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1 日下午，青海
省政府办公厅直属机关
党委一行五十余人赴青
海省人民武装学校联合
开展“新兵老兵手牵手
共画民族同心圆”主题
活动。一行人参观了青
海省国防教育展厅，充
分感受了建党百年的辉
煌历程及国防和军队建
设取得的巨大成就。
西海全媒体记者 王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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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欣）8 月 5 日，对口
支援青海民族大学十周年工作会议在
西宁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吴晓军，
天津大学党委书记杨贤金出席并讲话。

吴晓军代表青海省委省政府，对
教育部和支援合作高校长期以来给予
青海民族大学和青海工作的支持帮助
表示感谢。吴晓军说，实施东西部高
校协作和对口支援，是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区域协调发展、
协同发展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充分
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西部
地区教育发展的亲切关怀。十年来，
在教育部和各支援高校的全方位、多
层次、组团式帮扶下，青海民族大学学
科专业建设实现跨越发展，师资队伍
建设不断加强，教科研能力迅速提升，
人才培养质量成效突出，办学基础条
件明显改善，使我们更加深切感受到

了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制 度 的 显 著 优
势，更加深切感受到了祖国大家庭的
无比温暖。

吴晓军指出，当前，青海全省上下
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方向前进，
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青海篇章，更需要在教育、人才、
技术、创新方面迈上新的台阶。青海
民族大学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青藏
高原上创办的第一所高等院校，始终
肩负着推动高等教育和做好民族工作
的双重使命，始终承担着服务国家战
略和推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职
责。希望各支援合作高校贴近青海发
展需要，立足民族大学特点，瞄准内涵
式发展目标，多点发力、倾情帮扶，在
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成果
转 化 等 方 面 继 续 给 予 大 力 支 持 和 帮
助，在联合办学、交流互访、师资培训、

服务社会等方面继续深化合作、结出
硕果。希望青海民族大学以对口支援
十周年为新起点，以更高站位、更大力
度 、更 实 举 措 ，深 化 与 有 关 方 面 的 合
作，全面提升教学水平和管理质量，增
强自我发展能力，奋力谱写新时代青
海民族大学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青海省委省政府将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
对青海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把打造
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与推
动高校发展结合起来，以青海高等教
育内涵式提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的实际成效，回报习近平总书记、党中
央的亲切关怀，回报教育部和各支援
合作高校的深情厚谊。

杨贤金表示，十年来，在各高校合
力支援下，青海民族大学在办学水平、

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得到不断提
升。接下来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要求，派遣更
多政治可靠、业务优秀、能力突出的干
部前来挂职；瞄准青海所需，助力青海
民族大学发展更多相关学科；下更大力
量开展教师进修，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在对口支援中实现共同发展。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大南主持
会议；副省长杨志文代表省政府与天津
大学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胡文平签署
省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天津大学、中
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天津体育学院
负责同志在会上介绍对口支援工作。

当日，还举行了对口支援青海民族
大学共建科研平台揭牌仪式、对口支援
青海民族大学挂职干部及人才团队聘
任仪式和学术会议与学科论坛。

对口支援青海民族大学十周年工作会议召开
吴晓军出席并讲话

本报讯（西海全媒体记者 莫
青 实习生 米思婕）8 月 3 日至 6
日，2022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青海赛区两个赛项分别在青海
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和西宁城市职
业技术学院举行，来自全国 31 个
省（直辖市、自治区）的 126名选手
在夏都西宁竞技。

2022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共设 102 个赛项，其中，中职组
40个，高职组 62个，分别由包括青
海省在内的全国 27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承办。青海获得高职组
“导游服务”和中职组“电子电路
装调与应用”两个赛项的承办资
格，这也是我省首次获得国赛中职
赛项承办资格。

据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省教育厅接到承办任务后，立即成
立了赛区执委会，积极组织青海交
通职业技术学院和西宁城市职业技
术学院开展大赛筹备工作。承办全
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对于深化职
业教育改革，提升技能人才培养质

量，促进职业院校办出特色，办出水
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作用。

我省将以举办此次大赛为契
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指示和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精
神，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对接产
业发展和市场需求，完善现代职业
教育体系，推进“岗课赛证”综合
育人，增强学校办学特色，强化基
础条件保障，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
发展，为青海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
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技能人才支撑。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两个赛项在我省开赛

