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普小镇示范园名优新品种挂果长江源头出现1961年
以来同期最大暴雪

“4 月 1 日至 3 日，位于长江源
正源的沱沱河地区出现了明显的
强降雪天气过程，其中2日的日降
雪量为 11 毫米，积雪深度达 12 厘
米，达到暴雪量级，突破了 1961年
以来 4 月日降水量历史极值。”省
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杨延华说。

长江正源沱沱河地区是三江
源保护区的核心区域，该地区的唐
古拉山镇平均海拔在 4500 米以
上，是世界海拔最高的乡镇。省气
候中心高级工程师戴升介绍，受西
伯利亚低槽底部风裂冷空气和西
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位于长江
源正源的沱沱河地区出现了明显
的强降雪天气过程，4 月 1 日至 3
日，该地区的降雪量已达 14.3 毫
米。 据中新社

能否打破传统，在高海拨地区实现大樱桃种植3年
左右开始结果，6年左右进入盛果期？两年前，省科协网
络信息与科普服务中心从大连引进大樱桃新品种在大
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塔尔镇河州庄村的科普小镇示范园
温棚试种，采用最新的定植、修剪、光照、授粉技术进行
管理。如今，大樱桃已经挂果，且长势喜人。同时，示范
园引进的中油蟠桃也已挂果，隋珠草莓也硕果累累。图
为该示范园内长势喜人的中油蟠桃、大樱桃、隋珠草
莓。 本报通讯员 杨青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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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青海文化
旅游节4月12日开幕

青海县域内就诊率超八成

目前，我国每年新增农业科
技成果的数量非常大，仅通过省
部级鉴定的就有 6000 余项，但这
些成果的转化率却不足40％。

针对这个问题，中国农业大
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高万林教
授及团队从 2005年起开展了历时
3 年、覆盖 2.4 万农民／农技员的
农业技术需求调研，分析了影响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的关键因
素，总结科学技术普及率低的根
本原因。

他们发现农民与农业科技工
作者之间是存在传播壁垒的，一方
面大量的科技成果闲置不能转化
为生产力，另一方面农民渴望先进
科技成果却不知道到哪里寻找。

为了打破这道看不见的传播
壁垒，在他们之间架起一座沟通
的桥梁，帮助农民脱贫致富，高教
授及其团队成员创作并出版发行
了一套《现代农业科普系列视频》
（以下简称《视频》），视频内容包
括主要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畜
禽、水产品、特种动物 5 个系列 41
张光盘。高万林团队以这套作品
为载体，通过选题、创作、推广等
方式方法和手段的创新，摸索出
一条具有农业特色的科普传播新
途径，科技扶贫新模式。

针对推广技术与农民需求之
间匹配度不高的问题，高万林团
队将信息技术引入科普作品创作
中，实现了300余家涉农网站4200

余万条农业科技成果信息的甄
别、过滤和整合，创建了涵盖 384
个门类的科普知识库。以作品选
题精准对接农民需求为原则，通
过供需模态分析，选出了农民最
急需的 85 项技术，涉及 49 类动植
物的育种、种养殖、病虫害防治、
加工及贮藏等，实现了实用技术
与农民需求的快速有效对接。

针对农业科技知识专业性
强、难理解的特点，在保证作品科
学、先进、规范的基础上，运用“接
地气”的大众化语言和“拉家常”
式的表述方式，实现科学内容的

“科普化”；同时通过融合“实景”
与“动画”表现手法，形象直观展
示复杂农业技术的关键细节，解

决了科技扶贫有效落地的问题。
为了将科技知识真正送到农

民手中，创作团队在视频光盘基
础上，延伸开发挂图、辅助读本、
音频、微视频等“图文声像”系列
产品。针对互联网、移动网络和
没有网络环境，自主研发“现代农
业科普网”“掌上农科”APP 及“数
字视频播放机”等智能终端，通过
多手段、多渠道、多方位融媒体传
播推广，打通线下传播最后一公
里的问题，拓展了科技扶贫的多
维新渠道。

