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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时代将给我们带来什么
西宁举办“硬核5G·人本时代”论坛

互助社会实践教育中心惠及两万青少年

科学家首次构建科学家首次构建

藏族人群适应性遗传变异图谱藏族人群适应性遗传变异图谱

本报讯（记者 黄土）8 月 18 日，
西宁市文旅重点项目——西宁新华
联童梦乐园正式开放。该项目集独
创性、主题性、文化性、科技性于一
身，将进一步推动西宁乃至青海全省
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和繁荣，促进文
旅进一步融合发展。

此次开放的童梦乐园为西宁新
华联国际旅游城的核心产品，项目立
足世界眼光、青海特色、高点定位、原

创体验的开发理念，充分融入海洋文
化、民族文化、丝路文化和欢乐文
化。当天，童梦乐园内海洋世界、石
榴籽园中华民族风情街、丝路小镇、
童梦水世界、童梦王国、陆地乐园、丝
路传奇 5D 影院、青海之眼以及海洋
度假酒店群等数十个景点和游乐设
施一同开放。

童梦乐园的多个景点为国内或
国际首创，给乐园注入了独特的文旅

符号与标签：一是世界海拔最高的综
合性海洋公园。二是拥有集全国 56
个民族于一体的石榴籽园中华民族
风情街。三是拥有全球唯一融合了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元素规划建设
的丝路小镇。四是拥有西北地区最
大的水上乐园。五是拥有西北地区
最富体验性和趣味性的陆地乐园。
六是拥有西北地区唯一的海洋度假
主题酒店群。

该项目既填补了我国西部地区
海洋主题文旅项目和儿童主题乐园
项目的空白，也极大丰富了我省旅游
新内涵。童梦乐园开放后，可直接创
造就业岗位 2000 个以上，间接带动就
业超过 1 万人，年游客量将达到数百
万人次，年纳税将达到亿元以上，为
省市动能转换、服务业带动、产业扶
贫和安排就业提供了新的机遇与平
台。

中国科学院—马普计算生物
学研究所徐书华团队通过研究分
析深度基因组测序数据和藏族表
型数据，构建了藏族人群全基因组
水平的适应性遗传变异图谱，首次
系统地将藏族人群基因组中与适
应性进化相关的功能性变异呈现
出来。

经过国内外近 10 年的密集研
究，人们对藏族高原适应的遗传学
基础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其中
EPAS1 是目前普遍认为的藏族适
应高原的关键基因，由于在其他高

原物种中也发现了 EPAS1 的适应
性进化迹象而备受关注。但是迄
今未能确定 EPAS1 基因中与藏族
高原适应的功能性变异，这为理解
人类在青藏高原上的适应性进化
机制留下未解难题。

为此，徐书华团队与中科院昆
明动物研究所、温州医科大学、复
旦大学、西藏民族大学等多家单位
的研究人员合作，在全基因组水平
对藏族人群的高原适应性变异进
行了系统性梳理，充分利用深度基
因组测序数据的优势，构建了藏族

人群全基因组尺度上的适应性遗
传变异图谱，鉴定了有相对明确功
能的关键遗传变异。这些分布在
基因组范围的功能性变异不一定
都与藏族人群的高原适应直接相
关，但是大多数都与藏族人群的适
应性演化密切相关。

高原适应涉及到一系列复杂
性状，牵涉到的基因错综复杂。研
究团队进一步发展了一个新统计
量（FIS）对鉴定出的适应性遗传变
异的相对重要性进行加权排序，发
现排在首位的并不是通常认为的

EPAS1，而是位于 EPAS1 下游的一
个跨膜蛋白编码基因 TMEM247；
尤其是发现藏族人群基因组中的
TMEM247 存在一个高频关键错义
变异（rs116983452），可能对藏族人
群高原适应具有重要贡献和意义。

徐书华表示，该研究提供的基
因组适应性变异图谱为后续进一
步全面深入研究藏族适应高原的
遗传基础和分子机制锁定了目标、
为揭开人类征服高原极端环境的
演化之谜开拓了新的视野。

据《中国科学报》

本报讯（记者 黄土）近日，由
西宁市委组织部主办，城西区委组
织部、城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承办的西宁市四区双创孵化“人
才摇篮”项目暨硬核 5G·人本时代
——城西区 5G 产业人才价值与产
业发展论坛在西宁举行。来自 5G
产业领域相关企业代表、西宁市各
创业基地企业代表、城西区立体式
创业生态圈各成员单位 600余人参

加本次活动。
本次论坛围绕“通讯·5G 时代

集结号”“华为 5G时代的技术突围
和人才战略”“青海 5G 时代的产业
人才战略发展”和“5G 时代给青海
带来的产业机遇”进行了研讨交
流，共同探索青海 5G 产业人才价
值与产业发展远景，现场还辅以
5G 通过互动应用展示、5G 漫想情
景话剧等丰富的活动内容，将 5G

带来的新技术、新应用、新观点进
行具象呈现。

论坛举办期间，西宁市城西区
立体式创业生态圈与青海数字化
产业联盟达成合作共识，共同签订

“技术应用与人才共享”框架性合
作备忘录，在未来更多的产业化发
展中携手共进，更好的服务于城西
区数字通讯、大数据互联、互联网
及物联网领域的创业企业。

近年来，西宁市紧紧围绕建设
“全省高端服务业发展核心区”和
“四个集聚区”的目标定位，全面推
进 5G 为代表的绿色信息产业发
展，确保 5G 时代人才资本优化、人
才建设理念升级、人力资源保障创
新务实，整体布局从街道到社区、
从辖区到区域的立体式创业生态
圈双创工作跃上新台阶，取得辉煌
成果。

