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报讯（记者 陈钰月）记者昨日
从省发改委价格处获悉，根据统计数
据，7月份，我省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
环比持平，同比上涨 2.2%。其中：城
市上涨 2.1%，农村上涨 2.5%；食品价
格上涨 2.7%，非食品价格上涨 2.1%。
1至 7月份全省价格总水平累计上涨
2.4%，较上月回落了0.1个百分点。总
体来说，全省价格总水平运行比较平
稳。

据了解，分类别看，在八大类商品
和服务价格中，食品烟酒类价格同比
上涨 2.3%，影响CPI 上涨 0.67个百分

点。其他七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同比
呈“六涨一降”态势。其中: 教育文化
和娱乐类、交通和通信类、居住类、医
疗保健类、生活用品及服务类、衣着类
价格分别上涨4.3%、3.4%、2.4%、1.7%、
1.4%和 0.4%,影响CPI分别上涨 0.48、
0.36、0.42、0.19、0.08和0.04个百分点；
其他用品和服务类价格下降 0.5%，影
响CPI下降0.02个百分点。

分地区看，全省十一个统计调查
县（市、区）中，7月份同比涨幅最高的
是共和县，涨幅为 3.1%，其次是平安
区，涨幅为 2.7%，西宁市、大通县、格

尔木市涨幅均为 2.4%，并列位居第
三，其余各地涨幅由高到低排名依次
为同仁县（德令哈市并列，2.3%）、海晏
县（2.2%）、乐 都 区（2.1%）、玉 树 市
（1.8%）、玛沁县（1.4%）。

1 至 7 月累计涨幅最高的为同仁
县，涨幅 2.8%；西宁市位居第二，涨幅
2.7%，海晏县、共和县、格尔木市并列
第三，涨幅均为 2.5%；其余各地累计
涨幅由高到低排名依次为：德令哈市
（2.4%）、平 安 区（2.3%）、大 通 县
（2.1%）、乐 都 区（2.0%）、玛 沁 县
（1.9%）、玉树市（1.7%）。

全省价格总水平累计上涨2.4%

时报讯（记者 张傲）近日，我省首
个领航工程名校长工作室在海东市平
安区第二中学挂牌成立。教育部中小
学校长和幼儿园园长国家级培训项目
管理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郭垒、杭州师
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项红专及海
东市中小学校长等 200余人参加启动
仪式。

据介绍，教育部自 2015年以来组

织实施“国培计划”中小学名师、名校
长领航工程以来，我省相继有 4 名中
小学校长、4 名中小学教师被确定为
培养对象。入选的校长和教师将在教
育部指定的培养基地中以开展深度学
习、导师指导、示范提升等形式，进行
为期3年的在职连续培养。

以名校长名字命名建立工作室，
旨在充分发挥名校长在校长队伍建设

中的辐射、引领和示范作用，帮助参训
校长进一步凝练教育思想、提升实践
创新能力，着力培养造就一批具有较
大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能够引领基
础教育改革发展的教育家型卓越校
长，有力提升教育管理人才队伍整体
素质。名校长工作室还将在引导支持
参训教师校长以深度贫困地区为重
点，开展教育扶贫、加强对口支援、协
作帮扶等社会服务，发挥辐射带动基
础教育事业发展、质量提升等方面起
到积极作用。

青海首个领航工程名校长工作室挂牌

时报讯（记者陈钰月）记者从省测
绘地理信息局获悉，近日，青海省基础地
理信息中心完成了青海省省级地理信息
公共服务平台一批地理空间框架数据及
矢量电子地图的生产和更新工作。

据了解，本次数据更新范围涉及

大通、门源、德令哈、大柴旦等13个市
县，数据现势性截至到 2017年 11月。
技术人员基于分辨率为 0.5 米至 1 米
的最新影像数据和外业兴趣点数据，
利用增量更新机制对 13 个县市地理
空间框架数据库中的居民地、道路、水

系、绿地面和兴趣点等要素进行了更
新工作，并基于此完成了相应矢量电
子地图的生产和更新。此次更新后，
平台的地理信息成果在现势性、准确
性和丰富性等方面得到了优化。

后期，青海省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将根据现有数据资源情况统筹安排，
不断对平台资源进行更新与完善，为
地理空间数据服务提供基础和保障。

我省完成公共服务平台数据更新

时报讯（记者 张傲） 为反映改
革开放 40 年来长江的变化，长江年
鉴社等单位近日启动“图说长江·美
丽典藏”为主题的摄影比赛，欢迎长
江源头青海的摄影家积极投稿。

据了解，本次摄影比赛旨在围绕
改革开放 40 年来长江两岸日新月异
的巨变，征集长江流域有关水利、水
电、航运、环保、长江经济、长江旅

游等行业以及社会各界摄影爱好者创
作的摄影艺术作品，用摄影爱好者手
中的相机定格长江之壮美雄浑。

据介绍，本次活动征稿时间为
2018年 8月 22日至 10月 31日。评选
时间为 2018年 11月上旬。作品必须
是对客观现实的真实反映，除可以对
原始影像画面进行剪裁外，不得对画
面内容进行增加或删减；彩色照片可

