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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一重大科技专项启动
时报讯（记者 李永兰）日前，青海省
渔业环境监测站和青海大学共同承担的
“2019 年青海省重大科技专项《高原冷水
鱼养殖技术研发与集成示范》启动会暨
第一次项目专家咨询会”
在西宁召开。
据介绍，项目实施后，将重点解决冷
水鱼养殖水、种、饵、病及产品质量追溯
体系建设五大环节的主要关键技术，总
结和完善各个环节技术规范，构建和完
善青海现代渔业技术体系。同时，通过

建立网箱养殖、池塘内循环养殖、集装箱
式养殖等 5 个现代渔业养殖示范点，使
示范养殖区养殖产量达到 8000 吨以上，
产值达到 4.0 亿元以上，饲料的生产成本
降低 20%以上。
近年来，青海冷水鱼产业成为青海
省发展最快的特色产业之一，受到国内
外的广泛关注。截至目前，青海省冷水
鱼网箱养殖企业发展到 28 家，网箱养殖
面积达到 32 万平方米，鲑鳟鱼产量达到

1.48 万吨，占全国鲑鳟鱼产量的三分之
一以上，已成为全国最重要的鲑鳟鱼网
箱养殖基地。
该项目的实施，是全面落实省委“一
优两高”战略部署、打造高原冷水鱼特色
品牌的重要举措，
将从根本上解决高原冷
水鱼养殖产业发展模式、营养调控、疫病
防控、
环境影响评价等方面的关键技术难
题，确保高原冷水鱼产业转型升级，达到
提质增效和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西宁开展

庆祝教师节系列活动
时报讯（记者 王悦）在第 35 个教师节
来临之际，
西宁市通过组织开展宣传教育、
主题诵读、
歌咏活动、
表彰先进等十项活动
两项措施，
落实全国、
全省、
全市教育大会
精神，
激励教育系统广大党员干部、
教职员
工努力办好让党放心、
人民满意的教育。
开展了微电影（视频）、书法美术、摄
影作品征集活动，让师生在创作参与中
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共和国以及我省
建设的艰辛历程，传承革命精神。组织
教师原创诗歌主题诵读活动。并组织师
生在教师节期间收看新时代教师形象在
线宣传片、
“寻找最美教师”及《一生只为
一事来》
《我是班主任》等教师题材影视
片，弘扬新时代教师立德树人的良好风
貌。充分发挥教育工会、共青团、学生
会、师生艺术社团的作用，广泛开展多种
形式的歌咏活动，展现西宁市青少年学
生永远跟党走的爱国之情和积极向上、
朝气蓬勃的新时代精神风貌。
突出师德第一标准，评选表彰西宁
市集团化办学改革先进集体、先进个人
及师德标兵、优秀教师、
“ 四有”好老师
等。举行了新一轮名师、名校长工作室
授牌仪式，启动新一轮名师工作室成员、
学员遴选工作，举办名校长工作室论坛，
进一步增强名师名校长的荣誉感、使命
感、成就感，教育引导广大教师和校长提
升专业素养，切实履践初心使命，建功立
业新时代。通过讲述师德故事、进行集
体倡议、寄语和畅想新时代西宁教育，集
中宣传和展现西宁教师阳光美丽、爱岗
敬业、默默奉献的良好形象，营造全社会
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并组织遴选 50 名
左右功勋校长、功勋教师、名师、正高级
教师、特级教师赴省外学术疗养，开展
“守初心 担使命 立新功”专题研讨和学
术沙龙、学术报告、教育思想分享交流等
活动，分享西宁教育改革发展成果、交流
经验心得、探讨理念方法，激励广大教育
人才建功立业新时代。全市各级党政领
导、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通过多种形式
慰问离退休老校长老教师、优秀党员教
师、优秀支教教师、优秀乡村教师、困难
教职工等，关心教师生活，关怀身心健
康，为广大教师送去党和政府的温暖。
据了解，西宁全市教育系统以庆祝
第 35 个教师节为契机，落实乡村教师待
遇保障、教职工定期体检两项惠师举措，
进一步提高教师健康水平，促进教师身
心健康发展，鼓励广大教师扎根基层、潜
心育人，以新作风、新举措、新气象持续
推动教育事业高质量现代化发展，以优
异的工作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青海解放 70 周年。

我省推动

中藏医药高质量发展
时报讯（记者 王悦）近日，省药品监
管局、省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了《青海省
医疗机构应用传统工艺配制中药民族药
制剂备案管理实施细则（试行）》，是继调
整完善制剂调剂使用政策后出台的又一
项推进我省中藏医药高质量发展的具体
措施。
据了解，
《细则》兼顾民族特点、传统
文化和民族药制剂优势，以解决我省实
施院内制剂备案管理遇到的实际问题和
医疗机构客观诉求为目的，对备案管理
实施主体、备案管理制剂范围、基本条
件、材料要求、质量标准提升、备案号格
式、备案基本程序、监督责任、事后监管
等作了详细规定，特别是对已取得过制
剂批准文号的、来源于省内名中医的固
定处方以及古代经典名方的院内制剂，
在备案材料申报方面作了减免规定。
《细则》的出台实施，有利于规范我
省应用传统工艺配制院内制剂备案管
理，有利于保障全省各族人民用药安全，
助推我省中藏药产业健康发展。

