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马新 实习生 杨
晓彤） 1 月 31 日，继国内首个新能源

大数据创新平台 8日上线运营之后，国

内首个新能源大数据线下创新园区再

一次亮相青海，大唐、鲁能、绿电等 9家

省内外知名新能源企业落户园区，接入

新能源电站 29座，试点接入首家省外、

国外风电场，装机容量达841.69兆瓦。

“这是青海新能源发展史上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也是国家电

网公司落实国家能源发展战略，加快

建设世界一流能源互联网企业的创新

实践。”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总经理

董天仁在当天的开园仪式上表示。

近年来，青海依托得天独厚的能

源资源优势，着力打造清洁能源示范

省，成为世界上大规模并网光伏电站

最集中的地区。2017 年 6 月青海连续

7 天 168 小时全部使用清洁能源供电，

成为推进我国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

一次具体实践。截至 2017 年底，青海

新能源装机达 953万千瓦，占青海电网

总装机的 37.5％；全年外送新能源电

量 19.5 亿千瓦时，实现在全国范围内

的优化配置。

据国网青海新能源大数据创新园

区筹备组组长王国强介绍，目前园区

已吸引北京工业大数据中心、金风科

技、华为公司等多家行业领先企业成

为合作伙伴，涵盖服务提供商、制造

商、金融机构等新能源产业链企业。

为提供优质的云端服务，园区不仅规

划设计了集控中心、服务中心、数据中

心等分区，而且上线了能耗监测系统、

电站运营托管、金融支持等创新服务，

初步形成贯通“源网荷”全产业链的创

新生态，实现跨区域、线上线下融合发

展新业态，构建起区域能源互联雏形。

根据青海省“十三五”能源发展规

划，以及海西、海南两个千万千瓦级新

能源基地的加快建设，预计到 2020年，

青海新能源装机总规模将突破 2000万

千 瓦 ，占 全 省 电 源 总 装 机 容 量 的

53％。未来，随着青海新能源大数据

创新平台和创新园区的开放共享，一

个集新能源大数据集聚和产业集聚的

开放生态圈，必将使“青海样本”的示

范引领发扬光大。

以云端服务实现区域能源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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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叶文娟） 1 月 31
日，省林业厅与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

物研究所共同签订了祁连山国家公园

建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力求在生态

系统治理与恢复、生态服务功能提升、

生态系统管理技术、生态景观可体验技

术等方面取得丰硕的科研合作成果。

祁连山是我国西部重要生态安全屏

障，是黄河流域重要水源产流地，是我国

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中央部署启

动祁连山国家公园试点，是赋予我省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大改革任务，也是我省推进

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生态大省生态强省的

重要抓手、有效载体和突破口。当前国家

公园体制试点各项工作正在积极有序推

进，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的签订，旨在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

体，以原真性、完整性、科学性生态保护为

导向，产学研用相结合的科技合作创新体

系，通过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依托科

研成果和学科优势，结合祁连山国家公园

建设发展需求，共同进行前瞻性的新技

术、新课题、新应用研究与开发，以支撑祁

连山国家公园建设高质量发展。

省林业厅有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此

次签约仪式为起点，紧紧围绕国家公园

建设中心任务，与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

究所展开全方位战略合作，着力建设祁

连山生物多样性研究共建共享平台，为

国家公园试点成功发挥重要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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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西宁讯 （通讯员 马银鸿
实习记者 吴雪） 春节的脚步悄悄临

近，喜庆的氛围渐渐浓厚。近日，一场

专为农民朋友准备的视听盛宴——

“贯彻十九大 合奏中国梦”农民曲艺

春晚在西宁市城北区大堡子镇朱南

村激情上演。

参加此次曲艺春晚的演员都是

城北区文化馆民乐团和区曲艺协会的

成员。整台晚会以歌颂党的十九大、

赞美家乡为主题，突出欢乐、祥和、喜

庆、热烈的氛围。晚会节目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年味十足。唢呐独奏《新春

乐》、笛子独奏《乡歌》、器乐合奏《江南

春早》、青海小调《生态北区我的家》及

《花儿联唱》和青海平弦《盛世中华》等

精彩节目深受当地农民朋友喜爱。

据悉，此次活动是城北区 2018年

“三节”文化系列活动之一，春节前后

还将举办农民曲艺春晚、“狮王争霸”

