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青海省
知识产权宣传周
活动全面展开

本报讯（记者 黄土）在第 19个世
界知识产权日活动期间，省市场监管局
在 4 月 19 日启动以“严格知识产权保
护 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主题的青海
省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

宣传周期间，组织开展了启动仪
式、知识产权服务机构进园区、知识产
权进校园、进科研机构活动；举办了知
识产权运用与保护培训班、知识产权基
础知识有奖竞答等活动。通过一系列
活动的宣传，传播了以“尊重知识、崇尚
创新、诚信守法”为核心理念的知识产
权文化，进一步提升全社会知识产权意
识。

据悉，2018 年我省知识产权工作
成效显著。全省共申请专利 4437件，
同比增长39.5%；授权专利2664件，同
比增长68.6%；成功注册商标5937件，
超额完成年度任务590%，累计注册商
标总数达 28771 件，同比增长 22%；指
导培育3件商标申报中国驰名商标，其
中1件已被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为中
国驰名商标；组织申报的两项发明专利
获得第二十届中国专利优秀奖。

5月19日：今年我省
科技活动周启动

本报讯（记者 晓光）主题为“科
技强国 科普惠民”的 2019 年青海省
科技活动周将于 5 月 19 日在大通回
族土族自治县启动。

本次科技活动周由省科技厅、
省委宣传部、省科协联合主办。活
动期间各地各部门将突出科技创新
支撑强国富民这条主线，开展科普
大篷车、流动科普馆、发放科普资
料、现场义诊、科技成果展演、科技
咨询服务等科普宣传活动；以展板
集中陈列展出的形式，全面展示青
海科技事业近年来取得的辉煌成
就；利用互联网即时通讯功能与科
普网络平台，结合线上线下活动为
公众精准推送科普知识。同时还将
开展农业科技知识及农产品展览和
宣传、国民体质监测宣传、无人机航
测遥感及移动三维扫描技术成果展
示与宣传等系列活动。

第三届中国·青海（循化）

国际男篮争霸赛即将开赛

篮球之乡循化
再掀狂“篮”

本报讯（记者 黄土）由省体育
局、海东市政府主办,循化撒拉族自治
县政府、省篮球运动协会承办的第三
届“白驼杯”中国·青海（循化）国际男
篮争霸赛将于4月30日在循化县盛大
开幕，届时，将有来自美国、立陶宛、俄
罗斯、意大利、捷克、塞尔维亚等 6 个
国家的篮球队，为全省篮球爱好者带
来为期5天的精彩赛事。

被称为“篮球之乡”的循化县有着
深厚的群众基础，篮球运动是群众体
育活动的重要项目。据了解，循化县
各乡镇拥有男女业余篮球队约 100多
支，全县9个乡镇的154个村全部建起
了篮球场。“村村有篮球场、家家有篮
球队员、人人都能当裁判”成为循化县
篮球运动的一大亮点。每年春节期
间，当地 9 个乡镇、154 个村及部分自
然村都有自己的篮球赛事。据不完全
统计，循化当地举办的各类篮球赛事
每年超过 1000 场，真正树立起了“中
国篮球第一县”的品牌。

域内短讯

本报讯 中
科院青海盐湖所
2014 年启动中国
盐湖资源与环境
地理信息系统平
台建设工作。从
分析盐湖科学数
据特点、数据现
状和数据用户需
求入手，对多学
科多源数据整合
等关键性问题进
行研究，充分利
用 GIS 空间管理
系统的优势，于
近期完成了数据
平台的设计及功
能开发。

研究小组将
科学数据中心设
计理念应用于盐
湖领域，对现有
的分散、碎片化
的盐湖资料和数
据加以整理、补
充和完善，实现
了信息查询、属
性数据与空间数

据关联、数据分析、制表、制图等
一体化功能。并在数据资源的基
础上，紧密结合盐湖专业领域和
特定项目工程的需求，开展针对
用户的数据处理、计算分析和过
程模拟等应用服务。同时使盐湖
科学数据通过互联网实现了信息
共享、传输和交互，向科研机构和
盐湖企业、高校等提供了专业、权
威和定制化的数据服务，构建了
一个综合性的盐湖科学数据系
统，从而科学地指导盐湖未来产
业发展和管理。该数据平台有六
个专题子库构成，即盐湖基础信
息数据库、盐湖资源数据库、盐湖
环境数据库、盐湖资源开发状况
数据库、盐湖影像及多媒体数据
库。

