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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晓英）9 月 6 日至 11
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何维率领全国政协
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调研组来青开展

“黄河上游水资源涵养区生态保护”专
题调研。

其间，调研组深入海南藏族自治州、
海东市、玉树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
州实地调研我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水
源涵养情况；召开座谈会听取我省相关
工作情况汇报，并与省发展改革委、省财
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
水利厅、省林草局、省三江源国家公园管

理局、省政协人资环委相关负责同志互
动交流。

调研组指出，黄河流域是我国的重
要生态屏障和重要经济区域，保护黄河
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
千秋大计，青海地处青藏高原，被誉为

“三江之源”“中华水塔”，生态地位重要
而特殊。青海省委、省政府勇于承担“源
头责任”，拿出“干流担当”，紧密结合青
海区位特点、生态格局、资源禀赋和民生
需求，因地制宜探索走出了一条以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富有青海特色的

发展新路子。青海省政协主动担当作
为，围绕“黄河青海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协商议政、凝聚共识，有力助推
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广
大干部群众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为
保护黄河上游水源涵养区生态安全作出
了重大贡献。

调研组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扛起

“保护母亲河、打造幸福河”的重大政治责
任，把“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

理”要求落到实处，确保“中华水塔”生态
安全。要积极探索推进黄河流域水生态
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思路，让黄河成
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
任任亚平，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曲凤
宏，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驻会副
主任高波，全国政协常委杨卫，全国政协
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原驻会副主任凌振
国，全国政协委员岑旭、周新建、刘同德及
部分全国政协委员、有关专家一同调研。

省政协副主席杜捷陪同调研。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来青开展
黄河上游水资源涵养区生态保护专题调研

本报讯（记者 才让三智）记者从省
应急管理厅了解到，近日我省发布五部
关于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地方标准，
为企业双重预防机制建设提供了标准化
的技术支撑和依据。

此次发布的五部地方标准分别为，
《非煤矿山企业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
治理体系细则》《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
产风险分级管控体系细则》《金属非金
属地下矿山企业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
查治理和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体系实施
指南》《金属非金属露天矿山企业生产
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和安全风险分
级管控体系实施指南》和《尾矿库企业
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和安全风
险分级管控体系实施指南》。

据了解，这五部地方标准将结合我省
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实际，从基本要
求、工作程序和内容、成果和成效、持续改
进、文件管理等方面，通过定性定量的方
法指导企业合理调配资源、分层分级管控
风险，精准实施隐患排查治理，将有力提
升安全生产科学化、规范化水平。

非煤矿山双重预防机制地方标准的
发布实施，填补了我省安全生产地方标
准的空白，为企业双重预防机制建设提
供标准化技术支撑和依据，对于进一步
规范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工作,促进安
全生产标准化提质增效、防控风险遏制
事故，实现“企业有规范、监管有依据、安
全生产有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我省发布首批
安全生产地方标准

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南县龙羊湖库区
南岸，曾被当地人称作“无人区”。 五
年前，李增忠来到这里，硬是凭着愚公移
山、吃苦耐劳的精神，在沙漠里裁制出

“绿色新衣”。
龙羊湖库区沙漠化土地分布较大，是

青海省沙化危害比较严重的地区之一。在
自然条件恶劣、寸草不生的沙漠区域，每天
都有不同程度的沙尘暴、昼夜温差大、常年
干旱无雨，不通电、不通水。尽管如此，李
增忠毅然来到贵南县创业，他进驻龙羊湖
库区，从陕西咸阳购置了具有防沙、抗旱、
抗风的特殊果树种苗，开展荒漠保护、防
风固沙、造林绿化的工作。

高寒生态环境条件下沙地生态恢复
非常困难。李增忠带领工作人员克服了
海拔高、光照强、降雨量少、气候干燥等

不利条件，通过营造防风固沙林、农田防
护林和封沙育林等措施，不断摸索沙地
生态恢复的经验。

为了抢抓有利墒情，很多时候李增忠
整天在沙窝窝里挥锹、扦插、培土……经
过不懈的努力，龙羊湖库区南岸已有漫山
遍野的丛林，新增万余亩林地面积。种植
树木有金丝垂柳、珍珠梅、红玫瑰、黄玫
瑰、紫叶李等观赏林；枸杞、白刺、苹果、沙
棘、树上干杏、大果樱桃等经济林；香花
槐、柠条、丁香树、竹柳等防风固沙林；有
黄芪、甘草、首乌、肉苁蓉等中藏药材。

