 增 收 …… 野 生 蕨 麻 的 人 工 驯

化，为青海发展特色经济增添了新品

种，为促进乡村振兴开创了新路径。

驯化野生蕨麻的就是青海民族大

学青藏高原蕨麻研究中心团队。25 年

来，他们锲而不舍、不计得失，在自然

条件异常艰苦的青藏高原用脚步丈量

大地，出版《中国蕨麻》《青藏高原蕨

麻》两部学术专著，发表期刊论文 70余

篇，授权国家专利 10件，让梦想变为现

实。

这个中心团队的 12 名成员，平均

年龄只有 34 岁。2015 年他们获得青

海“高原工人先锋号”，2022 年又荣获

“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

中心团队负责人李军乔谈起 25年

的 科 研 路 时 说 ：“ 科 研 之 路 崎 岖 且 坎

坷。但是随着对蕨麻这一物种研究的

深入，我们对其产生了感情。它是一

种 伟 大 的 植 物 ，对 青 海 有 着 独 特 的

‘爱’，用一生守护着三江之源生态脆

弱地，并且用自己的根块滋养着当地

百姓。将其优势扩大化，让青海蕨麻

反哺青海的生态与经济发展，是我们

最大的愿望！”

蕨麻属蔷薇科委陵菜属，虽然它

生长范围很广，但是只在青藏高原才

膨大形成块根，且营养全面，食用价值

高。蕨麻具有抗缺氧、保肝护肝、抗肿

瘤、抗疲劳、抗病毒、提高免疫力等功

效，药用价值不菲，是青藏高原特有的

药食同源的珍稀植物资源。蕨麻生态

适应性强、地面覆盖度高、可促进单子

叶植物生长，是极好的生态修复植物

类型。

但长期以来，野生蕨麻因其营养

价值和美味，受到无序开采，造成草场

严重毁坏，青海省 2009 年将其列入禁

止采挖的范畴，随后，列入青海省第二

批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

野生蕨麻不能继续无序采挖。但

能不能驯化，进行人工栽培，通过人工

种 植 的 方 法 来 缓 解 对 生 态 环 境 的 破

坏，同时发展特色经济，促进乡村振兴

和产业化等等，成为盘桓在李军乔脑

海中挥之不去的问题。

李军乔为此成立了研究团队，任

中心负责人，开始了她 25 年的科研探

索路。没有任何科研经费，李军乔自

己 垫 付 资 金 ，各 项 试 验 都 是 亲 力 亲

为。蕨麻属于匍匐茎，长得很低矮，

测量数据时必须趴在地上用尺子一个

个量。一些数据的采集要求同一个人

在同一个地点、同一个时间、同一片区

域完成，每个生育期都要这样做，工作

量大得惊人，李军乔经常累得直不起

腰。

一次次失败，一次次打击，一次次

哭泣，哭过之后擦干眼泪继续试验……

功夫不负有心人，蕨麻人工驯化终于突

破，实现了连年丰收，解决了产业存在的

瓶颈问题，并在全国率先审定通过了“青

海蕨麻1号”“青海蕨麻2号”“青海蕨麻3
号”3个蕨麻地方品种。

但是新的问题仍在接踵而至。李

军乔说：“除了人工驯化的难题外，还

有另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蕨麻不

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食品目录及国家

药品目录中，这阻挡了蕨麻的产业发

展。”

新一轮的“攀登”再次“起航”。在

李军乔的带领下，团队编制发布了“蕨

麻”国家标准和“蕨麻品种观察记载标

准”等 7个蕨麻地方标准，为蕨麻商品、

种质资源评价、育种、栽培提供了理论

依据。2021 年，编制发布《食品安全地

方标准蕨麻（干制品）》地方标准，标志

着蕨麻进入青海省食品目录，为蕨麻

产业化提供了法定依据。

今天，在中心团队的努力下，3 个

蕨麻品种在青藏高原累计推广种植 19
万余亩（约 12666 公顷），新增产值近

30 亿元，人工种植的蕨麻品质优于野

生蕨麻，产量比野生的高 10倍以上；通

过人工种植，遏制了对野生蕨麻的无

序采挖，保护了 380 万亩（约 253333 公

顷）天 然 草 甸 ，取 得 了 明 显 的 经 济 效

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

李军乔和团队并没有因此停下脚

步，她说：“团队已经准备好迎接新的

挑战！”