舞狮邀请赛、西川片区书画展、“迎新

春、送春联”活动、社区农村群众技能

赛、“难忘家乡好味道”特色面食节等

活动，让广大市民体会浓郁的年味。

西宁市西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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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罗连军） 1 月 29
日下午，省渔政管理总站、海北藏族自

治州农牧局在刚察县哈尔盖乡青海湖

南泥湾湖岸，正式启动 2018 年冬季打

击盗捕贩卖湟鱼专项行动。

省渔政管理总站要求，省州县渔

政部门立即行动起来，按照属地管理

的原则，加大检查频次、特别是在春节

前要组织人员，对重点地区及重点部

位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摸底。根据目

前掌握及新排查出的情况，全面梳理

线索，掌握重点地区、人员情况，制定

切实可行打击行动方案，遏制偷捕活

动的发生。

据了解，随着青海湖水面封冻，一

些不法人员在利益的驱动下顶风作

案，破坏多年来全省保护青海湖仅有

的鱼类和生态建设成果。

省渔政管理总站站长何晓林介

绍，此次行动，全省渔政部门将加大湖

面巡查、抽网的同时，将加大各交通要

道和省内各餐馆运输制作出售湟鱼的

执法力度。并采取广播电视宣传、散发

宣传材料、张贴标语、短信、微信等多种

形式，通过以案说法，加大宣传，努力营

造全社会保护裸鲤资源、保护青海湖生

态环境的良好氛围。

我省启动冬季打击盗捕我省启动冬季打击盗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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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魏爽） 1 月 31 日，