记者近日从 2019 年称多
嘉塘自然观察节组委会获悉，
在为期 3 天的比赛中，来自中
国国内的 10 支自然科学爱好
者队伍，共记录到了 15 种哺乳
动物，156 种植物以及 71 种鸟
类，填补三江源区域多个物种
数据空白。

嘉塘草原是玉树藏族自
治州第二大草原，高寒草原生
态系统孕育了独有的生物多
样性特征。近年来这里也成
为三江源区域黑颈鹤重要停
留栖息地，在迁徙季长期停留
有 300 余只黑颈鹤；2017 年时
在该区域曾首次记录到了中
国特有猫科动物——荒漠猫
育幼行为。

“比赛中，自然科学爱好
者对赤狐、藏狐和狼三种犬科

动物进行了分布位置、数量的
观察，共获得数百条数据记
录。”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三江
源项目主任赵翔介绍，借助自
然科学爱好者力量，使得科研
人员可较快掌握一个区域生
物多样性家底。

据了解，除野生动物外，
参赛自然科学爱好者队伍亦
记录“流浪狗”数量以及分布
位置。

“‘流浪狗’是嘉塘草原(对
野生动物)潜在威胁因素，尤
其对于藏狐、赤狐、艾鼬等中
小型食肉动物，记录流浪狗的
数量和位置，能够帮助科研人
员分析‘流浪狗’和野生动物
的栖息地重叠程度，并评估影
响。”赵翔说。

据中新社

称多举办“嘉塘自然观察节”
填补三江源多个物种数据空白

本报讯（记者 黄
土）8月16日，记者从省
医疗保障局获悉，《青
海省生育保险和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
施方案》（以下简称《实
施方案》）将于今年年
底前落实完毕。此次
合并不涉及生育保险
待遇的调整，不会降低
群众待遇水平和增加
单位及个人缴费负担，
切实保障女性职工的
生育需求。

省医疗保障局副
局长武小健介绍，两项
保险合并实施，不是取
消生育保险，也不是政
策调整，更不会“五险”
变“四险”，而是通过运
行层面上的合并实施
提高管理服务效能。
同时，不涉及生育保险
待遇的调整，不会降低
群众待遇水平，也不会
增加单位和个人缴费
负担。

“两项保险合并实
施后，我省将结合全面
参保登记计划，同步加
大职工医保和生育保
险的参保扩面工作力
度，特别是将稳定就业
进城务工人员等重点
群体纳入生育保险覆
盖范围，实现生育保险
应保尽保。”武小健说，并将基本
医疗保险缴费基数统计口径，由
原来的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下调为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
平均工资，有效减轻了用人单位
和参保人员缴费负担。经测算，
缴费基数下调后，预计今年，可为
用人单位减负 1.99 亿元，参保人
员减负0.62亿元，合计2.61亿元。

据介绍，此次我省将灵活就
业人员和退休人员生育费用也纳
入医疗保障范围，解决了两类人
员长期以来，因没有制度保障，无
法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烦心事。
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后，不再缴纳生育保险费用，
符合政策规定的生育医疗费用由
职工医保基金报付。

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
杞鑫枸杞苗木专业合作社（以下简
称杞鑫合作社）在收集保护种质资
源的基础上选育出“七彩枸杞”，其
中紫色枸杞已申请国家植物新品
种保护。

为了保障种苗的品质和纯度，
来自“中国枸杞之乡”中宁县的杞
鑫合作社 2015 年起在全国各大产
区优选并引进优质种源，长期开展

对比试验，从而选择出良种优势株
系的原生种源，建立了枸杞种苗永
久性采穗圃，保障所繁育种苗全部
在三代以内，纯度达到95%以上。

该合作社董事长朱金忠介绍，
至去年底，工作人员收集并选育的
枸杞品种已经达到红、黄、黑、白、
紫、青、橘 7 种颜色，并为其建立了
专门的档案。目前，“七彩枸杞”均
在试种阶段。 据《科技日报》

中国民营企业
500强峰会将在

西宁举办
本报讯（记者 晓光）2019中

国民营企业500强峰会系列活动
将于本月22日在西宁市举行，届
时，将有来自2019中国民营企业
500强企业代表、全国工商联十二
届三次常委会议的参会人员、各
省级工商联推荐的小微企业代表
等800余人参加。

据了解，本届峰会系列活动，
设置了峰会主场和民营企业助推
青海“一优两高”发展大会。将向
社会发布 2019“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中国民营企业制造业
500 强”“中国民营企业服务业
100 强”和《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
调研分析报告》。同时，还安排了
5场专场活动，包括金融服务民营
经济发展专场、生态环境保护与
绿色发展专场、东西部扶贫协作
专场、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精选
画作展、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专场、
民营经济领域党建专场。

据悉，500 强峰会系列活动
期间，全国工商联十二届三次常
委会也将在西宁市召开。届时全
国工商联还将发布《中国民营企
业社会责任报告（2019）》（蓝皮
书）等。

总投资 4200 万元、
占地面积 55726 平方米
的互助土族自治县中小
学生社会实践教育中心
是海东市唯一一所开展
中小学素质教育和综合
实践能力训练的综合性
校外机构，拥有现代化
的教学设施。该中心自
2016 年 9 月运行以来，
已连续组织开展了多期
学生综合实践活动，累
计接待学生两万人次。
2018 年 10 月，实践教育
中心被教育部命名为

“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
践教育营地”。

图为该中心教师在
用高精度机械臂写字。

本报记者 范旭光摄

集科普和文旅一体

西宁新华联童梦乐园开放

“七彩枸杞”
选育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