——记“全国工人先锋号”青海民族大学青藏高原蕨麻研究中心

一个团队和一条一个团队和一条2525年的探索之路年的探索之路

本报讯（记者 田得乾）“五一”期

间，青海交通运输系统周密部署、科学

调度、精心服务，全力做好应急保通和

运输服务保障等各项工作，全省交通运

输行业运行整体平稳有序。

全省客运场所严格按照疫情防控

要求，落实消毒通风、旅客测温、“健康

码”“行程码”查验、隔离区设置和发热

人员移交等措施，做好从业人员个人防

护和健康监测。严格客运班线查验和

乘客信息登记，对跨省进出涉疫地区司

乘人员严格落实提前报备，强化闭环接

驳。严格执行汽车客运站“三不进站、

六不出站”规定，坚决防止违禁物品进

站上车。

全面做好运输服务保障，严格落实

“五一”假期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高速

公路服务区全力保障餐饮、停车、如厕、

加油等各项服务。加强公路养护，强化

安全巡查，有效应对全省部分地区降温

降雪天气，为民众出行提供“畅、安、舒、

美”的公路通行环境。

强化路网运行监测和全省高速收

费、服务设施开放情况的核实跟踪，

做好疏堵保畅，科学合理设置公路服

务区和“两码一检”核验区，优化检

查工作流程，最大限度减少群众等候

时间。

4 月 30 日至 5 月 4 日，全省高速公

路总交通量为 88.53 万辆，其中 7 座及

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 60.94 万辆，免

收通行费 1185.26 万元；累计投入客运

车辆 6877 辆次，总客位数 25.01 万座，

完成道路客运量 35.82 万人；投入客运

船舶 124 艘，客位数 1813 座，完成旅游

客运量 0.81万人。

全省交通运输整体平稳有序

本报讯（记者 陈晨） 近日，记者

了解到，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围绕落实“十四

五”就业促进规划，从促发展扩就业、

抓重点强服务、强培训提素质、严执法

维权益 4 个方面入手，持续推动实现更

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不断提升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坚持经

济发展就业导向，通过将落实好阶段性

降低失业工伤保险费率政策、失业保险

稳岗返还政策和企业吸纳就业的担保

贷款、就业补贴等政策，打好“降返补”