青海省反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联动

处置中心（下称“省反诈中心”）在青海

省刑事警察总队举行 2018 年青海省

电信诈骗涉案冻结资金第一次集中返

还仪式。此次涉及省反诈中心紧急资

金处置的 22 宗电信诈骗案件，集中返

还被骗资金共计 184.4万元。

2017年以来，省反诈中心将“创新

突破”贯穿于打、防、控、建全过程，实现

了新时代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的新

跨越，取得了专项打击、环节处置、宣传

防范、源头控制、技术阻断“五大新突

破”。2017 年全年,全省共发电信网络

诈骗案件 1600余起；损失金额 4700万

余元；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140余起

（含带破）；抓获嫌疑人数50余人；全省

共冻结涉案银行账号650余个，冻结涉

案资金1700万余元；查询涉案电话600
余个，查询银行账号650余个，拦截非法

主叫号码450余个，共预警电信诈骗涉

案电话 2500 余人次，成功在案件发生

前拦截资金2000万余元。

青海警方集中返还青海警方集中返还
电信网络诈骗涉案电信网络诈骗涉案
资金资金184184万余元万余元

新华社西宁1月 31日电 （记者
张大川） 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受降雨

量增多等因素影响，我国最大内陆湖

泊青海湖水位 2017 年上涨 40 厘米，这

已是青海湖水位连续第十三年上涨。

2017年青海湖水位较上年水位上涨

40厘米，是自2005年以来上涨幅度最大

的年份。青海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戴

升 介 绍 ，2017 年 青 海 湖 平 均 水 位 为

3194.53 米 ，自 2005 年 以 来 累 计 上 涨

2.07米。

据了解，2017 年青海湖流域平均

降水量 511.0 毫米，较常年偏多四成。

各地降水量在 449.6 毫米至 572.3 毫米

之间，偏多幅度 2 成以上，其中刚察偏

多 5成，创 1961年以来历史极值。

根据月降水量分析来看，2017 年

除 1月、11月、12月未出现降水及 6月、

9 月接近常年外，其余月份偏多四成至

1.2 倍。按照年降水资源量评定得出，

青海湖流域为异常丰水年。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青海湖流域气

候向暖湿化发展速率加快，气温上升、降

水量增加，加之青海湖西北部的高山冰

川、高山积雪持续融化，入湖河流径流量

增加，青海湖水位也因此不断抬升。”戴

升说。

青海湖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水

域面积超过 4400 平方千米。它不仅是

维系青藏高原东北部生态安全、阻遏

西部荒漠化向东蔓延的重要水体，还

是区域内最重要的气候调节器。

业内专家表示，青海湖水位上涨

有利于周边气候变湿变暖，对改善当

地野生动植物和鸟类栖息环境以及整

个环湖地区的生态环境都比较有利。

20120177年青海湖水位上年青海湖水位上涨涨4040厘米厘米

本报讯（记者 董慧） 1 月 29 日，

青海银监局、团省委组织召开 2018 年

度全省“银团合作”暨基层金融团组织

建设工作推进会，传达学习 2017 年度

全国“银团合作”工作总结推进会精神，

总结表彰 2017 年度、安排部署 2018 年

度银团挂职工作。今年，青海银监局、

团省委从全省 13 家银行业金融机构选

派 23名青年干部，分赴 23个县（市、区）

团委开展为期一年的挂职工作。

会议印发《青海银监局、团省委关于

做好2018年选派金融机构优秀青年干部

到县级团委挂职工作的通知》，表彰2017
年度银团合作先进单位和优秀个人。

金融青年参与共青团挂职工作，是

对共青团服务大局工作的重要支持，是

深化共青团改革的重要举措。2017 年,
在全省各级银监部门和共青团组织的大

力推动下，从省内10家银行业金融机构

选派15名青年干部，分赴省内6个市州、

14个县级团组织开展了为期一年的挂职

工作，通过挂职使金融青年综合素质和

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充分展示了银行

业金融机构的优良作风，对促进挂职地

区脱贫攻坚、青年创业、银团合作、基层

团建发挥了积极作用。2018年度银团挂

职工作将积极探索和推动落实挂职干部

相应待遇、激励考核、督导培训等机制，

深入推动助力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

突出打赢脱贫攻坚战、有效拓展工作覆

盖面和纵深度这三项主要任务的全面落

实，确保挂职工作取得扎实成效。

金融机构金融机构2323名青年干部名青年干部
赴基层团委挂职赴基层团委挂职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广
大党员干部要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
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

‘总开关’问题”。诚然，对于一个人而
言，肢体没有脊梁便无法站立，精神没
有“脊梁”便会价值迷乱、追求迷茫、信
仰迷失，成为彻头彻尾的“思想侏儒”。
我们惟有提升理想的高度、淬炼信念的
硬度、积淀精神的厚度，才能在新时代
条件下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
干干净净做事，以昂扬姿态领航中国。

要补足理想信念的“钙质”。理
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的“钙”，“缺钙”
必然会得“佝偻病”，不可能经受住历
史风雨的洗礼。回首百年风云激荡
的党史，面对层出不穷的时代挑战、
错综复杂的矛盾问题，中国共产党之
所以带领中国人民战胜一个又一个
挑战、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归根到
底还是在于一代又一代信念坚定的
共产党人前仆后继、接续奋斗。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新问题、
新考验、新困难接踵而至，面对“新考
卷”，惟有赓续党的优良传统，把理想
信念的根基夯牢夯实，才能从容“答
卷”，才能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

要补足担当实干的“铁质”。“担
当”二字重千钧！勇于担当、踏实肯
干才有硬邦邦的实绩，才不负组织和
群众的期待。置身“战略机遇期”，机
遇与挑战同在，“新常态”面前也要有

新作为。惟有撸起袖子加油干，继续
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继续坚持
舍我其谁的使命担当、继续秉持功成
不必在我的胸襟，工作上才能踏石有
痕，也才能在面对历史与人民的拷问
时，挺直腰板儿“俯仰无愧”。

要铸牢清正廉洁的“魂魄”。清正
廉洁是党员干部的“魂”，贪污腐败只会

“六神无主”。唯有干净干事，才能从容
为官、坦荡做人。打造一支既干事又干
净的干部队伍，也是“伟大工程”的重要
内容。广大党员干部必须要把大写的

“廉”字奉为人生的价值追求，坚持把
“两学一做”融入经常、放在时常，把学
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作为“日常课”“必修课”，时时刻刻与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强化“四个意
识”，把先进典型当成“活教材”，把优秀
案例当成“样板戏”，主动加强自我警示
教育，以案学法、以案明纪，不断提升自
身拒腐防变能力和意识。