126名选手在夏都西宁竞技

本报讯（西海全媒体记者 李增平）8月 5日，西宁
市南川应急水源调控工程——南川水厂一期建设项
目正式开工建设。

南川水厂一期建设工程项目总投资 5.78亿元，建
设总规模 10万吨/日水厂 1座及配套输水管线 20.45公
里。南川水厂项目作为西宁市重点推进项目，是构建

“布局合理、丰枯互济、调控自如”“北水北用、南水南
用”大西宁安全供水格局的一项重要举措，它的建设
实施在西宁城市供水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近年来，西宁市南川工业园及城南片区发展迅
速，南部区域正在开发或即将开发建设，供水量将急
剧增大，现有水资源量有限，不能满足区域的生产用
水需求，急需采用其他供水措施解决区域内新增企
业的供水需求矛盾。目前，城南片区由北部的西宁
市第七水厂调水与南川水务联合供水，其中西宁市
第七水厂调水部分通过加压泵站向南加压供水。这
样的供水方式作为缺水时期临时过渡尚可，但作为
长期供水方式则运营成本较高，经济上不合理，对供
水安全也有一定的影响。

南川水厂项目建成后，将有效解决西宁市“十四
五”期间及远期供水能力不足的问题，特别是对解决
南部片区缺水问题、满足南川工业园区及城南地区
未来用水需求起到决定性作用，是一项惠及百姓、助
力发展的重要保障工程。

南川水厂一期项目
开工建设

本报讯（西海全媒体记者 马小玮）8月5日，记者从
西宁市湟源县委宣传部了解到，近日，江苏银环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向湟源县定向捐赠价值约200万元的5条
生产线，用于助力西部地区产业转型发展。

此次捐赠活动在江苏银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举行。捐赠的 1 条 C 型钢生产线和 1 条 Z 型钢生产
线，是用于生产 C、Z 型冷弯型钢产品的，C、Z 型钢产
品是用作小、中、大型钢结构围护系统的檩条，比如
钢结构厂房的墙面檩条、屋面檩条等。每条生产线
年产能约 5000吨，产值约 2500万元。

另外 3 条彩钢板生产线都是用来生产屋面彩钢
瓦的。屋面彩钢瓦也是用在钢结构围护系统的屋面
板。主要用在大、中型工业生产厂房的屋面板、展览
馆、机场、体育馆等屋面板。每条生产线年产能约
4000吨，产值约 3000万元。

设备到位后，湟源县大华镇将委托第三方企业组
建车间对这批生产线进行生产运营，所得收益用于
大华镇内 4个经济薄弱村的经济增收，每村每年分红
可达 4 万元以上。同时预计可吸纳周边脱贫群众 20
人以上，年均每人增收 2万元以上。

江苏一企业向湟源县
捐赠5条生产线

本报讯（西海全媒体记者 王
菲）8月 5日，青海省供销合作社召
开 2022 年上半年经济运行和县域
流通服务网络建设推进会。会议
通报了全省供销社系统 (以下简称

“全系统”)上半年经济运行、综合改
革重点工作进展及综合业绩考核
情况。各市（州）、部分县社、企业
代表就上半年经营情况、存在的问
题和下半年工作措施交流发言。

上半年全系统累计实现购进
额 331231 万元，同比增长 13.51%；
实现销售总额 491864 万元，同比
增长 13.91%。全系统全资及控股
企业实现利润 455 万元，比上年同
期增加 203万元，同比增长 81%。

今年以来，全系统以综合改革
为抓手，省、市（州）、县（区）三级
供销联社组织机构实现全覆盖。
发挥供销社农资流通主渠道作用，
全系统销售化肥 13.12万吨。

海东市乐都区、互助土族自治
县，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
县被全国供销总社确定为我省县
域网络流通强县。持续配合做好

“832 平台”供应商入驻和销售相
关工作，青海省特色农畜产品销售
企业入驻平台供应商达 324 家，实
现销售收入 5166 万元，较去年同

期增长 117%。
会上，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党

组书记、理事会主任朱小青表示，
上半年春耕备耕农资供应服务扎
实有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取得新进展,综
合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下半年
全系统要抓紧落实 2022 年供销事
务发展资金和项目，深化供销合作
社综合改革，稳步推进生产、供
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试
点工作，做好县域流通服务网络，
确保全年各项目标任务的完成。

上半年供销社系统实现销售总额49亿余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