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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 讯 员 范 生
栋）今年，西宁市城北区政府
全面推进“双创”聚集区、生
态宜居区建设，计划通过打
造“文旅商贸圈”，深化创新
驱动，推进电子商务与现代
物流业融合发展，不断增强
地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据了解，城北区崛起新
文旅商圈分为“四大片区”。
其中西川片区主要推进大堡
子“农旅”特色小镇建设，打
造以休闲观光、现代农旅结
合的河湟古韵文化一条街，
谋划实施马坊村失地农民创
业基地、西城 890创新大厦等
专业孵化器；围绕九州河畔
世家、萨尔斯堡等商业体，谋
划文旅一条街、体育工厂等
餐饮、文体商圈项目。北川
片区以城北区产业园引入科
技型、环保型的服务业，与生
物科技产业园形成产业补
链，谋划实施大学城商贸文
化综合服务中心、小寨村商
贸仓储物流等项目。小桥核
心片区抓住碧桂园、中海地
产等国内名优企业入驻北区
的有力契机，谋划北川河核
心段商贸服务业发展，打造
小桥地方名特优产品一条
街，实施北川河郊野绿道等

项目。朝阳片区主要依托朝阳国家电子
商务基地和朝阳物流园区优势，推动北
山片区商业综合开发、北山土楼观保护
性开发及景区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
电子商务和现代物流产业。推动年度计
划投资 120.9 亿元的 128 项重点项目实
施，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绿色项目支撑。

在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景
阳镇有一座叫苏家堡的古城，
这座古城曾经是战争中用来防
御的堡垒，后来当地村民在古
城 里 种 植 土 豆 、小 麦 等 农 作
物。如今，古城里绿树成荫，树
梅飘香，已经成为一座集采摘、
观 赏 、旅 游 于 一 体 的 树 莓 庄
园。带来这一变化的就是大通
景阳川农业生态观光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顾军林。

——记者手记
10 月 10 日，记者在古城的

树莓林看到，虽已到了树莓采
摘的尾声，但果林里仍是枝繁
叶茂、郁郁葱葱，不少果实鲜亮
的树莓挂在枝头。

“树莓原产于东欧地区，是

我国近年引进的一个新型水果
品种。其果实是一种聚合果，
味道酸甜，富含人体所需的 17
种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及矿物
质，在国际市场上被誉为‘黄金
浆果’‘水果之王’。同时，它具
有防风固沙保持水土流失的功
能。”顾军林告诉记者。

正是看中树莓的营养价值、
市场价值和绿色环保的性能，
顾军林才义无反顾地选择种植
树莓的。

顾军林出生于大通县景阳
镇，2004 年从黑龙江工业学院
机械制造专业毕业后，一直在
深圳从事教育工作。2012 年，
顾军林回乡创业，在西宁市开
了一家小宾馆。但他一直想选

择做一个绿色环保的行业。
2012 年，经过市场考察，他

决定种植树莓。一方面，青海
已有种植树莓成功的案例；另
一方面，家乡的苏家堡古城，村
民种植传统作物，收入低，积极
性不高。如果能在古城里种植
树莓，借用古城的名气，开发树
莓采摘观光旅游业，一定会大
有作为。

说干就干，顾军林费了一番
周折终于以每亩840元的价格租
下了苏家堡古城的 300 多亩耕
地，从相关部门引进了种苗，开
始试种树莓。但他的树莓种植
并不顺利，第一年由于经验不
足，树莓的产量并不高。2014年
10 月 11 日的一场大雪又毁坏了
果林中的树莓，造成70万元的经
济损失。

顾军林的树莓事业发生转
机出现在 2016 年。这一年他参
加了在塞尔维亚举办的第十届
国际树莓大会，在这次会议上，
他不仅学到了先进的树莓种植
技术，而且提升了自己的经营理
念。

回来后，他更换了树莓的品

种，将每颗树苗之间的间距从原
来 1.5 米扩大到近 3 米。间距扩
大了，看似种植苗木的数量减少
了，但是由于苗木的通风好了，
病虫害和烂果现象明显降低，到
了收获的季节，树莓的产量和品
质反而提高了。同时，他在这些
间隙中套种当归获得了成功，大
大提高土地的利用率。

他还接连开发了树莓酒、树
莓茶叶和树莓果酱等系列产品，
申报了“景阳川”商标，通过电商
平台，产品远销深圳、牡丹江等
城市。

为了扩大对树莓的宣传力
度，顾军林连续举办苏家堡古城
采摘节，每年光顾采摘节的游客
达6000人次。

近几年，顾军林通过“合作
社+公司+农户”的生产经营模
式，带动当地 77 户农户增收，户
均年增收 3000 多元；每年使用
当地劳动力 3000 人次，给务工
者年发放工资 20 多万元。由于
成绩突出，他被授予西宁市“农
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和大通县

“青年致富”创业典型等荣誉称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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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令哈光热大会聚焦打造清洁能源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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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东打响50万人秋季植树造林大会战

本报讯（记者 黄土）10月12~
13日，主题为“聚焦清洁能源高地，
打造世界光热之都”的 2018 第三
届·德令哈光热大会在海西蒙古族
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隆重召开。
来自全国光热领域的 700 余名专
家学者相聚一堂，共谋光热产业未
来。