作为社会发展的“引路人”、全面
深化改革的“燃灯者”、复兴巨轮上的

“撑篙人”，共产党人惟有挺直“精神
脊梁”，才会有内心真正的安宁与从
容，才会有诱惑面前的“岿然不动”！

李善禹

挺直挺直““精神脊梁精神脊梁””

本报讯（罗连军 唐仲蔚） 近日，

我省凭借全域旅游发展的成绩，“霸屏”

了人民网“美丽中国行——全域旅游全

国巡回成果展”，成为该网络巡展的重

点。据悉网上展播采用图文消息、新闻

资讯、在线视频等多种形式展示了青海

省全域旅游最新发展动态和成果，并向

广大网友倾情推荐了全省正在火热推

进的“冬春季旅游”活动。

近年来，我省旅游业取得了长足发

展，在全力构建全域旅游发展格局中取

得了可喜的成绩。全国生态旅游示范

省和自驾车旅游示范省的创建，实施

“厕所革命”，完善旅游大数据平台建

设，通过旅游+农业、旅游+互联网、旅

游+文化、旅游+体育等产业大融合，催

生了越来越多的新业态，也吸引了越来

越多的游客。

“美丽中国行——全域旅游全国巡

回成果展”项目是人民网为响应国家旅

游局“美丽中国——2018 全域旅游年”

主题而发起的，旨在全面报道和展示全

域旅游发展成果，助力全域旅游发展和

建设。我省此次上榜人民网“美丽中国

行”项目，是“大美青海”旅游魅力的彰

显，也是全域旅游综合实力的体现。

大美青海大美青海““霸屏霸屏””
人民网人民网““美丽中国行美丽中国行””

→ 村民观看演出。

↑精彩的曲艺表演。

本报讯（记者 宋明慧） 组织推

动三江源智慧生态畜牧业平台建设，

稳步推进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科技支撑，为我省生态保护红线划定

提供技术支撑……2017 年以来，我省

注重以科技引领，全力推动生态文明

建设。

科技创新是决定生态文明建设进

展乃至成败的核心要素。近年来，我

省将科技创新作为战略基点，围绕可

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加强科技攻关，

积极推动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院建

设，联合中科院共同组织实施科技服

务 网 络 和 省 级 重 大 科 技 专 项 ，构 建

“星-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及大数

据平台，为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与生

态保护决策提供定量化、高精度的空

间信息支撑与精准化服务。针对青海

国土面积大、地貌特征复杂、生态系统

类型多样、数据点位不均衡的省情实

际，支持开展青海省生态保护红线划

定与管控技术研究，优选出适合我省

生态保护红线的评价方法，向省委省

政府提交了 3 个生态保护红线建议方

案，优选方案已上报国务院。

同时，建成了三江源智慧生态畜

牧业综合信息云平台和草情监测与草

畜平衡诊断系统，实现了信息云平台

和典型示范区县级平台的联网运行。

已初步建成“天然草地合理放牧-饲草

基地建植与管理智慧支撑-优良青贮

饲料加工-饲料精准配置-牦牛、藏羊

冷季补饲与健康养殖-高原特色畜产

品加工信息化管理-畜产品质量追溯

与电商平台”为一体的智慧生态畜牧

业产业链，为构建三江源生态保护“减

压增效”的“智慧生态畜牧业”新模式

提供了全面有效的信息与技术支撑。

并且，春秋季休牧对草地植被恢复

效果的试验示范初显成效。在祁连山

地区筛选出适宜草种 6 个进行了试验

示范，提出了祁连山区天然草地保护与

利用及退化草地修复技术集成模式。

不仅如此，还助推国家可持续发

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创建工作进展顺

利，已按国家要求以海南藏族自治州

为创建国家创新示范区主体向科技部

提出创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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