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倪晓颖 贾 泓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热闹的烟火

气在西宁市城北区景岳公寓夜市汇

集，焕发出独特的待客魅力。夜间居

民区特色商业街区的人气逐渐聚集，

规范有序的摊位，热闹火爆的生意，熙

熙攘攘的人群……这是 6 月中旬以来

这里每晚的常态。

“羊肉串 20 个、辣爆虾尾一份、花

生毛豆一盘……”刚下班的李小溪和

同事走进一家烧烤店，拿着菜单熟练

地点起来。“景岳公寓夜市比较干净卫

生，这两天天气不错，我请你在我家附

近感受一下西宁夜晚的舒爽和惬意。”

李小溪说。

景岳公寓夜市设有 163 个摊位，

共有 79 家商户入驻，其中夜市周边商

户 44 家、外来商户 35 家。走一圈，你

会发现夜市的路面十分干净，食材被

保鲜膜覆盖着，摊主还主动准备了垃

圾袋或者垃圾桶，自发将经营时产生

的垃圾收集起来再清运。志愿者和工

作人员还会不时巡查而过，夜市虽然

人声鼎沸，环境却格外干净有序。

烤得酥软焦黄的羊肉串、煎得酥

脆的狗浇尿油饼、酿得甘甜可口的酸

奶、炸得焦黄爽口的土豆片、炒得麻辣

入 口 的 海 鲜 …… 灯 火 通 明 、人 来 人

往。从 18 时许一直到午夜时分，景岳

公寓的美食一条街人气火爆，招徕八

方游客，为当地群众和各地游客奉上

了带有浓厚青海特色的夜间美食盛

宴。游客们每走到一个小吃摊位前，

都会停下脚步，买一份来品尝，独特的

青海地方名小吃让食客们连声赞叹。

目前，景岳公寓夜市主要有海鲜

烧烤、特色烤全羊以及川湘菜馆等品

类。经过几年的经营，大通生烤羊排、

厨将菜馆、港口海鲜、年三十餐饮特色

店脱颖而出，在消费者中打响了品牌。

摊主们的吆喝声和食客们的欢声

笑语让夜市热闹非凡。大通生烤羊排

店前人来人往，门外大排档一溜摆开，

热情好客的老板娴熟地握住大把的羊

肉串，反复在烤架上翻烤着，新鲜的羊

肉在炭火中发出滋滋的响声，拿起调料

瓶均匀地将调料撒在肉串上，不一会冒

着香气的美味就被端到了游客的面前。

市民刘辉一边吃着烤羊肉一边

说：“在外地多年，唯独对青海的烤羊

肉情有独钟。没想到这次回来，在母

亲家的小区门口就能品尝到这么正宗

的青海美食。在烤制过程中，羊肉的

香味就扑鼻而来，咬下去的时候酥软

可口，肥而不腻，美味极了！”

（下转第四版）

——西宁夜经济系列报道之二

在家门口玩转在家门口玩转““西宁夜西宁夜””