该数据平台对推动盐湖科研
创新，实现盐湖资源的综合可持
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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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作品评选会议在重庆召开

一季度全省经济开局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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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化公众开放日（青海石油站）活动启动

丝绸之路——南亚廊道（青海段）

考古调查新发现十五处遗址

本报讯（记者 黄土）记者从4
月 19日省政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一季度，我省经济运行开局
良好，积极因素逐渐增多，经济结构
持续优化，质量效益不断提升。

经国家统计局核定，一季度，
我省实现生产总值557.09亿元，按
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
5.7%，增速较上年同期回落 1.5 个
百分点，低于全国平均增速 0.7 个
百分点。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
值21.99亿元，增长4.0%；第二产业
增加值 205.26 亿元，增长 7.4%，第
三产业增加值 329.84 亿元，增长
4.4%。

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比上年同期增长7.2%，增速较
1-2月加快1.4个百分点，高于全国
平均增速 0.7 个百分点。分行业
看，规上工业三大门类中，制造业增
加值比上年同期增长11.5%，电力、

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增
加值增长2.5%，采矿业增加值增长
1.1%。在有生产的 32个大类行业
中 16 个行业保持增长，增长面为
50.0%；分经济类型看，规模以上工
业中，股份制企业增加值比上年同
期增长9.3%，国有企业增加值下降
12.6%，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增加值下降13.5%。

在全省就业市场稳定、城乡居
民收入增加的同时，居民消费价格
温和上涨。一季度，全省城镇新增
就业1.26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
业 35.44 万人次，城镇登记失业率
为 2.6%，比上年同期下降 0.4 个百
分点。全省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5822元，同比增长9.3%；全体
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4670 元，
增长 7.9%。全省城镇常住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 8698 元，同比增长
8.0%；全省城镇常住居民人均生活

消费支出 6396 元，增长 7.7%。全
省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035元，同比增长 9.9%；全省农村
常住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2998
元，增长 6.6%。一季度，全省居民
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 2.0%，
涨幅比全国平均水平高0.2个百分
点。居民消费八大类商品及服务
价格同比呈“五涨二平一降”态
势。3月份，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比
上月下降 0.1%，比上年同月上涨
2.3%。

旅游市场和进出口及运输方
面，一季度，全省接待国内外游客
531.22 万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
39.0%，增速同比提高8.5个百分点；
实现旅游总收入 52.36 亿元，增长
35.4%，增速同比提高 3.9 个百分
点。与此同时，全省进出口总值
11.84 亿 元 ，比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56.0%。完成货物运输量 2755.12

万吨，比上年同期下降1.7%。完成
客运量 1417.03 万人，比上年同期
增长0.1%。

与此同时，我省新业态、新商
业模式发展较好。反映消费升级
的商品零售增长较快，随着移动宽
带用户规模的不断扩大，1~2月，全
省电信业务总量增长 85.2%，移动
互联网接入流量增长 91.3%，移动
短信业务量增长2.1倍。

在各类经济形势稳中向好发
展的同时，一季度，全省空气质量优
良率达96.5%，湟水出省断面 IV类
水质达标率为100%。在固定资产
投资中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投
资同比增长 12.6%，财政用于自然
资源海洋气象方面的支出为 3.72
亿元。清洁能源比重提高，全省规
模以上工业发电量中清洁能源发
电量占比为 68.9%，比重同比提高
2.7个百分点。

4 月 22 日，中
国石化公众开放
日(青海石油站)活
动举行，公众和媒
体代表通过参加
智慧小课堂，乘坐
智慧巴士，参观油
库、质检室、加油
站等活动，使公众
对石化全产业链
有了进一步的认
识，清晰看到一滴
油 旅 程 的 变 迁 。
图为公众参观中
国石化青海公司
科普计量器具展
示厅。

