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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宋明慧） 近日，青

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邀请相

关专家，采用线上方式组织召开 2021
年第一批林业改革发展资金湿地保护

与恢复项目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建设项目二标段——青海湖流域湿地

野生动物天敌物种监测项目（下称《项

目》）专家验收会，经过认真审查和质

询讨论，一致同意《项目》通过验收。

据了解，依托本《项目》开展，完成了

青海湖流域湿地天敌物种本底调查和监

测，明确了流域湿地天敌的种类、分布和

种群规模，建立了青海湖流域湿地天敌物

种名录和数据库；评估了青海湖流域湿地

主要天敌物种猛禽和食肉目兽类的优势

种及其适宜栖息地，绘制了青海湖流域湿

地优势天敌物种分布图，估算种群密度及

数量；拍摄了流域湿地天敌物种照片500
余张，视频资料超过100分钟。

青海湖流域共分布猛禽和食肉目

兽类 44 种，隶属于 2 纲 4 目 8 科 28 属；

此次调查监测中共发现猛禽和食肉目

兽类 16 种，隶属于 2 纲 4 目 7 科 12 属，

野外调查种数占当地天敌物种总种数

的 36.36%。按分类阶元分析当地天敌

物种组成分析，纲水平上，鸟纲猛禽共

28 种，占青海湖流域湿地野生动物天

敌物种总数的 63.64%；其余 16 种为哺

乳纲物种。目水平上，鹰形目鸟类最

多 ，达 到 20 种 ，占 天 敌 物 种 总 数 的

45.45%；其次为食肉目兽类，达到16种，

占天敌物种总数的 36.36%。科水平上，

鹰科鸟类最多，达到 19 种，占天敌物种

总数的 43.18%；其次为隼科鸟类以及猫

科、犬科、鼬科兽类，分别各5种，均占天

敌物种总数的 11.36%。属水平上，隼属

鸟类最多，达到 5 种，占天敌物种总数

的 11.36%；其次为鵟属鸟类，达到 4种，

占天敌物种总数的9.09%。

在青海湖流域全部 44 种天敌物种

中，IUCN 红色名录评估的受威胁（易

危、濒危、极危）物种共7种，包括濒危物

种 4 种，易危物种 3 种；另有近危物种 4
种。中国脊椎动物红色名录评估的受威

胁物种共17种，包括极危物种1种，濒危

物种 8种，易危物种 8种；另有近危物种

19种。该区域天敌物种中，国家一级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共11种，国家二级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共29种，其中共有14种在

本项目的野外调查监测中被发现和记

录，包括 4 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和10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国 家“ 三 有 ”野 生 动 物 共 9 种 ；列 入

CITES附录的共 39种，其中 5种被列入

附录Ⅰ，31种被列入附录Ⅱ，3种被列入

附录Ⅲ。调查中发现中国特有种1种为

荒漠猫。

监测到猛禽和食肉目兽类44种，明确了流域湿地天敌种类、
分布和种群规模，建立了物种名录和数据库

青海湖流域湿地天敌物种青海湖流域湿地天敌物种
本底调查和监测完成本底调查和监测完成

本报记者 程宦宁

11 月 18 日，巴塘草原渐显冬日寒

意，然而草黄牛羊肥，对于玉树藏族自

治州曲麻莱县的牧民来说，这也正是

收获的季节。随着育成牛羊出栏，辛

苦了大半年的牧民们迎来了畜牧业生

产的“大丰收”。

“首届‘江源玉树·天上曲麻莱’万

头牲畜集中出栏活动暨全县干部群众

冬肉采购活动正式开幕……”随着“一

声令下”，现场传出了阵阵掌声和欢呼

声，人群也开始涌向扶贫一条街的道

路两旁。

此刻，道路两旁的货架已经连成

了长龙，货架上整齐地摆放着牛羊肉

产品。不一会，街道上就满是商贩的

吆喝声和牧民群众的讨价还价声。

曲麻莱县副县长郭朝晖介绍说，本

次活动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方

式，组织开展本地绿色有机畜产品展销

活动，有效搭建起牛羊养殖户、畜牧业

合作社与消费者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打

通农畜产品供销“最后一公里”。

达杰是曲麻莱县巴干乡麻秀村的

牧民。这天天还没亮，他就开车拉着

牛胴体来到扶贫街，然后马不停蹄地

给自家牲畜消毒、检疫、登记。

“初冬是草原上牛羊出栏的季节，

要进入市场这些流程一定要做好。”达

杰接着说，“还是党和政府好，啥时候

都想着我们百姓，不光给我们搭建了

一个这么好的销售平台，还让我们享

受政策补贴，这牛卖得心里就是一个

舒坦。”

