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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莫昌伟）9 月 22 日，
省委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召开，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听取我省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以来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决策部署落
实情况的汇报，研究贯彻落实国家扩大
内需战略工作。省委书记、省委财经委
员会主任信长星主持并讲话，省长、省
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吴晓军讲话。

省委财经委员会委员王卫东、杨逢
春、刘涛、杨志文、刘超、李宏亚出席。
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商务厅、省应
急管理厅、省地方金融监管局、西宁市
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围绕经济领域重点
工作作汇报。

会议指出，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
面领导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
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央财经委员会每一
次会议研究部署的内容都事关我国战
略全局和长远发展。省委省政府从坚
决拥护“两个确立”、始终做到“两个维
护”的政治高度，突出政治性、精准性、
实效性，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关
注、党中央部署要求的大事，对标落实
涉及青海的要事，加快培育青海发展新
的战略优势，推动青海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会议强调，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是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是构建
新发展格局、促进我国长远发展和长治
久安的战略决策。要把握扩大内需战

略基点，聚焦打造“高地”和建设“四
地”，进一步扩大投资规模，加快补齐重
点领域投资短板，更好发挥投资对稳增
长的关键作用，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
加快发展服务消费和新型消费。要坚
持长计划短安排相结合，把增收作为根
本之举，促进共同富裕，推进以县城为
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推动商贸流通
提质降本增效，不断拓展内需增长空
间。要激发自身内在动力，推进要素市
场化配置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深化

“放管服”改革，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不
断释放投资活力。

会议强调，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
经济思想的精髓要义，完整准确全面
贯 彻 新 发 展 理 念 是 新 时 代 我 国 发 展

壮 大 的 必 由 之 路 。 要 深 入 学 习 贯 彻
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把新发展理念
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领域，
着 力 补 短 板 、强 弱 项 、固 底 板 、扬 优
势。要切实发挥财经委职能作用，突
出议大事、定政策的职能定位，聚焦
全省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进一步
严肃财经纪律，不断增强经济决策的
科学性、前瞻性、有效性。要全力以
赴做好今年经济工作，高效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把“疫情要防
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重大要
求落到实处，突出重点促改革、扭住
关键扩内需、凝聚合力抓落实，尽最
大努力争取最好结果，为现代化新青
海建设积蓄力量。

省委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召开
信长星主持并讲话 吴晓军讲话

本报讯（记者 李欣）9 月 22 日，农
业农村部、青海省人民政府在西宁召开
共同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工
作推进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和考察青
海重要讲话精神，就共同打造青海绿色
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进行再研究再部
署。省委副书记、省长吴晓军，农业农
村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马有祥出席并讲
话。

吴晓军代表青海省委省政府向农
业农村部长期以来对青海工作给予的
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习近平总
书记始终情系青海各族群众，高度重视
青海工作，精准把脉青海资源禀赋、发
展优势和区域特征，赋予青海包括绿色
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在内的建设产业

“四地”的重大任务和历史使命。我们
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站在拥

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
高度，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持续努力、携
手并进，共同打造好生态环保、特色鲜
明、国内外知名的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
出地。

吴晓军强调，要聚焦绿色有机促共
建，突出有机、循环、可追溯和安全，加
强全流程认证和标准把控，保障人民群
众“舌尖上的安全”。要聚焦提质增效
促共建，提档升级农牧业科技创新平
台，大力发展智慧农牧业，促进农牧业
全产业链标准化生产，提升产业附加
值。要聚焦政策扶持促共建，加大财政
支持，强化金融服务，助推农牧业生产
基地建设、产业培育、产品加工、冷链物
流、品牌打造、园区创建，保障产业基础
稳定。要聚焦产品输出促共建，加强市
场分析，加大宣传推介，创新营销模式，
展示“青字号”品牌形象和产品品质，扩

大产品输出成果。要聚焦责任落实促
共建，不断完善部省共建、上下联动、多
方协同、紧密配合的工作机制，高质高
效推动重点任务落实，以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马有祥指出，部省共同打造青海绿
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是党中央赋
予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农业农村部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通过部省协同发力，打造绿色有
机农畜产品输出地良好开局。要坚持
不懈，久久为功，聚焦重点任务，全方
位加大支持力度，让更多的“青字号”
农产品走向全国、享誉世界，推进青海
农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乡村全面振
兴。