本届大会设立了主题为“生态
能源和谐发展”的主论坛，以及主题
分别为“新能源与生态环境”和“光

热发电项目开发及其成本下降”的
两个分论坛和展览展示、园区参观
等多个环节，旨在通过聚焦太阳能
光热领域的探讨与交流，构建推动
国家光热产业发展、政策发布、技术
创新、资源对接以及产能合作的重
要平台。

海西州委常委、德令哈市委书
记孙立明在开幕致辞中表示，德令
哈将围绕光热产业市场政策、多能
互补、电站设计建设，“光热＋”能源

互联网等方面持续发力，利用新能
源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助推德令哈的
扶贫工作。同时，德令哈将全力助
推国家零碳清洁能源示范基地、“领
跑者”先进技术光伏发电示范基地、
青海省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海西
州“千万千瓦级新能源产业集群”建
设，进一步打造“新能源应用示范城
市”，与兄弟市县共同努力，为新时
代中国新能源产业健康发展做出更
大的贡献。

在主论坛环节，还举办了德令
哈、格尔木、玉门、敦煌及张家口五
市政府携手推动“光热+”多元化发
展倡议仪式。本次倡议仪式彰显了
各地政府对光热产业发展的重视与
决心，同时也期待我国光热产业发
展迈向多元化，为各地能源与经济
发展提供新动力，促进我国能源转
型的进一步发展。

据悉，目前德令哈新能源装机
达到了 900 兆瓦，在建装机 950 兆

瓦。10 月 10 日，中广核德令哈 50
兆瓦槽式光热项目正式投运，成为
国家能源局批准的首批光热示范
项目中第一个建成并网的电站。
中控 50 兆瓦塔式光热项目已完成
80%工程量，预计年底全面建成。
这两个项目的建成将使德令哈市
率先完成国家光热示范项目任务，
为未来大规模建设光热电站、多路
径应用光热技术、多元推进“光
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报讯（记者 范旭光）近日，
由省农林科学院等单位承担的我
省重大科技专项“柴达木枸杞产业
提质增效综合配套技术集成示范”
通过了省科技厅组织的验收，该项
目取得科技成果 4项、申报和授权
专利3件，制定技术规程3项，编制
地方标准 3项，有利于提升我省枸
杞产业发展潜力。

据介绍，该项目通过篱架栽培
技术、增施有机肥、水肥一体化、病
虫草害生物防治等关键技术的应
用与熟化，形成枸杞立体结果、水资
源高效利用、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及
果实采收劳动成本降低的柴达木
枸杞篱架栽培综合配套技术体
系。培育出枸杞良种“青杞2号”和

“青黑杞1号”，研究形成了以枸杞

嫩枝扦插育苗、组培育苗为主的育
苗技术体系，开展枸杞良种种苗快
繁技术集成示范。累计培育良种
种苗 600万株，建立示范基地 3000
亩，示范区枸杞良种苗木占有率达
到 90%以上，田间节水达到 20%以
上，水分的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
0.85以上，形成了篱架设施条件下
枸杞提质增效综合配套技术措施。

本报讯（记者 黄土）金秋时
节，又到一年秋季造林时。10月15
日，青海省2018年秋季国土绿化暨
海东市 50万人植树造林“大会战”
动员大会在乐都区朝阳山片区召
开。来自省直相关单位，海东市
（县、区、乡镇、村）的干部职工和当
地教师、学生、农民、宗教界人士和
军警部队官兵等社会各界 8000余
人，在现场开展义务植树活动。当
日，各县（区）、海东工业园区也同步
开展了植树活动，该市参加人员达

6.5万余人。
动员大会上，省林业厅与海东

市政府签定了国土绿化框架协议，
青年志愿者、宗教界人士、公安干
警代表分别作了表态发言，发出了
倡议。

据了解，本次秋季植树造林
“大会战”计划完成义务植树 368
万株，新栽植 1.21 万亩，补植补栽
1.24 万亩，完成工程造林 13.77 万
亩。

近年来，海东市把国土绿化作

为生态建设的重中之重。2016 年
以来，先后组织了 100万人次的春
秋两季义务植树造林“大会战”，这
次再组织 50万人开展秋季植树造
林，使参加植树造林“大会战”人数
累计达 150万人次。造林绿化“大
会战”已经成为海东生态建设的响
亮品牌，这次海东市秋季植树造林

“大会战”被纳入青海省 2018年秋
季国土绿化重要内容，标志着海东
植树造林“大会战”已上升为省级
决策。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工作
的指示精神，中国科协、教育部、中科院、社科院、工程院、自然科学基金委
联合北京市政府共同主办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活
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大力弘扬爱国奋斗精
神为主题，于10月15日下午采用网络视频方式向全国各地各高校进行实
时直播。报告会共邀请三位专家进行报告，有关部委领导及首都高校、科
研院所2018级研究生新生代表和青年教师约6000人参加了人民大会堂
主会场活动。青海省分会场近两千人同步观看了直播。图为我省师生在
田家炳教育书院分会场认真聆听报告。 本报记者 丁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