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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规范广告发布行为， 西宁市工商
局根据省工商局等八部门《关于开展整治
互联网重点领域广告专项行动的通知》要
求， 对西宁地区的互联网广告开展了专项
整治行动。

此次整治重点对西宁地区的报纸、期
刊、 广播电视以及大型门户类网站上发布

的广告开展检查。 执法人员在检查中针对
医药企业和医疗机构网站中发布的医疗广
告中利用患者、 卫生技术人员和医学教育
科研机构的名义或者形象作证明、 含有保
证治愈或隐含保证治愈率、宣传医疗技术、
诊疗方法、疾病名称等；药品广告中含有不
科学的表示功效的断言或者保证， 利用专

家、患者的名义或形象作证明；保健食品中
出现与药品相混淆的用语， 宣传食品的治
疗作用，利用专家、消费者的名义或形象作
证明等违法广告行为进行了查处。

此次专项整治共出动 人 员 538 人
（次），车辆 124 台（次）。 检查报纸、期
刊、广播电视、医药企业和医疗机构等门

户类网站广告 7154 条（次），对 159 家医
药企业和医疗机构发布的广告主、广告发
布者进行了行政约谈，对 3 家涉嫌违法的
广告发布单位进行了行政告诫，并责令改
正， 对 12 家严重违法广告行为进行立案
查处。

（通讯员 李宗芳）

我省将拍摄两部大型纪录片
本报格尔木电 （记者 李皓）8 月

12 日，记者从 2014 中国（青海）世界山
地纪录片节媒体见面会获悉，青海有关
部门将与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和北
京大陆桥投资公司合作，拍摄两部反映
青海自然风貌和人文风情的大型纪录
片。

青海广播电视台党组书记、台长周贤
安在媒体见面会透露，2014 中国（青海）
世界山地纪录片节举办前夕， 我省有关
部门已经和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达成意

向，拍摄一部以青海湖的自然风光和人文
历史为主题的大型纪录片； 同时，8 月 11
日，我省有关部门也和 2014 中国（青海）
世界山地纪录片节的北京大陆桥投资公
司达成协议，拍摄一部以可可西里的自然
风光为主题的纪录片。这两部纪录片的前
期筹备已进入细节磋商阶段，如果情况顺
利，将很快投入拍摄。 周贤安说，如果拍
摄顺利，这两部大型纪录片，将成为我省
近年拍摄的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纪录
片精品。

西宁市工商局开展互联网广告专项整治

海北藏族自治州举行纪念活动

弘扬“两弹一星”精神
本报讯（记者 张卫平 马智尧）五十

多年前，在广袤的金银滩草原西海镇，诞
生了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中
国原子城。 8 月 11 日，海北藏族自治州纪
念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50 周年
大会在西海镇举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二炮兵原副司令员、 开国上将张爱萍之
子张翔应邀出席活动，省委常委、宣传部
长吉狄马加出席纪念大会。

原子城曾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
基地，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这里诞生，中
国第一颗氢弹在这里研制成功。 这块生机
盎然、蓄势勃发的高原热土，不仅养育了
勤劳质朴的海北人民，而且铸就了中华民
族为之骄傲的“两弹”伟业，是共和国强
军富国的精神高地，是“两弹一星”精神

的传承地和展示地。
纪念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50

周年大会邀请到了曾参与过“两弹”研制
试验和曾在原二二一基地工作过的部分科
研专家、干部职工，以及科学家子女，老科
学家朱光亚的儿子和女儿应邀也参加了纪
念活动。 他们和海北州的干部群众共同回
顾了我国核武器研制的艰难岁月和光辉历
程， 缅怀为我国核武器研制作出重大贡献
和牺牲的人们， 追忆核武器研制取得成功
的辉煌历程和那段特殊的战斗岁月。

纪念大会后，原核工业部办公厅主任
李鹰翔还为海北州的干部群众做了 “中
国原子城‘两弹一星’精神报告会”，传
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告慰先辈、感
悟历史。

