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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青洽会环湖赛举办时间定了
我省启动交通保障工作
时报讯（记者 张傲）根据省委省
政府工作安排部署，6 月 18 日至 20
日，7 月 14 日至 22 日我省将分别举办
第二十届青洽会暨第六届环青海湖
(国际)电动汽车挑战赛和第十八届环
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为保障
涉赛公路安全畅通、整洁有序，省交
通厅成立了“两赛”交通服务保障组
织协调领导小组，对“两赛”交通保障
工作进行了具体安排部署。
据了解，省交通厅要求厅属各有
关单位成立以主管领导为组长的交
通服务保障领导小组，强化职责分
工，明确时间节点。加大现场督导检

查力度，实行月报告销号工作制度，
高效有序推进“两赛”交通服务保障
工作。加大涉赛路段日常巡查和路
政执法力度，及时发现隐患及时进行
处置，尤其加强对涉赛路段桥涵、隧
道、临水临崖、急弯路段等进行重点
检查，做好隧道照明电力保障，加强
临水临崖、急弯等危险路段交通安全
设施的设置，对公路沿线易发崩塌、
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路段开展隐
患排查，采取柔性防护网、防护挡墙
等有力措施予以防范，倒排整治工
期，确保保畅工作按期完成。
同时坚持“预防第一、防治结合”

原则，在全面做好防范工作的同时，
科学制定应急保通预案，积极储备应
急人力、机械、物资，密切关注气象变
化，加强预研预判、教育培训和应急
演练，遇恶劣天气造成交通阻断时，
能及时抢修保通，保障比赛顺利进
行。加大养护人员和机械投入，提高
路面清扫、垃圾清理频率，疏通公路
排水系统，维修损坏的公路附属设
施，粉刷遮盖公路设施上的广告等，
以公路沿线环境整治为目标，大力开
展公路路域内和公路建筑控制区内
环境整治，全力营造畅通、安全、绿
色、舒适、美观的交通环境。

5 月 19 日茶卡盐湖景区门票半价

时报讯（记者 李永兰）记者从青
海茶卡盐湖文化旅游有限公司获
悉，2019 年 5 月 19 日中国旅游日期
间，青海茶卡盐湖景区将用门票半
价、打卡集徽章、游客绘制文明旅
游树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回馈游客。
当天，景区将举办 5.19 中国旅
游日“文旅融合 美好生活”旅游公
益行动暨茶卡盐湖文明旅游季主题

活动启动仪式，即日起，茶卡盐湖
为期 6 个多月，至 2019 年年底的各
类文明旅游主题活动及景区优质服
务活动将陆续推出。
青海茶卡盐湖文化旅游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5 月
19 日当天，景区除推出门票半价优
惠活动，优惠覆盖各类人群外，还
将开展打卡集徽章活动，游客只要

在景区参与相关活动，将领取茶卡
盐湖景区制作的精美徽章一份，集
齐几份徽章，就能获得当日景区送
出的神秘奖品。另外，通过邀请游
客参与形式，茶卡盐湖将绘制出巨
幅文明旅游树，共同传递生态文明
理念，并且还将有文艺演出、互动
体验等各类精彩活动，与游客见
面。

中国旅游日青海分会场

将闪亮登场
时报讯（记者 张傲）近日，省
文化和旅游厅赴海西州德令哈市对
接“5·19”中国旅游日青海省分会场
筹备工作，采取实地查看和座谈交
流的方式，就活动筹备进展相关细
节进行了督导检查。海西州及德令
哈市相关负责人参加。
督导组一行实地查看了“5·19”
中国旅游日青海省分会场海西州德
令哈市主会场中心广场、分会场可
鲁克湖景区、巴音河景观带、柯鲁柯
风情小镇，并对系列活动的场地设
置、活动策划、群众组织、宣传报道
等方面工作提出了意见建议。座谈
会上，督导组听取了州、市政府领导
及各工作组筹备工作进展情况的汇
报，就活动的启动仪式、服饰大赛、
民歌大赛、马饰比赛、超感电影、自
驾深度游、助残日活动等十多项配
套活动的策划思路、活动细节、实施
进展情况进行了深入交流，达成了
共识。
同时，海西州、德令哈市专门成
立了以州委常委、德令哈市委书记，
副州长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制定了 6
个切实可行的各分组方案，围绕活
动主题精心策划、主动作为、责任到
人。会议要求，今年是文旅融合后
举办的首个中国旅游日，5·18 日是
博物馆日，5·19 又是旅游日和助残
日重合的日子，一定要尽全力办好，
让文旅融合发展成果真正惠及民
生，让中国旅游日成为广大人民群
众每年一度的重要节日。