以整体转变为黑白照片，但不可对
色彩进行局部转变；可以对影调和
色彩等进行适度调整，以不违背拍
摄对象客观属性为准。一律不得加
入边框、水纹、签名等修饰。投稿
作品为 jpg格式电子文件。投稿作品
单幅照片长边 3000dpi，文件大小
2M 左右。投稿作品须为本人原创，
保证拥有独立、完整、明确、无争
议的著作权。作品涉及拍摄对象的
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等法律责
任由作者自负。

摄影比赛欢迎你拍摄长江之美

□时报记者 李永兰通讯员 郑瀚 陈璞
对他们来说，9月1日是个分别的日子，第一

批秋季退伍的士官，还有服役期满的上等兵，告
别军营，即将开始新的生活。8月 29日，记者走
进武警西宁支队湟中中队，见到了几位即将离开
军营的战士。

弃笔从戎的相遇很美
2016 年，20 岁的吴保华还是河南科技学院

的学生，时隔两年，22岁的吴保华马上就要服役
期满离开部队了，他已在实现军旅梦想的路途上
收获了很多。

吴保华的从军路并不是一帆风顺，从第一次
学校特招空军落选，到第二次因为体检一项测试
没过，再到大二第三次报名才进入新兵集训营，
一波三折才进入部队，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心。

“12月 24日，是我来中队报到的日子，那天
下着大雪，看着白茫茫的田野远山和稍显偏僻的
中队大院，我觉得有些失望。暑来寒往，漫山遍
野的油菜花和青稞，还有那些训练场上流下的汗
水，以及与我并肩作战的亲密战友，都是我军旅
生涯的惊喜。”如今，吴保华已深深爱上了这个他
挥洒汗水、奉献青春、坚定信仰的地方，当兵当得
值！

朝夕相处的收获颇丰
“中队的院墙和楼是我们自己粉刷的、院里

的小花园是我们自己一锹一铲挖的、花园里的一
花一草是我们自己种的，性格变了、脾气好了、意
志力坚定了，懂得互相协作了、讲究团队精神了、
知道无悔奉献了，这就是我在部队的收获。”优秀
士官刘杨阳这样评价自己5年的军营生活，从体
格到性格、从行动到大脑、从外到内，刘杨阳觉得
部队是一个重塑自己的熔炉。

作为中队训练场上的佼佼者，刘杨阳的强悍
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集体荣誉感促使他最终成为
排头兵。“以最简单的5公里举例，在家里你可以
慢慢跑，也可以边跑边休息，但在部队不行，你跑
慢或者不跑就意味着你要拖战友的后腿，拖集体
的后腿，我不能拖大家的后腿，这就是我前进的
理由和信念。”

与刘杨阳在训练场上大展雄风不同，李朝阳
的收获在后勤厨房。从刚进后厨切菜都费劲到
现在准备中队 40多人的一日三餐游刃有余，李
朝阳每天用丰盛的餐饭诠释着对战友们的浓浓
感情。“只有吃好，才能有更充沛的精力去训练，
这就是我做每一道菜时的想法。”李朝阳在部队
收获的是战友们的满满好评。

阔步向前的人生有“你”
有一种告别叫老兵退伍，告别奉献血与累的

火热军营，挥别满是笑与泪的军旅青春，他们即
将扬帆踏上新征程，虽然脱下了军装，但他们身
体里流淌的还是军人的血液，忠于使命、精于本
职，勤于事业、严于律己，他们要在新的岗位书写
新的人生篇章。

刘杨阳说：“退伍但不会褪色，我回去后要在
家乡的特警单位工作，在部队所学的东西我一样
都不会忘记，我要将这些全部应用到实践当中，
努力开拓奉献，继续自己‘另一种军旅生涯’。”

“老”文书王新营说：“几天前我去拍战友巡
逻的照片，路过塔尔寺的时候就想起自己第一次
去塔尔寺的情景和所感所想，我什么时候还能回
来再看一眼？还没想好离开部队后的路怎么走，
但我知道只要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路，我就一
定会义无反顾地坚持走下去。”

吴保华说：“马上离开部队就要去学校报到
了，但我明白所有关于青春的成长和进步都是在
这里，我要带着部队教给我的勤奋、自律、好学、
刻苦，去学校开始新的学习，新的奋斗。”

有一种告别叫老兵退伍

9月1日至2日，
“城市商业价值再
造”全国巡回引领峰
会在西宁闭幕。由
全经联和合创中国
联袂组建的商业加
速器正式亮相，为西
宁乃至全国的商业
地产经济再添新动
力、新活力、新思维，
助力城市商业健康
快速发展，创造更有
动力、更有效率、更
有 质 量 的 城 市 商
业。峰会上，商业加
速器与六大产业 IP
进行了签约仪式。
时报记者 李永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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