看着一棵棵亲手种下的树苗、一片片
重现绿色的沙窝，李增忠感慨：“洒下的
每一滴汗水，都是值得的。”

库区的防风固沙绿化造林工作保持
了龙羊湖生态系统的稳定和优良水质，

维护了湖区及周边地区的生态安全和水
环境安全。之前寸草不生的沙地如今因
有植被覆盖，库区的沙尘天气减少了，黄
河两岸的排沙量也随之减少；曾经无水
无电、道路不通的龙羊湖库区，因造林治
沙配套设施也建了起来。

然而，李增忠并没有停下建设库区的
脚步，他带领大家开始打造生态旅游景
区。通过以旅游内涵为主题的合理规划、
设计与施工，把林业景观、地理风貌与参与
体验融为一体。为游客提供以观光旅游、
领略民俗风情为主、采摘为辅的生态游。

在李增忠的带动下，周边群众纷纷投
入到造林种植、防沙治沙中来，真正做到了
绿了荒漠、美了家园、富了百姓。李增忠也
先后被评为“贵南县治沙带头人”“绿化先
进工作者”、海南州民族团结先进个人。

李增忠：沙漠里裁出“绿色新衣” ◎本报记者 晓娟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
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
方案，都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
力。”9 月 11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
科学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在我省社会各界引起热烈
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这是全面落实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再部署，是不断向科
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的动员令，今后
将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和制度创
新“双轮驱动”，不断增强科技创新这个
第一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充分认
识加快科技创新的重大战略意义，提出
以‘四个面向’推动科技事业发展，并为
广大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鼓劲加油，我
们备受鼓舞。”省科学技术厅副厅长苏

红表示，科学家座谈会的召开，体现了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
视科技创新工作，进一步拓展了科技工
作的广度、深度和温度，为以科技创新
为支撑，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近 年 来 ，我 省 认 真 贯 彻 中 央 和 省
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求真务实，勇于创
新，加强技术攻关和基础科学研究，强
化科考服务保障，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 ，有 效 发 挥 了 科 技 创 新 支 撑 引 领 作
用，为全省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作出了积
极贡献。今年以来，我省着力在平台建
设、基础研究、主体发育、人才培育、体
制创新、生态优化、成果转化等方面下
功夫，积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全
面提升科技创新治理能力，为新青海建
设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青海汉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王晟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
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是企业持续推
动科技创新的强大动力，我们将以技术
攻关为核心，在独创独有上下功夫，着力
拓宽产业链、提升价值链，积极构建从田
间生产到精深加工的青稞全产业链条，
并持续加强与科研院所的产学研合作力
度，推动青稞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习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重要
讲话，让我们干劲十足。”西宁市科学技
术协会科普大篷车工作人员张茜很受鼓
舞，她说，习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为下一步更好地服务企业创
新发展指明了方向，她将和同事们一并，
切实担负起历史赋予的责任，把党和国
家的期望与重托转化为推进科技创新的
强大动力。

肩负历史责任 推进科技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引起热烈反响

本报记者 周建萍

9 月 11 日，由西宁市文
化馆承办的“妙手匠心·传承
经典”文化志愿服务大讲堂

“剪纸”培训班圆满结束，45
名学员接受了专业剪纸技艺
培训。记者从西宁市文化旅
游广电局了解到，去年全年
西宁市围绕全民艺术普及工
作，开展各类公益辅导培训
活动 64 期，免费培训业余文
艺爱好者7000 余人。

本报记者 邓建青 摄

本报讯（记者 赵俊杰）9 月 10 日，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与中铁五局集
团 有 限 公 司 签 订 战 略 合 作 框 架 协 议 ，
双 方 以 此 次 战 略 合 作 为 契 机 ，进 一 步
拓宽合作领域，探索深度合作新模式，
形成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长效机制，
助力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

目前，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在青在
建项目 17 个，其中涉及三江源国家公园
项目 1个。在项目推进过程中，严格按照

《三江源国家公园条例》，打造“绿色生态
工程”为目标，施工过程中坚持绿色工程
和文明施工相统一，把对园区生态环境
的保护作为头号重点工作，实现文明施
工、绿色施工、和谐施工协同发展，维护
三江源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赫万成
表示，三江源国家公园是我国第一个国
家公园体制试点，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在青海的伟大实践，肩负着保护江河
源头和水源涵养区的神圣使命。体制试
点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全面完成体制试点各项任务，走出了一
条“借鉴国际经验，符合中国国情，具有
三江源特点”的国家公园体制创新之路，
为我国国家公园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
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实践路径。

中铁五局助力
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