达杰口中的补贴，其实就是曲麻莱

县委、县政府认真贯彻落实“疫情要防

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重大要求

的一项具体举措。郭朝晖说：“为了确

保牲畜早出栏、多出栏、快出栏，应出尽

出，节约养殖成本、力求收益最大化，精

准算好‘过冬账’‘经济账’‘长远账’，我

们以量定标，采取牲畜出栏‘以奖代补’

奖励机制，推行了‘12’和‘345’奖励模

式，即：35-50斤(1公斤=2斤)羊肉每只

奖励 100 元，50 斤以上羊肉每只奖励

200 元；180-270 斤牛肉每头奖励 300
元，270-380 斤牛肉每头奖励 400 元，

380斤以上牛肉每头奖励500元。”

日头逐渐升高，市场也愈发火热，

牧民、客商，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灿烂

的笑容，在街尾来购买牛羊肉的小车

也排起了长队。

“我家的牛都是纯天然绿色有机

牧场放养的！”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刚

卖了一头牦牛的才仁达哇笑得合不拢

嘴，正帮着客人将牦牛装车。“今天这

个活动办得好，这里不仅客商多，而且

交通运输各方面都很方便。”

看着眼前热闹的街道和牧民手中

的真金白银，郭朝晖长长舒了一口气

说：“为了办好这次活动，我们真的下了

不少功夫。先是让基层干部全部下沉，

来到牛羊养殖大户家中，给他们细算长

远经济账和生态账，讲解政策，鼓励他

们加大出栏率。确保了货源，我们又动

员全县党员干部，一起化身‘推销员’通

过多渠道进行宣传，为活动预热造势。”

供销两旺，还没到活动结束，不少

牧民的货架已经销售一空。“以前想要

出售牛羊，要四处找买主。”牧民尕玛

文江说，“牧区面积大、范围广，大家住

得分散，买卖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中介

和客商的手中，牛羊根本卖不上价，现

在有了这个平台，我们可以直接面对

买家，收入自然是比以前多了不少。”

功夫不负有心人，据统计，活动当

天，现场达成牛肉交易 120 头，交易额

142万元，羊肉交易110只，交易金额15.8
万元。郭朝晖说：“今后我们还会举办更

多活动，为牧民群众搭建更好的平台，让

他们腰包都鼓起来，生活幸福起来。”

草原上的草原上的““丰收节丰收节””