怀峥嵘岁月 忆“两弹”人生

原二二一厂厂长王菁珩回忆，1960
年， 他从北京航空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
北京第九研究所工作， 一起的四个同学
又被同时分配到遥远的西北核工业系统
工作。 到兰州后，又坐了六个小时的货车
赶到西宁。 报到的单位叫青海省第五建
筑工程公司，他们领取了狗皮棉帽、棉大
衣、大头皮鞋、毛毡这“四大件”就坐上
了拉满过冬吃的咸菜、 粉丝的敞篷汽车
赶到厂区。 基地有 36 年的历史，王菁珩
就在二二一厂工作了 33 年。 当时的生活
条件很艰苦，工人们同吃同住，每天就吃
些谷子面、豆腐乳、几片白菜，有时候肚
子饿了就拿酱油冲水喝。 工作调试设备
时， 没有大型的起重设备， 他们就用撬
杠、手动滑轮安装设备。 即使在这样艰苦
的条件下，也没有一个人退缩，每个人都
铆足了劲。

原二二一厂党委书记张秀恒的家
在东北，他是家里的独子 。 1964 年 ，他
毅然决然只身一人来到大西北。

“那个年代没有什么好吃的， 母亲

知道我爱吃大蒜和辣椒， 就在我的行李
中带了一些辣椒和大蒜。 父亲也曾极力
反对我来这么远工作， 因为是家里的独
子，父亲希望我能留在他们身边，他曾找
到我的学校，希望学校能把我留在东北，
我却毅然踏上了金银滩这美 丽 的 土
地。 ”

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很多工作都需要
保密，五湖四海的人们聚到二二一基地工
作，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做什么工作，只是
因为祖国需要就来到了这里，直到原子弹
爆炸，他们才明白原来自己是参与制造原
子弹。

像王菁珩、张秀恒这样曾在二二一基
地工作、生活过的人还有很多，他们或是
夫妻，或是同学。 他们无怨无悔地把青春
献给了金银滩， 献给了中国的核工业事
业。 他们不计名利，隐姓埋名，甘居僻壤，
迈入艰苦卓绝的“秘密历程”。 他们用汗
水、用青春、用心血乃至生命培育出累累
硕果，在我国国防科技发展史上绘就了光
辉的篇章。

本报记者 马智尧

本报讯 （记者 薛军 李彩芸） 8 月
12 日，由全国党建研究会主办、青海省党
建研究会承办的 “中国梦与中国共产党”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专
题研讨会在西宁召开。 省委书记骆惠宁致
辞； 全国党建研究会会长虞云耀作了题为
《中国梦和中国共产党》的主题讲话。

全国党建研究会副会长李景田主持会
议。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全国党
建研究会副会长高世琦，青海省委常委、组
织部长王令浚， 全国党建研究会顾问卢秋
田， 全国党建研究会副会长卢先福出席会
议。

骆惠宁在致辞中代表青海省委向与会
的各位领导和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 他

说， 这次全国党建研究会把学习习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专题研讨会放在我省召开，
对我们来说，既是鼓励，也是鞭策，更是一
次学习的机会。 骆惠宁介绍了我省学习贯
彻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情况。他说，自去
年 5 月以来， 青海省委一直把学习贯彻活
动放在突出位置来抓， 科学谋划， 精心部
署，省委中心组带头，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
部为重点，坚持全面系统学、带着问题学、
联系实际学，努力在学思用结合上下功夫，
不断探索完善治青理政工作思路， 推动各
项事业取得了新进展。骆惠宁表示，这次研
讨会的主题，极富时代感和针对性，必将进
一步深化对习总书记系列讲话重要观点和
思想体系的认识，提升学以致用、解决主客