11 支参赛队

篮球赛场挥出“铁拳”
时报讯（记者 张傲 通讯员 王冬 李旭东）激
情五月，梦想飞扬；活力赛场，给你“好看”！为大
力弘扬“铁拳”特色文化，进一步丰富官兵业余文
化生活，推动群众性体育活动深入开展。近日，武
警青海总队机动第一支队全体官兵翘首以盼的年
度
“铁拳杯”
篮球赛火热开幕。
开幕仪式简单又隆重，裁判员代表、运动员代
表分别进行了宣誓、表决心。支队全体官兵意气
风发，整齐列队。双方球员在观众的簇拥下，进入
赛场。他们在这样的舞台上切磋技艺、顽强拼搏，
为荣誉而战、给友谊增温。
据悉，此次比赛分为两个赛区共有 11 支参赛
队角逐，分为预选赛、半决赛、决赛和总决赛四个
阶段，通过现场组织抽签对阵，确保比赛公平公正
公开，
让广大官兵满意服气。
随着裁判一声哨响，
比赛正式拉开帷幕。参赛
队员个个生龙活虎，越战越勇，
“盖帽、抢断、篮板、
上篮……”一系列动作精彩纷呈，赢得了观众阵阵
掌声，让官兵切实感受到了篮球运动的魅力、精神
和力量；场边的威风锣鼓队也不甘示弱，为参赛队
员呐喊助威、
鼓劲加油，
体现了极强的集体荣誉感。
该支队政委李忠利告诉记者，举办篮球联赛
不仅体现了支队发展体育运动事业的强大信心，
而且彰显了支队“铁拳”品牌文化的厚实底蕴。这
些年来，支队以大力推进先进军事文化为目标，紧
紧围绕‘服务基层官兵，服务战斗力’要求，广泛开
展形式多样、官兵喜闻乐见的群众性文体活动，让
“铁拳”二字在总队叫的越来越响，
“荣光”二字在
官兵心里扎的越来越深。

“双倍增”
计划

催生 415 家科技型企业

近日，
“2019 年黄河青海贵德段鱼类增殖放流活动”在贵德县拉西瓦
水库举行。据悉，目前，青海省已在黄河流域增殖放流经过标记（金属线
码和荧光标记）花斑裸鲤苗种 6.2 万尾，并适时开展黄河干流增殖放流效
果评估 。图为活动现场。
时报记者 李永兰 摄

全国首个青稞生产机械化指导意见出台
时 报 讯（记 者 李 永 兰）5 月 14
日，青海省农牧机械推广站组织全站
人员专题学习贯彻《青海省青稞生产
全程机械化技术指导意见》，并就全
省农机推广（管理）部门贯彻落实做
出安排部署。
2019 年 5 月，省农业农村厅印发
《指导意见》，要求全省各地结合实际
情况遵照执行。青稞是青藏高原特
色优势粮食作物，用途广，产业链长，
省农业农村厅制定了青稞产业发展
三年行动计划，全力打造青稞产业，

造福青海人民。
《指导意见》是我国第一个关于
青稞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的指导意
见。全文按照播前准备、整地、播种、
田间管理、收获五大环节，遵循农机
农艺融合和绿色发展原则，就青稞生
产各环节机械化技术应用，按照品质
选择、种子质量与处理、施肥、灭草整
地、播种、机具选用、灌溉、病虫草害
防治、中耕、收获以及机具选用和作
业质量标准等提出明确要求，专业性
和指导性强。

时报讯（记者 王悦）创新作为
“五大发展理念”
之首，
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高新技术企业和科
技型企业是推动科技创新、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的重要主体。2018 年，
通过持续推进高新技术企业
和科技型企业
“双倍增”
计划的实施，
我省高新技术
企业达到 167 家，
科技型企业达到 415 家。
据了解，在中国专利奖、青海省专利奖、青海
省专利补助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激励下，我省高
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企业的专利申请、授权量持
续攀升。2018 年，高新技术企业共申请专利 991
件，同比增长 35.0%，占全省年度专利申请量的
22.3%；授权专利 755 件，同比增长 70.4%，占全省
年度专利授权量的 28.3%；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
434 件，同比增长 36.9%。科技型企业共申请专利
1243 件，同比增长 68.2%，占全省年度专利申请量
的 28.0%；授权专利 893 件，同比增长 79.7%，占全
省年度专利授权量的 33.5%；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
332 件，同比增长 25.3%。2018 年，高新技术企业
申请发明专利 231 件、实用新型专利 719 件、外观
设计专利 41 件。
近年来，我省高企和科企始终将创造并获得
企业自主知识产权作为第一要务，致力于提升企
业核心竞争力，专利申请和授权量逐年持续上涨，
增速稳中有进。大部分企业申请专利类型主要以
实用新型专利为主，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设计创造
出适于实用的新的技术方案，促进核心技术更新
换代，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能够更好地适应我省
“一优两高”战略部署和经济发展的需求，进一步
体现了创新创造对推动企业成长和经济发展的现
实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