本报讯（记者 李雪萌） 11 月 24
日，省直机关第十三届机关公文写作线

上技能竞赛举办。来自省直机关 69 个

单位的 144名干部职工参赛。

本次技能竞赛以“奋进新征程 建功

新时代”为主题，旨在引导激励省直机关

广大干部职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认真落实省第十四次党代会决策

部署，在竞赛活动中深化学习、强化能

力、提升素质。竞赛内容主要围绕党的

二十大精神设置，题型分为单选题、多选

题、判断题和公文写作题。

为进一步提升广大干部职工参加

公文写作技能竞赛的积极性，此次竞赛

活动不设置一二三等奖，给予所有参赛

选手参与活动纪念奖。

省直机关工委

线上举办第十三届线上举办第十三届
机关公文写作技能竞赛机关公文写作技能竞赛

本报西宁讯 （记者 张慧慧） 11
月 20 日，由青海省科学技术馆、青海省

青少年科技中心、青海省中小学教学研

究与教师发展中心和青海省青少年科

技辅导员协会联合开展的“弘扬科学精

神 献礼党的二十大——中国科协大手

拉小手科普报告希望行”青海站活动正

式启动，活动为期一个月。

据了解，中国科协“大手拉小手科普

报告希望行”活动始于2000年，是中国科

协的品牌科普报告活动。自2020年9月

起，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发起并成

立了“大手拉小手科普报告汇”活动平

台，由高校、科研院所、全国学会、地方科

协、科技企业中有影响力的科学家、科技

专家组成公益性科普报告团，以科普报

告的形式面向青少年弘扬科学精神和科

学家精神，激发青少年科学兴趣和好奇

心，提升青少年科学素质。

本次活动包含《微生物世界与传染

病 防 控》《火 星 上 有 生 命 或 者 火 星 人

吗？》《5G 技术与应用的发展》《极地的

奥秘与探索》《神奇的电磁学》《食用油

与人类健康》《数学，是神秘的宇宙力量

吗？》《睡眠与健康》《太阳，前沿科学实

验室》《探秘“乌金”王国》《种康院士：基

因、驯化与盘中餐》等 11 部专家报告视

频。视频可通过青海中小学智慧教育

平台科普专栏、青海省科学技术馆官网

科普资源科普视频栏目观看。

““弘扬科学精神弘扬科学精神 献礼党的二十大献礼党的二十大———中国科协—中国科协
大手拉小手科普报告希望行大手拉小手科普报告希望行””青海站活动启动青海站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董洁 通讯员 谢
莉蓉） 11 月 24 日 0 时 03 分，鱼卡 750
千伏开关站 2 台新建 750 千伏主变压

器充电五次正常，750 千伏鱼卡至托素

1 回输电线路顺利投运，标志着鱼卡开

关站正式“提档升级”为变电站，成为

青海西部乃至西北 750 千伏主网架的

重要枢纽，同时，青海西部 750 千伏“8”

字形网架正式形成。

鱼卡开关站地处青海柴达木盆地

北缘，海拔约 3200 米，是新疆与西北主

网 联 网 第 二 通 道（也 称 ：青 新 联 网 工

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于 2013 年 6 月投

运。该工程起自新疆哈密，经甘肃沙

洲变电站、青海鱼卡开关站，终至青海

柴达木换流站。在扩建升级前，鱼卡

开关站内无主变压器，仅有 750 千伏母

线及进、出输电线路各两条，相当于青

新联网工程这条“电力丝路”的“关卡”

和“驿站”。

近年来，随着青海新能源产业的

快速高质量发展，海西地区成为青海

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前沿

阵地”之一。基于新能源大规模并网

输送的需求，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着

力补强大电网骨架，完善优化网架结

构，于 2021 年 4 月启动鱼卡开关站扩

建工程，建设 2 台 750 千伏主变压器及

6 条 330 千 伏 出 线 ，与 青 海 西 部 地 区

330 千伏主电网紧密相连，为近区新能

源并网消纳提供有力保障。同时，新

建 750 千伏鱼卡至托素双回线路，成为

海西“8”字形 750 千伏网架的“收官之

笔”。

鱼 卡 开 关 站 扩 建 工 程 全 面 投 运

后，将深度融入青海西部绿电输送主

网架，形成有机衔接周边新能源厂站

的电网生态圈，进一步提升优化电网

资源配置能力，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

发展，为建设新型电力系统省级示范

区、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提供

重要支撑。

鱼卡750千伏开关站升级成枢纽变电站

青海西部青海西部““88””字形网架形成字形网架形成

本报讯（记者 田得乾 通讯员 马
菊香） 11月24日，记者从青海省交通运

输厅获悉，为认真落实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和青海省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切实

加强对货运物流司乘人员的远端防控，

织密货运物流防疫网，省交通运输厅会同

省发展改革委、青海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推出“青信通”疫情防控报备系统，并

于11月25日零时起正式上线运行。

“青信通”疫情防控报备系统具有数

据快速采集、信息同步推送、与“信康码”

