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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节能“双控”考核圆满结束
时报讯（记者 陈钰月）近日，根据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 2018 年度能
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责任评
价考核的通知》要求，省工信厅会同省
交通厅、省住建厅、省统计局、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等部门组成联合考核组，
开展全省 2018 年度节能“双控”目标
责任评价考核工作。
据了解，本次考核重点对西宁市、
海东市、
海西州、
海南州、
海北州五个重
点地区的 2018 年度能源消耗总量和强
度“双控”目标责任落实情况开展了现
场评价考核。考核期间，
考核组通过听

取汇报、查阅资料、实地查看等方式对
五个重点地区节能“双控”目标完成情
况和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
并
对各地区考核情况提出反馈意见。
“十三五”以来，我省以年均 1.9%
的较低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 7.5%的
GDP 较 高 增 速 ，能 耗 强 度 年 均 下 降
5.2%，年均能耗增速比“十二五”下降
6.1 个百分点，较好地完成了能耗“双
控”指标。
据介绍，省工信厅将围绕全省生
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目标，大力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坚持大幅降低能源

消耗强度、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相
结合，形成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
倒逼机制；坚持强化责任、健全法制、
完善政策、加强监管与考核相结合，建
立健全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坚持
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技术进步、强化工
程措施、加强管理引导和有效控制相
结合，大幅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合理
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加快构建政府为
主导，企业为主体、，市场有效驱动，全
社会共同参与的节能“双控”工作格
局，确保实现“十三五”节能“双控”约
束性目标。

我省举办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培训班
时报讯（记者 李永兰）近日，由青
海省农业农村厅科教处主办，省乡镇
企业技术推广站承办的“青海省 2019
年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培训班”
在海口市举办。
据悉，此次培训旨在进一步提高
青海省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能力
和科普宣传水平，广泛深入地开展农

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和普及转基因
科普知识培训，提升青海省转基因生
物技术监管队伍的理论知识水平和专
业技术素养。培训中，邀请专家进行
授课，从转基因科普、转基因技术及其
应用、转基因实例介绍、转基因作物种
植现状、如何对待转基因技术以及转
基因作物安全评价等方面进行了深入

浅出、生动有趣地讲解。
通过培训，
学员们全面了解了国内
外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状况，
掌握
了转基因生物技术研发情况和相关知
识，
提高了对开展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
的认识和监管意识。学员们纷纷表示，
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切实肩负起自身职
责，
把农业转基因监管工作落到实处。

为增强少先队
员的光荣感和责任
感，营造良好的少
先队文化氛围，5 月
28 日，西宁市城北
区博雅小学举行了
“放飞梦想 争做新
时代好队员”新队
员入队仪式。图为
高年级的同学为新
队员佩戴红领巾。
时报记者 李永兰
通讯员 范生栋 摄

水土保持惠民力度
时报讯（记者 陈钰月）根据治理补短板
的要求，按照青海省水利厅项目生成年活动
的部署，青海省水土保持局在助推水利扶贫
上持续发力，于近期下发了《关于做好 2020
年拟实施水土保持综合治理项目前期工作
的通知》，对全省贫困地区水土流失综合治
理确有需求、确能落实、确有明显成效地进
行了具体安排。
加大支持范围。认真贯彻落实《水利部
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大对贫困地区水土保
持支持力度助力脱贫攻坚的意见》
《省水利
厅 2019 年“项目生成年”活动方案》文件精
神，要求市（州）水行政主管部门切实加强水
土保持项目前期工作的组织领导，严格把握
中央资金的支持范围和具体要求，扎实做好
2020 年拟实施水土保持综合治理项目的前
期工作审查批复和相关指导、协调、督促工
作。
强调工作重点。进一步明确 2020 年水
土保持重点工程要扩大中央资金支持范围，
加大支持力度；强化项目安排精准，重点向
深度贫困地区、建档立卡贫困相对集中且水
土流失严重的乡村倾斜；对“十三五”以来没
有安排中央资金的贫困县，
优先予以保障。
细化时间节点。对市（州）、县（区）前期
工作完成的时间节点进行了细致部署。要
求各市（州）级水利部门确定 2020 年拟实施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项目前期工作联络人，并
及时建立前期工作台账，
及时上报。

全国女子篮球 U16 体校组预赛

西宁开赛

“水果自由”难实现 西宁价格怎么样
□时报记者 陈钰月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水果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基础需
求品，而近期由于水果价格持续高
涨，让不少市民惊呼“水果自由”难
实现。
为了解西宁的水果价格，5 月 28
日一大早，记者来到了西宁解放渠早
市。早市的水果摊贩几乎占据了一半
“ 江 山 ”。“ 西 瓜 2 元 一 斤 ， 2 元 一
斤。”一直经营水果摊的李大姐告诉
记者，去年西瓜的价格普遍为 3 元一
斤，今年因天气原因，价钱比去年

我省强化

低。“但是这几天甜杏卖得特别好，
我今天拉了几箱甜杏一会就卖完
了。”李大姐说道，今年甜杏的价格
也有所上涨，售价 6 至 8 元一斤。
记者发现，除苹果价格偏高之
外，其他水果价格涨幅不大。“今年
苹果价格确实比较高，买了 3 个花了
将近 30 元，但是也不是每天吃，所
以也能接受。
”市民张先生告诉记者。
虽然苹果价格较高，但之前网传
的价格极高的车厘子、樱桃等价格均
在 7 至 8 元一斤，加之商贩偶尔会做
一些促销活动，因此价格比较亲民。

不过，进口水果价格普遍偏高，
比如芒果一斤售价为 10 元，榴莲一斤
售价为 20 元。“由于运输和价格的原
因，最近这一批榴莲我亏了近 1 万元，
价格高了卖不出去，价格低了肯定要
亏钱。
”一位专卖榴莲的摊主小韩告诉
记者，榴莲的批发价就在 21 元左右，
但因为熟得太透了，所以坏得快，价
格又卖不上去，因此亏损了不少。
据另一位水果商贩介绍，5 月正
处于一个水果的“尴尬季”，等本地
水果大量上市后，水果价格会有所回
落。

时报讯（记者 李永兰）日前，第二届全国
青年运动会女子篮球 U16 女子体校组预赛
（西宁赛区）在青海体育中心开赛。
据介绍，本次比赛为期 7 天，共有来自湖
北省武体篮校、四川宜宾体校、浙江杭州陈
经纶体校、天津市体校、内蒙古赤峰体育中
学、乌鲁木齐市业余体育运动学校、安徽马
鞍山市体校、海南体职院业余体校 8 支队伍
进行轮番比拼，将评选出三分王、得分王、篮
板王、抢断王、助攻王和封盖王，以及最佳球
员和裁判员等奖项。
“该赛事的举办，对我省篮球事业的开
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也是对我们的极
大鞭策和鼓励，我们将群策群力，精心谋划，
把本次赛事办成一次出彩的体育盛会，办成
一次安全健康、文明和谐的体育盛会。”青海
省篮球运动协会主席郭永峰说。
近年来，青海省的篮球运动项目，在中
国篮协的大力支持和亲切关怀下，得到了长
足的进步和发展，并且先后打造了诸如国际
男篮争霸赛、青海省业余篮球公开赛、青海
省农牧民篮球赛、青海省大企业篮球赛等品
牌赛事，青少年篮球活动和少儿篮球活动也
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另外值得一提的
是，今年，青海师范大学女子篮球队已是第
十八次荣获 CUBA 西北赛区冠军，在前不久
刚刚举行的决赛中，打进八强，跻身一流球
队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