景岳公寓夜市生意火爆。 本报记者 倪晓颖 摄香格里拉夜市的“后备箱”摊位吸引着众多游客。

本报讯（记者 陈晨） 8 月 17 日，

记者从青海省科学技术厅获悉，为切实

发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作用，以科技助

力稳定全省经济形势，省科技厅制定印

发《科技助力全省稳定经济大盘实施方

案》，通过开展科技金融、项目奖补、创

新创业挑战赛、加强高层次科技人才交

流等助企纾困、促进产业发展。

省科技厅全面落实将科技型中小

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从 75%提

高到 100%的优惠政策，经核查省内 344
家科技型企业符合补助条件，拟补助资

金 2961.34 万元。加大企业科技项目申

报支持力度，对已完成验收的涉企省级

科技计划后补助项目，累计拨付资金

8527 万元。对承租省国科资公司及所

属企业国有房屋的服务业中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减免 3-6 个月租金，已减

免租金 122.99 万元。联合省银保监局、

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制定印发

《青海省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发展的实施

意见》，共征集 89 家企业 239.67 亿元融

资需求，推动科创领域贷款稳步增长，解

决科技企业发展融资难题。加大高新技

术企业和科技型企业培育认定力度，对

当年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小巨人

企业分别奖励10万元和90万元。

同时，着力保障市场主体稳定，发

挥科技助力物流畅通保产业作用，优先

支持电子商务类专业化众创空间发展，

引导企业利用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新

业态新模式，助力打通物流微循环，畅

通市场营销渠道。支持科技人员赴企

业开展科技服务活动，委托专业机构对

重点科技服务业企业一对一开展“企业

科技体检”服务，确保实现全省规模以

上 科 技 服 务 业 营 业 收 入 上 半 年 增 长

6%、前三季度增长 14%、全年增长 12%
的目标。

科技助企纾困 稳定经济大盘

29612961..3434万元科技补助万元科技补助
惠及青海惠及青海344344家科技企业家科技企业

祁连山国家公园美丽的湿地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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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石成砚 李庆玲
栾雨嘉 董志勇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一项重要举措，青海作

为国家公园创建先行先试示范省，当

前已圆满完成三江源和祁连山两个国

家公园体制试点任务。三江源国家公

园正式设园，祁连山国家公园试点通

过国家评估验收，青海湖国家公园正

式进入创建阶段，青海在打造青藏高

原国家公园群上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高原八月，行走在国家公园，巍巍

祁连山绿涛翻滚，大湖之畔风光旖旎，

江河源头“千湖归来”。始终牢记保护

好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者”，扎实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个扎扎实实”重

大要求和“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坚决

扛起维护生态安全、保护“中华水塔”

的使命担当和重大政治责任，青海交

出了一份合格的国家公园建设答卷。

科技赋能，生态文明建
设结出累累硕果

8 月初的清晨，踏着林间草地上

的露珠，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杜岩功教授穿行在祁连山国家公园寺

沟森林区域。他此行的目的是收集这

片林区本月的水分、土壤、空气、植被

等检测数据。

“这片林区既有寒温性针叶林树

种青海云杉和祁连圆柏，也有温性落

叶阔叶林中的山杨、白桦、红桦等青海

典 型 代 表 树 种 。”杜 岩 功 边 走 边 说 ，

2022 年 以 来 ，经 过 卫 星 遥 感 影 像 判

读、无人机和实地调查，综合保存有大

量完整无损、类型多样的森林群落等

种种优势，祁连山国家公园将森林大

样地科研地点设立于此。

跟随杜岩功的脚步，穿过一片林

区，一块大约 80 平方米的空地上有树

干茎流检测、气象检测、实景检测等设

备，杜岩功打开设备箱、拿出笔记本、

连接设备线，一串串数据在笔记本电

脑上跳跃。他告诉记者，这是应用科

技手段获取这片森林的信息，再通过

分析研究，为国家公园建设提供科学

的建设数据信息和意见建议。

在为祁连山国家公园建设提供强

大数据技术支撑的同时，科技手段和

科技能力的提升，也为天空地一体化

监测不断赋能。

8 月 8 日，当记者来到祁连山国家

公园大拉洞管护站时，宋建华和其他

管护员正有条不紊地依次组装、调试

无人机，随着无人机快速升空，实时传

输的巡护画面呈现在监控屏幕上。

“无人机帮助我们扩大了巡护范

围，而且拍摄自然风光和野生动物都

很清楚。”宋建华说。受地形和自然条

件限制，传统巡护模式大多依靠步行

或摩托车，通过人眼或望远镜查看，巡

护工作不仅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更

是不可避免存在视野盲区和死角。

今年6月，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

管理局建立祁连山国家公园首支无人

机管护队伍，自此开启了空中巡护监测

新模式，有效提升生态巡护的广度深度，

实现生态巡护全覆盖。（下转第四版）

走进国家公园
看生态文明建设

管护员开展无人机巡护前对无人机进行检查。
本报记者 李庆玲 董志勇 栾雨嘉 石成砚 摄青海湖沙岛人退水涨绿来。

新华社西宁8月20日电 记者 20日

从应急管理部获悉，8月18日至19日，应

急管理部主要负责人带领国家防总工作

组在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指导“8·18”
山洪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据了解，抵达西宁市大通县后，工