本报记者
范旭光摄

（上接一版）科研人员对此前
开展的西宁盆地有关剖面地层序
列、岩相特征和古地磁测年进行
了详细的野外核查和分析, 并在
西宁盆地中央选择了地层出露较
为完整、连续的剖面开展新的高
分辨率古地磁年代学研究, 获得
多项成果：重新厘定和确定盆地
新生代大约从距今 5400 年开始
河湖相沉积并连续堆积至距今

480万年, 从而建立了青藏高原东
北部最完整、连续的新生代地层
高精度年代序列; 确证谢家动物
群的年代为晚渐新世距今约 2500
万年, 为修订中国陆相“谢家阶”
和相应的陆生哺乳动物分期“谢
家期”提供了年代学依据; 限定盆
地纯风成粉尘红粘土的堆积时间
以及最高阶地的形成时间均在距
今约 4800 万年到 3600 万年以来,

揭示黄河上游最大支流 (湟水流
域)自此开始形成; 发现盆地新生
代多种气候代用指标记录与全球
温度变化趋势和事件基本吻合，
暗示全球变冷可能是亚洲内陆干
旱化的主控因子、高原隆升和副
特提斯海退却的影响叠加其上;
发现西宁盆地经历了盆地形成到
消亡的完整沉积环境演化过程,
记录了祁连山东段新生代经历的

三大构造隆升阶段。
其中，此次建立的青藏高原

东北部最完整、连续的新生代地
层高精度年代序列，为生物地层
学、古气候学、地貌学及构造地质
学等相关研究奠定了准确的年代
学基础, 对深入理解青藏高原隆
升、干旱-季风系统和生物多样
性演化与未来气候变化具有重要
的促进作用。

中
科
院
青
海
盐
湖
研
究
所

建
成
盐
湖
资
源
环
境
数
据
平
台

本报讯（记 者 青 风）4 月
13~15 日，第 32 届（2018 年度）全
国科技报系统优秀作品评选会议
在重庆举行。中国科技新闻学会
理事长宋南平、副理事长兼秘书
长许英、中国科技新闻学会副理
事长兼科技报分会理事长郝建新
以及来自全国 28 家科技报（刊）
社的社长、总编、新媒体机构负责
人等 60余人参加了会议。

本届优秀作品评选共收到全
国科技报（刊）社、新媒体机构等
报送的消息、通讯、言论、科普文
章、新媒体作品等 269 件，经过各
媒体单位初评、专家评审、评委投
票，评选出 2018 年度全国科技报
刊优秀作品 110 件，其中一等奖
32件，二等奖 35件，三等奖 43件。

评委一致认为，本届获奖作
品大多突出科技创新，贴近百姓

生活，科普信息强，稿件质量较往
年有所提高，特别是新媒体作品
的质量较以往有较大提高，形式
体载多种多样，富有冲击性和时
代感，尤其是利用互联网+的新
媒体传播形式，极大地推动了科
技宣传全媒体的大融和，丰富了
科技宣传的传播形式，推动了科
普事业的发展。

会议期间，还召开了中国科
技新闻学会科技报分会二届一次
常务理事扩大会议。

中国科技新闻学会理事长宋
南平在开幕式讲话中要求这次会
议认真解决好三个方面问题。一
是总结经验，二是探讨问题，三是
共谋发展。他强调科技创新是根
本，科技报（刊）社要互相借力、打
造合作共赢的新局面。科技媒体
要聚焦科技创新，挖掘背后深层

次的故事，展示科技创新成果，关
注科技创新人物，弘扬科学精神，
普及科学知识，增强科技宣传的
关注度和影响力。

中国科技新闻学会副理事长
兼秘书长许英介绍了中国科技新
闻学会分支机构工作开展情况。
她希望科技报分会要积极团结带
领广大会员，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攻
艰克难，改革创新，加强理论研
究，促进各会员单位间的优势互
补、交流与合作，为推动科技新闻
传播事业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会议由郝建新主持。他对参
加会议的全体代表及科技报分会
会员单位提出五点要求：一是更
新办会理念；二是加强队伍建设；
三是搭建共享平台；四是打造品
牌活动；五是实现双效合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