关联计算、深度数据分析等多种功能，是

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保通保畅实践中的

一次重大突破，为下一步创新“信用﹢交

通”监管模式奠定了基础。进青和在青

货运司乘人员可在每次启运前24小时内

通过“青信通”疫情防控报备系统填报车

牌号、计划抵达时间、行驶路线、司乘人

员姓名、证件号码、手机号码、“两检一

码”等信息，系统自动对接“信康码”平台

核验司乘人员健康码状态、核酸检测结

果并生成“信通码”。

同时，各货运物流场站、企业、园区、

农贸（集贸）市场、建设工地等按照“不漏

一车、不落一人”要求，将“青信通”系统的

报备要求、《货运司机报备指南》传达至全

体司乘人员，司乘人员在每趟次启运前登

录“青信通”系统报备行程信息，确保信息

真实准确，不得迟报、漏报、瞒报。各地将

“青信通”系统纳入辖区疫情防控管理体

系，取代现行的人工、纸质登记流程，平台

各级管理员及时掌握系统自动推送的预

警信息，加强与防控部门联系沟通，在尽

量避免影响安全驾驶的前提下，做好对

“两码一检”异常司乘人员的远端管控。

据了解，自“青信通”疫情防控报备

系统试运行以来，在线注册用户已突破

12.6万余户，累计报备 3.7万余趟次。

““青信通青信通””疫情防控报备系统疫情防控报备系统
正式上线运行正式上线运行

本报讯（记者 董慧） 11 月 24 日，

记者从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了解到，为全

力做好困难退役军人关爱帮扶工作，省

退役军人事务厅认真贯彻落实现行困

难退役军人关爱帮扶政策，及时深入了

解退役军人的工作生活状况，健全帮扶

援助机制，增强关爱帮扶工作主动性，

建立健全底数清晰、反应迅速、渠道便

捷高效的关爱帮扶体系。

据了解，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充分发

挥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服务系统功

能，认真细致做好低保、特困退役军人

数据比对，及时更新完善信息数据，着

力提高关爱帮扶工作的精准性。积极

协调相关部门落实低保、特困供养、临

时救助政策及相关解困措施，为退役军

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提供个性化、多元化

帮扶援助。全省各地按照下发的困难

退役军人比对数据，及时组织基层退役

军人服务站逐人逐户进行核实，动态更

新完善帮扶援助系统相关数据，切实把

帮扶援助系统数据作为发放退役军人

关爱帮扶资金的重要依据。同时，对帮

扶援助系统填报要求和督导检查工作

进行明确，切实保证困难退役军人信息

底数清、情况明。此外，紧盯重点群体

和突发情况，提升关爱帮扶覆盖面，重

点关注农村籍退役义务兵、60 岁以上

退役军人、下岗失业退役军人、因疫因

灾受困退役军人生活情况，及时纳入帮

扶援助范围，应保尽保；将服役时间长、

社会贡献大的老功臣、老模范以及在乡

复员军人、带病回乡退伍军人、残疾军

人、“三属”等享受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

对象，作为重点关爱对象，细化帮扶措

施，优化审批流程，第一时间提供帮扶

援助，切实兜牢基本民生保障底线，把

党的温暖送到退役军人心坎上。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积极安排部署困难退役军人积极安排部署困难退役军人
关爱帮扶工作关爱帮扶工作

本报讯（记者 陈晨） 11 月 23 日，

“一带一路”中医药科技国际专业人才研

修班在青海西宁开班。本次研修班由青

海省科学技术厅主办、青海省生产力促进

中心有限公司承办，来自巴基斯坦、也门、

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孟加拉国、老

挝、挪威、土耳其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113名学员线上参加研修。

近年来，中医药交流合作日渐成为

“一带一路”共建共享的新亮点，潜力巨

大。此次研修班的举办有助于讲好中医

药故事、传播中医药文化、展示中医药魅

力，对促进中医药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此次研修班从 11月 23日至 25日为

期三天。培训内容主要为藏医药文化，

重点围绕藏医药发展史与藏医药文化的

历史传承、临床治疗的特色优势、现代化

发展和研究进展等方面进行讲授，与国

际学员共同研学中国藏医药发展史，充

分发挥“一带一路”桥梁纽带作用，展示

“大美青海”文化自信，加强交流互鉴，促

进共同发展，为今后开展更高层次、更高

水平、更高标准的藏医药科技国际合作

交流奠定基础。

““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中医药科技中医药科技
国际专业人才研修班开班国际专业人才研修班开班