截至目前，累计组织科普活
动 2000 余场，受训人员超过 3400
万人次，科普效果显著。

据《科普时报》

4 月 3 日，在北京举行的农业
绿色发展研讨会上发布了《中国
农业绿色发展报告 2018》，该报告
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绿色
发展研究中心编写，是我国首个
农业绿色发展绿皮书，也是观察
我国农业绿色发展重要“窗口”。

报告显示，我国农业绿色发
展在六个领域取得重大进展。

空间布局持续优化。全国已划
定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
产保护区9.28亿亩，认定茶叶、水果、
中药材等特色农产品优势区148个。

农业资源休养生息。耕地利
用强度降低，耕地养分含量稳中
有升，全国土壤有机质平均含量
提升到 24.3 克/公斤，全国农田灌
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548。

产地环境逐步改善。全国水
稻、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平均
化肥利用率提高到 37.8%，农药利
用率 38.8%，化肥农药使用量双双
实现零增长；秸秆综合利用率
83.7%。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
达70%；新疆甘肃等地膜使用重点
地区废旧地膜当季回收率近80%。

生态系统建设稳步推进。已
划定国家级的水生生物自然保护
区25个、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535
个和海洋牧场示范区 64 个；全国
草 原 综 合 植 被 覆 盖 度 提 升 到
55.3%，重点天然草原牲畜超载率
明显下降。

人居环境逐步改善。全国完成
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或部分集中处理
的村占73.9%，实现生活污水集中处
理或部分集中处理村占比17.4%，使
用卫生厕所的农户占48.6%。

模式探索初见成效。遴选出

全域统筹发展型、都市城郊带动
型、传统农区循环型3个综合推进
类模式和节水、节肥、节药，畜禽
粪污、秸秆和农膜资源化利用，渔
业绿色发展7个单项突破类模式，
可为我国不同类型地区农业绿色
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绿色发展是乡村振兴的重要
引领，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
施，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农业高质
量发展必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农业更加可持续、农民更加富裕、
农村更加美丽宜居。 据新华社

本报讯（记者 黄土）2019青海文化
旅游节暨中国西北旅游营销大会将于4
月12日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活动
将持续到今年 10 月底。期间将举行
2019中国西北旅游营销大会、文旅系列
活动、广电系列活动、体育系列活动、市
（州）系列活动六大板块，共计41类372
项活动。

此次活动由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广
电局、省体育局、省文联联合主办，活动
以“绿色、和谐、融合、创新”为主题，突出
高原生态旅游，努力营造全省各族群众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青海解放70周
年欢乐祥和的浓厚氛围。

活动开幕式包括主题灯光秀、“诗与
远方”——2019 文旅之春交响音乐会、

“游丝绸之路 共享美好生活”系列文艺
演出、文化旅游产业合作签约会等活动。

2019 中国西北旅游营销大会期间
将主要举办长江、黄河、澜沧江“三江”旅
游合作主题日启动仪式，2019江河旅游
合作论坛，“丝绸之路·神奇西北”最美分
会场推介会，“客源互送·温暖青海”援青
省市文旅合作主题日启动仪式，援青省
市旅游推介暨2019旅游项目发布会，全
国参会省市旅游推介会，展览、交易等多
项活动。截至目前，营销大会已确定省
外约350家、省内约700家文化旅游企业
共3000余人参加，多数参会企业均有签
约意向。

我省建成1661个
“职工书屋”

本报讯（记者 黄土）记者日前从省
总工会获悉，自2008年职工书屋建设工
作启动以来，我省已建成各类职工书屋
1661家，为70多万名职工提供了学习和
阅读服务。

职工书屋是中华全国总工会为保障
广大职工特别是一线职工、农民工的基
本文化权益，丰富基层职工精神文化生
活，在全国工会开展的一项重要文化工
程，也是一项公益工程。

近些年，我省以职工书屋建设为抓
手，着力提升职工队伍整体素质，促进新
青海建设。截至目前，共建成“职工书
屋”1661家，其中全国“职工书屋”示范点
166个、省级“职工书屋”示范点 578个、
高原流动职工书屋51个、基层企事业单
位“职工书屋”自建点 866个。2018年，
职工书屋建设取得重大突破，为全省职
工免费发放电子职工书屋阅读卡 70万
张，率先在全国实现了电子职工书屋全
覆盖，电子职工书屋注册量、阅读排行均
居全国第一，创造了职工书屋建设的“青
海模式”。