政策“组合拳”，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做

大吸纳就业的“蓄水池”；突出高校毕业

生、退役军人、农民工、脱贫劳动力、就

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通过落实落细

各项就业政策、精准搭建供需对接平

台、开展有针对性的就业指导、因人因

需提供就业援助、组织专场招聘活动、

实施专项帮扶计划等举措，促进各类劳

动者就业创业。对市场渠道难以实现

就业的，按规定通过公益岗位进行安

置，确保零就业家庭及时动态清零，切

实兜牢困难人员的民生底线。

同时，瞄准市场需求，实施职业技能

培训质量提升行动，全面提升劳动者素

质；大力开展岗前、转岗转业、岗位技能

提升和企业新型学徒制等培训，加大企

业技能人才培养；开展职业技能竞赛活

动，以赛促学、以赛选才。加强劳动保障

监察执法，畅通举报投诉渠道，督促企业

依法落实劳动合同、劳动报酬、社保缴

纳、休息休假等制度，切实维护好广大劳

动者合法权益；开展根治欠薪专项行动，

依法解决好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青海省落实“四大举措”实现高质量就业

本报讯（记者 魏爽）“五一”假期

期间，全省公安机关按照省委省政府和

公安部党委部署要求，强化使命担当、

忠诚履职尽责，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维

护安全稳定工作，有力确保了全省社会

大局稳定、治安秩序良好。截至 5 月 4
日，全省公安机关共接三类主要有效警

情同比下降 22.7%。其中，刑事类警情

同比下降 11.76%；治安类警情同比下降

20.68%；交通事故类警情同比下降25%。

全省公安机关牢固树立“隐患清

零、风险全控”理念，从严从实从细抓好

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措施的落

实。期间，各地公安机关全面提升社会

面防控等级，启动公安武警联勤武装巡

逻一级勤务，严格落实“1、3、5 分钟”快

速反应处置机制，日投入警力 4400 余

人次、车辆 600 余台次、50 个公安武警

联勤武装巡逻组重点加强人员密集场

所的巡逻防控。持续深化安全稳定风

险隐患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和“防风险、

除隐患、降发案、保平安”专项行动，加

大对涉黑涉恶、涉枪涉爆、电信网络诈

骗和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制假售假等

违法犯罪活动打击治理力度，有力维护

了良好社会治安秩序。针对性加强景

区、农牧区及高速公路进出城等重点路

段的巡逻值守，严查酒驾醉驾、超载、疲

劳驾驶等违法行为，确保了道路交通安

全形势平稳。优化防疫检查站点设置，

全力做好物流保通保畅工作，重点服务

好民生物资、生产物资、防疫物资等重

点物资运输，积极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

定。28 个疫情防控联合检查站点共出

动查控警力 1405 人次，检查车辆 8万余

辆次，人员 9.2 万余人次，劝返车辆 490
余辆次，劝返人员 900余人次。

同时，全省公安机关始终把政治建

设放在突出位置，持续保持“任务在前、

公安当先”的作风，严格落实 24 小时应

急值守、值班备勤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

制度，确保安保维稳工作环环相扣，不

出纰漏。密切关注队伍思想动态和现

实表现，严格落实领导责任，紧盯关键

环节，认真细致做好内部管理，未发生

任何违纪违法问题。

三类主要警情同比下降22.7%

“五一”期间

全省社会大局稳定
治安秩序良好

本报讯（记者 王菲菲） 近日，西

宁海关所属西宁曹家堡国际机场海关

向某公司作出没收侵犯知识产权货

物，处以 2.06 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该案为西宁海关在青海省进出口环节

首次查获侵犯知识产权案件。

2021 年底，该公司向该海关申报

一批手提包，经海关关员查验，发现该

批货物中的 9083 个手提包涉嫌侵犯

15 个商标专用权。经联系确权，相关

权利人确认上述产品为侵犯其商标专

用权的产品。西宁曹家堡机场海关经

过立案调查，认定当事人出口的货物

所使用的标识与权利人在海关总署备

案的商标权相同/近似，且事先未经相

关权利人许可，属于侵犯他人商标权

的行为。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商标

法》第五十七条第（一）项及第（二）项

的规定，构成出口侵犯他人商标权的

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

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

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

作出上述行政处罚决定。

据西宁海关综合业务一处副处长

郭庆斌说：“西宁海关一直秉持打击侵

权与规范管理并重，有效保护与便利

贸易兼顾的理念，坚持以‘龙腾’专项

行动为抓手，在货运渠道持续加强对

进出口侵权货物的监管，针对关键领

域、重点环节、重点行业开展集中查

缉，既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又确保公共

利益和激励创新兼得。”