作组先后在灾害现场和受灾群众集中

安置点察看了解冲毁房屋、河流改道、

抢险救援以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

况，并进一步研究部署抢险救援和应急

处置工作，同时听取了应急处置工作进

展和人员搜救情况汇报，组织专家就山

洪灾害成灾原因进行认真分析，为灾后

恢复重建提供科学依据。

国家防总工作组要求，要坚决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的重要指

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

步强化组织领导、统筹协调、科学调度，

全力做好抢险救灾救援各项工作。要

千方百计做好人员搜救工作，进一步核

准失联人员，防范次生灾害，扎实做好

救灾和善后工作，妥善安置好转移群众

的生活，尽快恢复灾区道路、通信、电力

供应等，做好受损房屋鉴定，提前谋划

灾后恢复重建，及时做好信息发布。

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迅速调度

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派出 604名消防救

援人员、107 辆消防车、8 只搜救犬赶赴

现场；协调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增派消

防救援人员参与人员搜救和救灾救助工

作；会同财政部紧急下达中央自然灾害

救灾资金，其中 5000万元用于支持青海

大通县山洪灾害应急救援工作。

国家防总工作组在青海大通县国家防总工作组在青海大通县
山洪灾害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工作山洪灾害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工作

本报果洛讯（记者 李兴发） 从年

初至今，果洛藏族自治州面对复杂严峻

的内外部经济发展环境，以及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的冲击，通过实施调结

构、转方式和加快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动

能等一系列保稳求进的经济运行工作，

农牧业、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以及财政收支和城乡居民收入

均呈现不同程度的增长，当地经济运行

质量得到不断提升。

青海省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

显示，今年上半年，果洛州完成地区生产

总值达 11 亿多元。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虽然包括制造业、供应业在内的第二

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均同比有所下

降，但当地以畜牧业为主的第一产业，上

半年增加值达到 3200多万元，同比增长

了 4.9%。据果洛州统计局统计，今年上

半年当地农牧业总产值达到了5400多万

元，同比增长了4.13%。主要增长原因归

功于当地在巩固和提升生态农牧业产业

基地建设水平和有效发展新型农牧区集

体经济后，市场竞争力和抵御市场风险

能力得以提升，同时农牧业综合生产能

力和整体效益也得到了有效提高。此

外，果洛州规模以上企业在今年上半年也

实现了持续增长，增加值同比增长11.7%。

与第一产业增加值和总产值一同

增长的还有，固定资产投资和城乡居民

收入。据统计，从今年初至今，果洛州已

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29亿多元，同

比增长 44.5%。其中包括民生保障、基

础设施、社会服务、生态治理等 369个投

资项目。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7200多元，同比增长了6.45%。

此外，果洛州结合牧区特点，于今

年二季度开展各种促消费活动，加之城

乡居民收入不断增长，居民消费潜力持

续释放。据统计，目前已完成社会消费

品 零 售 总 额 5.5 亿 多 元 ，同 比 增 长 了

2.4%，使消费市场持续好转，社会消费

品零售额实现稳步增长。

果洛

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质量不断提升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质量不断提升

本报讯（记者 陈俊 通讯员 熊增
伟） 今年以来，海东市着力克服疫情影

响，围绕“四地”建设，精心谋划储备一

批强链补链延链项目，进一步创新招商

模式，精准开展招商项目洽谈对接，着

力构筑新的经济增长极。

海东市围绕工业、文化旅游、农牧

业产业化、商贸物流、地产开发及基础

设 施 建 设 等 领 域 ，梳 理 筛 选 总 投 资

843.95 亿元重点招商项目 35 项，制定印

发《2022 年海东市重点项目招商活动方

案》，招商小组瞄准京津冀、长三角、粤

港澳大湾区等重点行业龙头企业，宣传

推介海东市投资环境，为精准洽谈对接

重点项目夯实基础；分别前往江苏、广

东、河北、山东、浙江等省市开展重点项

目招商、洽谈、对接。目前，海东市共走

访省外企业 20 家，对接洽谈新能源、新

材料、装备制造等重点项目中，海东新

能源产业园、零碳光伏产业园、高镍三

元动力锂电池、东数西存等项目基本达

成合作意向。

海东市组织开展招商引资无锡市

专场推介会及相关企业考察活动，就两

地产业合作、项目安排、人才等领域开

展深入交流的同时，邀请意向企业到海

东考察洽谈，全面宣传海东优势资源、

投资环境、优惠政策，力促招商引资项

目落地。

在学习成都、重庆、宁夏、陕西、云南、

贵州等地优化营商环境先进典型经验基

础上，出台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招商引资若

干措施，全面树立招商引资工作“全生命

周期”服务理念，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在项

目洽谈、立项、建设、运营等过程提供全方

位服务，不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海东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构筑新经济增长极构筑新经济增长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