今年环湖赛
7月14日开赛

本报讯（记者 黄土）记者从 4月 4
日举行的 2019第十八届环青海湖国际
公路自行车赛倒计时 100 天启动仪式
上获悉，第十八届环湖赛将于7月14日
至7月27日在青甘宁三省区举行，赛事
将途经我省海东市、西宁市、海南州、海
北州、海西州和甘肃省张掖市、金昌市、
武威市以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
卫市。

据了解，环湖赛自 2002 年举办以
来，历经了十七年的开拓创新、砥砺前
行，一步步发展成为具有世界眼光、国际
标准、中国特色的国际品牌赛事。它见
证着西部城市成长的发展进程，打造了
青甘宁区域合作办赛的成功典范，孕育
出了独具高原特色的赛事体系，有力推
动了自行车运动的发展，拉动了区域社
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扩大了绿色、健康生
活理念的广泛传播，成为向世界展示中
国形象、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

“跑路少了，花费减了，治疗
水平没缩水！”大通回族土族自治
县长林镇后子河村的王俊芳感
慨。

5年前查出尿毒症，每周透析
两次。摸黑出门，入夜归来，路上
来回倒车，到家都得扶着墙走。
从后子河村到省城求医，王俊芳
曾备尝艰辛。

如今，居全国领先水平的医
联体建设，让“王俊芳们”在家门
口也能看上好医生。2016 年，我
省首家医疗集团成立，以西宁市
第一人民医院为总院，整合大通
县 3 家公立医院和 27 所乡镇卫生
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289所村
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组成西
宁市第一医疗集团，成为市县乡
村四级跨区域紧密型一体化的健

康共同体。目前，我省共组建医
疗集团、医疗共同体、专科联盟等
不同形式的医联体95个。

“县里也能做透析？”从西宁
市第一医院出来，王俊芳心里打
鼓。“我们医联体内业务管理、人
员调配考核、设备管理、药品管
理、财务管理‘五统一’。”一院院
长兼第一医疗集团理事长王东超
总结。

不只是能看上病，还要能看
好病，基层医疗机构水平行不
行？“每年长期下派专家 45 人次，
手术会诊手把手带，职称考核与
下沉服务经历挂钩”，第一医疗集
团一分院、原大通县第一医院院
长刁占元说，“比如总院专家指导
做的胆道镜胆总管取石 T 形管引
流手术，群众可省7500元，少住院

8天。”2018年，全省医联体内上级
医院帮下级医疗单位新成立专业
科室 144 个，开展新技术、新业务
1554 项，下派基层医务人员 9671
人 次 ，为 成 员 单 位 检 查 、检 验
72154例。

“设备资源共享，可支持51个
病人接受血液透析治疗。”第一医
疗集团一分院透析室护士长李发
秀的话，让王俊芳宽了宽心，但一
琢磨又犯愁，“转诊难、手续多、时
间长，会不会延误治疗、耽搁报
销？”

“医疗集团内与各基层机构
有协议，职责明确，为双向转诊、
分级诊疗配置了‘直通车’。”大通
县农合医保办工作人员韩宝宏介
绍。王俊芳第一时间顺利转诊、
无缝衔接。如今，中午可吃完热

乎饭，再去县上做透析。
与第一医疗集团成立前相

比，两年来，县分院门诊量上升
10.39%，乡镇卫生院门诊量上升
25%。据王东超介绍，市县财政专
项和补助资金仍按原标准、原渠
道拨付，由医疗集团总院统筹，财
政负担同比没增加。

医联体等综合医改有效降低
了服务成本。据统计，青海居民
个人卫生现金支出占卫生总费用
的比重低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
省卫健委副主任李秀忠说：“‘小
病基层看、大病进医院’的就医新
秩序正在形成。”2018 年，全省医
联 体 内 部 下 转 患 者 同 比 增 加
20788 人次，增长 99.94%，全省 29
个县县域内就诊率达80%以上。

据《人民日报》

我国发布首部农业绿色发展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