西宁海关持续推进西宁海关持续推进
进出口环节知识产权保护进出口环节知识产权保护

本报记者 董 洁

记者近日在大南山隧道施工现场看

到，作业机器声轰鸣，几十名凿隧铁军各

司其职，现场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

“目前我们正在做项目控制性工程

大南山隧道进洞施工前的准备工作，隧道

长3.8公里，按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标准

建设，设计速度60公里/小时。”青海省交

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G109小峡口改建

工程项目办副主任郭海说。

G109 小峡口(王家庄至昆仑路段)
改建工程位于小峡口附近，小峡口以

西为西宁市、以东为海东市，是西宁市

的东大门，进青入宁的必经之路，战略

位置十分重要。项目的建设将有效解

决小峡口瓶颈制约问题，提高区域通

行能力，促进兰西城市群和西宁海东

一体化发展，提升地区交通安全保障

水平和应急保障能力。

郭海指着已经建好的工地试验室

告诉记者，目前工地试验室已经建成，

钢筋加工配送中心、混凝土拌和站也

正在加紧建设中。

记者在现场看到，远处挖掘机、破

碎机、装载机都在不停忙碌，发出“咚咚

咚”“隆隆隆”的机器声，一台台挖掘机

忙碌作业，运输车来回穿梭，近处，工人

们有条不紊地进行施工作业。

“小峡口是连接西宁市与海东市的

最重要通道，区域内公路、铁路、电力通

信、供水燃气管线分布密集，主要有G6
京藏高速、G109、S305(民小公路小峡

段)、G0612 西和高速 (南绕城)、兰青铁

路、兰新客运专线 (高铁)、永登至西宁

750千伏、曹家堡至杨乐变 330千伏等。

小峡口的各种管线、管道、公路、铁路过

于集中。”郭海说，项目将从突破瓶颈、拓

展通道、挖掘潜能、强化功能，完善路网、

多点外联，巩固主轴、增加辐射、新增通

道、解决拥堵等方面进行施工。

“我们将全力推进项目建设，争取

2024 年底建成通车。”郭海说，目前，工

地上有 80 多名工人在作业，G109 小峡

口段的全面改建将基础设施建设和绿

化、美化等全面融合，同时项目控制性

工程大南山隧道施工难度相对较大，

将备足施工材料，推进工程进度。

据了解，本项目路线全长 7.013 公

里，计划建设工期 3 年，项目起点位于

海东市唐蕃大道与既有 G109 衔接处，

自起点沿既有 G109 向西布设，下穿兰

新客专及G0612西和高速后，以隧道穿

越大南山和 G0612 西和高速杨沟湾互

通区，之后明挖昆仑大道布设下沉隧

道，至终点昆仑大道与金硅路交叉口。

建成后不仅使小峡口段的交通通行能

力大大提高，更重要的是这一交通要道

的改建将全面拓展小峡口片区的空间，

加快培育发展兰西城市群建设。

GG109109小峡口小峡口((王家庄至昆仑路段王家庄至昆仑路段))
改建工程刷新改建工程刷新““进度条进度条””

为进一步
创新社区治理
模式，完善社
区治理体系，
转变职能提高
工作效率，西
宁市城北区火
车西站街道火
车西站社区打
破“坐等上门”
的服务模式，
设立社区“移
动办公桌”，服
务 深 入 到 楼
院，群众在家
门口就可以了
解民生政策，享
受贴心服务。

本报记者
李娜 通讯员
赵辛霞 摄

本报海西讯 （记者 谭梅 通讯
员 王宝军） 记者近日从海西蒙古族

藏族自治州质量提升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获悉，在青海省 2021 年市州质量

工作考核中海西州名列全省第一，这

是海西州连续第 3 年获得全省质量工

作考核第一名。

海西州是青海省经济发展的重点

地区，也是柴达木循环经济的主战场，

质量提升工作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有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海西州