11月20日，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隆治乡桥头村乡村振兴产业示范基地内，首茬蔬菜开种，一派繁忙景象。
据了解，该基地有6栋新建日光温室，首茬种植的反季节蔬菜包括辣椒、菜瓜、豆角等，春节前即可上市，届时隆治乡计
划举办采摘体验活动，让消费者既能买上现摘的新鲜蔬菜，又能体验到温室采摘的乐趣。此外，该日光温室明年开春
后还将重点种植阳光玫瑰葡萄、樱桃等特色水果。 本报记者 魏雅琪 通讯员 石延寿 摄

本报海北讯（记者 丁玉梅） 2022
年以来，海北藏族自治州以“转作风，勇

争先”活动为契机，把加快落实招商引

资签约项目作为实现海北高质量发展、

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有效举措，紧盯目

标保障要素，强化统筹协调和跟踪督

办，全力推进签约项目落实落地。截至

10月底，签约项目履约率为100%，开工

率77%（其中，刚察县、祁连县开工率均

为100%），资金到位率持续提升。

海北州专题召开招商引资大会，起

草《海北州招商引资激励措施》等措施

和方案，并对年内签约项目的“三率”进

行月评比、季通报，通过晒“成绩单”形

成倒逼机制，促进项目“三率”加速提

升。以“四区”建设为目标，调整招商侧

重点，按照“洽谈一个、引进一个、成功

一个”的要求，做好协调服务与质量跟

踪监督，向企业推送政策、减负减压、纾

困解难，推动政商关系“清”上加“亲”。

为吸引更多优秀外地企业家走进

海北，海北州在山东省青岛市举办青海

（青岛）商品大集暨“海北（青海）优品”进

山东展销会，期间，与山东20余家大型商

超签订供销战略合作协议。同时，海北

州正式入驻山东会客厅等平台，设立驻

鲁招商联络点，成功引进2家外省企业落

地海晏，实现海北进出口贸易“零突破”。

海北

多措并举做好多措并举做好
招商引资工作招商引资工作

本报海西讯（记者 杨林凌 通讯
员 马琴） 近日，记者从海西蒙古族藏

族自治州公安局获悉，今年以来，海西

州坚持宣传防范、预警劝阻、打击整治

一体推进，实现“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数、损失金额数同比下降，抓获人数上

升”的阶段性目标。

据悉，1 月至 10 月，海西州共立电

信 网 络 诈 骗 案 件 548 起 ，同 比 下 降

24.6%；损失金额 4823.2 万元，同比下

降 8.2%；抓获犯罪嫌疑人 91人，同比上

升 13.6%；累计向疑似、潜在受骗群众

拨打预警电话 70980 个，上门劝阻 231
人次，及时守住了群众的“钱袋子”。

对受骗警情第一时间启动快速止付、

冻结措施，共止付银行账户 3804个，止

付资金 7749.5万元，冻结涉案账户 895
个，冻结涉诈资金1677.4万元。

海西州公安机关共打掉帮助电信

诈骗窝点洗钱的专业“跑分”团伙 4个，

抓获犯罪嫌疑人 63 人，涉案资金高达

11.6亿元。1月至 10月，累计为受骗群

众直接挽回经济损失320余万元。海西

州人民银行、海西州公安局在全省率先

制定《涉嫌违法违规开立银行卡信息快

速通报机制》，及时发现、处置了一批流

窜海西州开办银行卡的涉诈高危人员，

破获贩卖银行卡案件 6起，抓获犯罪嫌

疑人32人，收缴银行卡、电话卡129张。

全州各地公安机关反诈中心、派出

所开展反诈宣传进社区、进家庭、进校

园等活动，指导辖区群众安装“国家反

诈中心App”“小七反诈”等防诈软件，通

过“两微四端”政务新媒体矩阵及时发布

涉诈警情、进行预警提示、普及防范知

识，宣传覆盖面不断扩大，群众防骗识

骗能力得到提升，电诈案件大幅下降。

海西

11月至月至1010月月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同比下降同比下降2424..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