马有祥强调，要立足“提质”，助力
产品增信增色。坚持守底线、拉高线一
起抓，保安全、提品质同步推，守牢质量

安全生命线，做强绿色有机产品线，多
措并举将“青字号”打造成高品质、有口
碑的“金字招牌”。要立足“稳量”，促进
综合生产能力提升。坚持以资源环境
承载力为基础，加强技术模式创新，推
动种养结合、农牧互补、草畜联动、循环
发展，不断挖掘好生态转化为好产品的
潜力。要立足“补链”，助推特色产业发
展。聚焦牦牛、藏羊、青稞、枸杞、冷水
鱼等优势特色产品，优化产业布局，延
伸产业链条，推动“小特色”向“大产业”
迈进。要立足“扩输”，促进优品优价。

会上，对口援青省市农业农村部门
与对口市州政府、相关企业间分别签订
输出地建设合作协议；相关地区、部门
和企业作了交流发言。

省委常委、副省长才让太主持会
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鸟成云、省政
协副主席杜德志出席。

农业农村部青海省共同打造绿色有机
农畜产品输出地工作推进会议召开

吴晓军马有祥出席并讲话

本报讯（西海全媒体记者 徐变银）
9 月 22 日，记者从部省共同打造青海绿
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推进活动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自 2021 年 9 月青海绿色
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启动建设以来，综
合产能稳步提升、绿色有机成色更足、
科技赋能持续增强、“青字号”品牌越叫
越响，输出地建设稳步推进、成效显著，
今年上半年全省农产品实现出口 8484
万元。

省政府副秘书长史长智介绍，自绿
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启动建设以来，
农业农村部先后安排 17 亿元资金支持
输出地建设，仅今年就安排了 6.65 亿
元，为我省打造输出地注入了强大动
力。同时，协调北京、上海、浙江、江苏、
山东、天津、安徽、四川 8 省市农业农村
部门对口支持，组织专家指导优化农畜
产品加工体系，强化绿色、有机和地理
标志农产品认证技术指导，举办院士与
知名专家论证会、部省共同打造输出地
高峰论坛等活动，深度谋划输出地建设

方向、目标和措施，提升输出地打造深
度、广度和精度，输出地建设稳步推进、
成效显著。

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战略，划定粮食生产功能区 151.5 万亩、
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 100.3 万亩，粮
食播种面积连续 3 年保持在 435 万亩以
上，粮食产量连续 14年保持在百万吨以
上。种植优质饲草 220 余万亩，总产量
达 470 万吨，牦牛藏羊出栏达到 872 万
头（只），牦牛藏羊产业集群一、二、三产
业总产值达 267亿元。建成百亩以上蔬
菜标准化生产基地 275 个，冬春季蔬菜
自给率上升到 30%。冷水鱼产量占到
全国的三分之一。

化肥农药减量增效面积连续 3年稳
定在 300 万亩以上，绿色防控覆盖率达
到 45%。秸秆综合利用率、农田残膜回
收率、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到 86.9%、
90%、82%。牦牛藏羊追溯体系建设覆
盖到 39个县市，认证有机草原面积突破
9000 万亩，认证有机牦牛藏羊 445 万头

（只），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地理标
志农产品突破 1000 个。创建国家特色
农产品优势区 5 个、国家级现代农业产
业园 4 个、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集群 3
个，成为全国最大的有机畜牧业生产基
地，绿色有机成为青海农畜产品的金字
招牌。

搭建科技创新平台 10 个，建立了
“专家+农技人员+科技示范主体+农牧
户”服务模式和包村联户服务机制，农
业主推技术到位率达到 95%。立项国
家行业标准 5 项，制定牦牛、青稞、渔业
地方标准 3 项，推广应用重点目录标准
57项。加快发展现代种业，培育出世界
第一个无角牦牛“阿什旦”牦牛，建成国
家级春油菜和马铃薯制繁种基地，自主
培育的青杂 12 号和 15 号春油菜入选全
国粮油生产主导品种，全省农作物、水

产良种化率分别达 98%和 95%。农牧业
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58%，主要农作物
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64.9%。

多措并举打造“净土青海·天然农
牧”区域公用品牌和“世界牦牛之都·中
国藏羊之府”产业品牌。雪域丰润、杞
皇等 6 个品牌入选中国农垦品牌名录。
柴达木枸杞入选中欧互认地理标志农
产品清单。鲑鳟鱼养殖获得农业农村
部绿色食品认证和出口欧洲许可，成为
国内唯一获准出口省份。在迪拜、莫斯
科、开罗等地举办线上推介活动，在国
内大中型城市、沿海地区、援青省市建
立青海特色农畜产品专供基地、体验店
及窗口 26 家。主要农畜产品加工转化
率达到 62%。输出牛羊肉、油料、青稞、
露地蔬菜、枸杞等大宗绿色产品 80 万
吨，价值超 13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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