观问题的能力， 不断把学习贯彻活动引向
深入。

虞云耀的主题讲话从深刻认识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基本内涵、实
现路径和实践要求； 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 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使
我们党始终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的坚强领导核心三个方面， 阐述了对
“中国梦和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理解，指
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只要我们党把伟大
事业与伟大工程相结合， 不断加强党的建
设，把自身建设得更加成熟、强大、富有战
斗力， 就一定能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会上，李忠杰、王令浚、卢秋田、卢先
福、 周爱兵五位同志作了大会发言。 各省
（区、市）党建研究会（学会）、中央国家机
关、国有企业、高校、军队系统的会员单位
和部分特邀研究员近百人参加了会议。

在分组交流研讨中， 与会人员结合工
作实际，踊跃发言，积极讨论，会场气氛热
烈。 大家纷纷表示，这次专题研讨会搭建
了一个学习交流的广阔平台，与会同志围
绕“中国梦与中国共产党”这个主题，从
不同角度，作了全面、深入的研讨，形成了
许多新的理论共识，对于进一步深化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党
建理论和实践创新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
作用。

“中国梦与中国共产党”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专题研讨会在西宁召开
骆惠宁致辞 虞云耀作主题讲话

本报格尔木电（记者 李皓）8 月 12
日，2014 中国 (青海) 世界山地纪录片节
“玉昆仑” 奖国际纪录片颁奖典礼在格
尔木石化基地俱乐部隆重举行，21 部纪
录片荣获“玉昆仑”奖。 中国文联副主
席、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赵化勇，青
海省委常委、 宣传部长吉狄马加为获得
纪录片大奖的作者颁奖。

中国（青海）世界山地纪录片节创办
于 2008 年， 如今已经举办了 3 届，2014
年，中国（青海）世界山地纪录片节被正
式批准为国家级纪录片盛会。“玉昆仑”
奖评选是中国（青海）世界山地纪录片
节的一项重要内容。 本届“玉昆仑”奖共
收到来自 35 个国家和地区的 540 部优秀
纪录片参赛， 这些纪录片以不同的艺术
风格，反映了世界各地山地自然环境、文
化历史与社会生活， 展现了当今纪录片
创作的各类艺术风格， 也向世人呈现了
纪录片深厚的人文内涵与高远的精神魅
力。 经评委会认真评选，最终有 21 部作
品荣膺 2014 中国(青海)世界山地纪录片
节“玉昆仑”奖。

为保证参赛作品得到公正评比，本届
“玉昆仑”奖评选委员会邀请了 17 位业

界专家学者、 资深制作人作为评委，其
中，国内评委 12 位，海外评委 5 位，海外
评委分别来自土耳其、挪威、加拿大、以
色列、韩国 5 个国家。

夺得此次“玉昆仑”奖人文类大奖的
作品为《茶，一片树叶的故事》(中国)，社
会类纪录片大奖由中国的 《乡村里的中
国》捧走，芬兰的《丛林传奇》荣获自然
类纪录片大奖。

颁奖典礼上，《父辈的山》 (韩国 )、
《章嘉国师》(中国)分别荣获人文类最佳
长、短纪录片，《乔大叔来啦》（韩国）与
《擦肩而过》（以色列） 分别获得社会类
最佳长、短纪录片；自然类最佳长、短纪
录片分别由 《人类和大猩猩》（法国）、
《与鹿为伴》（中国）夺得。

“玉昆仑”奖国际纪录片“玉昆仑”
奖颁奖典礼还颁发了评委特别奖、最佳导
演奖、 最佳摄影奖等奖项，《回家》（巴
西）、《原野》（捷克）、《塞拉·托雷
峰———雪球挑战地狱》（奥地利）等纪录
片跻身获奖节目行列。

随着本届“玉昆仑”奖颁奖典礼的结
束，2014 中国(青海)世界山地纪录片节在
昆仑明珠———格尔木市圆满落幕。

2014中国（青海）世界山地纪录片节闭幕

21部纪录片获“玉昆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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