从质量强州的战略高度，把质量工作

融入经济发展大局，做到了以质量提

升促进经济发展。据海西州市场监管

局负责人介绍，2021 年在海西州产品

质量监督抽查中，农产品、制造业产品

质量合格率达到95%以上，工业产品质

量综合合格率96%以上，成品油质量合

格率 100%，重点农畜产品质量合格率

100%，药品监督抽检合格率100%。

今年海西州将切实深化质量工作

机制，细化质量监管措施，强化质量安

全保障，优化质量提升氛围。把质量

提升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和

改善发展环境的重要手段，以高水平

的质量工作推动海西经济高质量发

展。

海西州连续三年海西州连续三年
全省质量考核第一全省质量考核第一

本报讯（记者 叶文娟 通讯员 王
丽华） 记者近日从青海省自然资源厅

获悉，青海省已全面启动全民所有自然

资源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机制试点，此

次试点以“主张所有、行使权利、履行义

务、承担责任、落实权益”为主线，以调

查监测和确权登记为基础，积极构建归

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

畅、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

度，促进资源高效配置，实现资产保值

增值。

近期，青海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

公厅印发了《青海省全民所有自然资源

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机制试点实施总

体方案》，明确了改革任务的时间表、路

线图。针对全民所有的土地、矿产、森

林、草原、湿地、水和国家公园等 7 类自

然资源资产开展所有权委托代理机制

试点，重点探索对象为草原资源、湿地、

水资源和国家公园。玉树藏族自治州、

果洛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对全

民所有草原、湿地、水进行试点探索；三

江源国家公园作为独立单元开展委托

代理试点。

在试点推进中，青海省着力摸清资

产家底，启动了森林、草原、水资源和湿

地专项调查，完成了 2021 年度地下水

资源调查监测评价工作；完成了三江源

国家公园园区内水流、森林、草原、荒

地、滩涂等全要素全民所有的自然资源

确权登记；积极探索资源转化为资产的

通道，初步搭建完成了各类自然资源资

产省级清查价格体系，黄南藏族自治州

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工作稳步

推进，共处理 26.5 万个图斑，完成国有

土 地 5.804 万 公 顷（87.06 万 亩）、森 林

45.01 公顷（675.17 万亩）、草原 121.9 万

公顷（1829.39 万亩）、湿地 5.98 万公顷

（89.8 万亩）、矿山企业 35 个的实物量

清查。

同时，青海省积极探索资产监管机

制，把完善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报告制度

作为依法行权履职的重要工作，探索建

立了“报告+报表+图件”三维一体的专

项报告模式，高水准向省人大常委会报

告了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图文

并茂、客观准确反映了国有自然资源资

产的数量、分布、质量、生态保护等情

况，首次交出明白账，为科学监管积累

了实践经验。

青海全面启动全民所有自然资源青海全面启动全民所有自然资源
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机制试点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机制试点

本报西宁讯（记者 倪晓颖） 5 月

5 日，记者从西宁市财政局获悉，在省

财政厅的支持和指导下，西宁市政府主

动作为、积极争取，成功入选 2022 年度

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城

市，喜获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奖补资金

7500万元。

据了解，在“十四五”开局之年，西

宁市银行业存贷款总量显著增长，货币

信贷支持力度不断加大，金融业已成为

西宁市经济发展的新支柱产业，2021
年 GDP 占比达到 13.5%，金融机构人民

币存贷款余额增长 4.9%。截至目前，

西宁市有金融机构 230 余家，占全省金

融机构数量的 75%以上。各类金融机

构存贷款余额突破 1 万亿元大关，分别

占全省存贷款余额的 70%和 80%，位居

全省首位。

入选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后，西宁

将创新金融服务，引导更多财政金融资

源支小助微，实现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

规模有效扩大、融资成本大幅降低、融

资便利度明显提升，有效缓解“融资难、

融资贵、融资慢”问题。同时，普惠金融

发展示范区还将促进金融基础设施建

设更加完善，通过建成全省领先的普惠

金融综合服务平台，有效解决银企间信

息不对称的问题，提升企业融资便利

度。西宁市将通过 3 至 5 年，显著提高

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覆盖率，降低融

资成本，扩大融资规模，提升金融服务

质量，优化金融生态环境，积极打造融

资便捷、服务高效、创新活跃、惠及民生

的金融服务体系。

西宁入选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西宁入选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