格尔木市气象局开展
日前，西宁市城北公安分局民警为青海大学 2019 级新生上了“开学第一课”，通
过讲座进一步提高大学生法治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图为讲座现场。
时报记者 李永兰 摄

16 名青年同台演讲礼赞国庆 70 周年
时报讯 （记者 李永兰） 近日，由团
省委主办、团西宁市委、团西宁市城西
区委承办的“时代新人说——我和祖国
共成长”青海省青年“青春力量”演讲
大赛市州专场在西宁市城西区文化艺术
中心圆满结束。
据介绍，本次演讲比赛共有来自青海
省 8 个市州 16 名选手参加，选手们紧扣
“时代新人说——我与祖国共成长”这一
主题，结合自身经历，从家国情怀、时代
重托、青春力量、岗位建功、追逐梦想、
薪火相传等方位出发，讲述了扎根高原的
各族青年立足岗位、苦干实干、勤勉尽

职、勇于奉献的青春故事和感人场景，以
小见大、见微知著、多层次多角度的呈现
了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青海解放 70 周年
以来的光辉历程、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
通过青海青年与共和国同成长、与青海同
发展的生动典型，展现了青年斗志昂扬、
砥砺奋进的精神风貌，抒发爱国、爱党、
爱家乡的真挚情感。
比赛期间，进行了选手青年大学习
知识问答和观众知识问答互动环节，
赛后现场评委对参赛选手进行了点
评，本次比赛总成绩排名前 3 的选手将
参加全省青年演讲大赛总决赛。

枸杞农情调查
时报讯（记者 王悦 通讯员 李海凤）
近期，海西州格尔木市气象局组织农气
服务人员到大格勒乡、郭勒木德镇、河东
农场、河西农场、乌图美仁乡等地，深入
田间地头，对今年枸杞产量、病虫害等农
业生产情况进行走访调查。
调查期间，
农气服务人员通过与农户
交流，
了解到由于今年枸杞生长前期的气
温较去年偏低、寡照日数多，日照时数偏
少，造成枸杞开花结果率低，第一茬枸杞
产量受到影响。今年 7、8 月气温、日照适
宜枸杞生长，第二茬枸杞产量有所回升。
近期已进入枸杞第二茬采摘期，
农气服务
人员提醒农户应随时关注天气情况，
安排
好枸杞采摘晾晒工作，
因农田中部分枸杞
已发生蚜虫灾害，并有蔓延趋势，建议农
户及时进行枸杞采摘，
喷药，
控制蚜虫、
黑
果病的病情，
减少产量损失。

黄南建成 71 个非遗传习中心
时报讯 （记者 李永兰） 9 月 9 日，省
政府新闻办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就国
家级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情况
及非遗保护传承情况进行了通报。记者
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目前，黄南州热
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现有各级非遗名
录项目 330 项，各级代表性传承人 257 名，
建成 71 个各类非遗传习中心。
据介绍，2008 年 8 月，原文化部批
准设立国家级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
区，是我国第三个、藏区和西北设立的
第一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实
验区涵盖青海省黄南州所辖 3 个县 （同
仁、尖扎、泽库），总面积 1.2 万平方公
里 ， 占 黄 南 州 总 面 积 的 62.5% 。 其 中 ：
同仁县为实验区核心地域，泽库、尖扎

二县为热贡文化辐射区域，河南县为关
联区域。
热贡文化是以青海省黄南州同仁县
隆务河谷为核心地区，由多个民族在漫
长历史时期形成的、独特且包含多种文
化元素在内的传统地域文化。主要形态
有热贡艺术 （唐卡、壁画、堆绣、泥
塑、木雕、石雕、砖雕、金雕、银雕、
铜雕、沙盘画、酥油花等）、热贡六月
会、黄南藏戏、土族於菟、和日石刻技
艺等，以及其他建筑彩绘、民间歌舞、
民族饮食、民族服饰、民俗风情、建筑
形态、地方方言、宗教文化等。
据黄南州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管委会常务副主任赵显祥介绍，截至
2018 年度，实验区建成各类非遗传习中

心 71 个、宣传展示点 32 个、非遗示范户
158 户，非遗扶贫工坊 2 个，每年培训文
化从业人员 2000 余人次。
“实验区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
核心，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及
代表性传承人为重点保护内容。”赵显
祥说，2010 年 6 月青海省机构编制委员
会批准成立黄南州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实
验区管理委员会以来，实验区管委会不
断创新工作方法，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
核心加强文化生态保护，推动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和传承发展、维护
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和完整，提高文化
自觉、增进民族团结、增强民族自信心
和凝聚力，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促进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