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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研究证实：

大气污染物加速冰川消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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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不离党 退休不褪色
省科协组织退休老干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科技短讯

生态环境科普走进寺院生态环境科普走进寺院本报讯 （记 者
范旭光）国家知识产
权局的统计数据显
示，今年上半年，我
省主要专利数据继
续保持稳步增长态
势。全省专利申请
量为 2340 件，同比增
长 11.9% ；授 权 量 为
1396 件 ，同 比 增 长
7.1%。每万人口发明
专 利 拥 有 量 为 2.51
件，同比增长 14.6%，
提前完成了年度专
利考核目标。

今年以来，省知
识产权局多措并举
推进专利质量和数
量双提升，为创新驱
动发展提供有力支
撑。一是积极创新
服务手段，变被动服
务为主动服务，联合
专利代理机构多次
开展“入园进企”行
动，为企业开展专利
挖掘、运用、保护方
面的咨询服务。二
是加强了对专利代
理机构和专利代理
师业务和政策培训，
促进专利代理机构
提 升 专 利 代 理 质
量。三是加强专利
代理行业事中事后
监管，严厉打击专利
代理行业“挂证”、无
资质代理和不正当
竞争行为，构建公平
规范、竞争有序的专
利代理市场秩序，营
造了良好的创新环
境和营商环境。四

是持续开展知识产权宣传活
动，尤其是充分利用“4·26 知识
产权宣传周”等平台举办专题
讲座、知识产权进校园、进园区
等活动，发放宣传资料，营造了
良好的知识产权文化氛围。

本报讯 近日，在湟中县共
和镇葱湾村的一处试验田中，
首次人工育出露天羊肚菌。

据悉，羊肚菌在我省都是
在养殖大棚内种植，而且绝大
数菌种都不是本地菌种，为使
高原羊肚菌能够接近野生的生
长条件，培育出具有高原生态
品质的羊肚菌。此次种植的羊
肚菌在种植方式上采用仿野生
栽培技术，没有采取任何技术
干预手段，是我省本地原种羊
肚菌培育的。

本报讯（通讯员 史绍俊）
近日，由省畜牧兽医科学院完
成的“高寒区应用昆虫病原线
虫防治草坪地下害虫技术引进
与示范”项目通过了专家评审，
认为该成果研究水平达到国内
领先水平。

该项目调查了高寒地区草
坪地下害虫组成，确定了优势
种类为小云斑鳃金龟幼虫，掌
握了其季节动态特征。利用昆
虫病原线虫进行了草坪地下害
虫防治试验，为高寒地区草坪
地下害虫的生物防治提供理论
依据。筛选出了区域最佳草坪
蛴 螬 防 治 线 虫 品 系 为 S.
longicaudum X-7。确定了高寒
地区草坪施用昆虫病原线虫防
治蛴螬技术：幼虫最适防治龄
期 为 1～2 龄 、环 境 温 度 为
25℃、土壤湿度 20%、最佳施用
浓度 3500 条/头、施用次数 2～3
次。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研究中心近日在西宁设立。
据了解，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研究中心成立后将依托

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合作开展科学研究，搭建学术交流平
台和合作发展平台，为该国家公园建设提供人才支撑和智
力支持。并鼓励相关科研人员参与国家公园的规划设计、
生态保护研究、受损生态修复、技术方案论证等，不断转化
生态保护科研成果。

祁连山国家公园试点区总面积5.02万平方公里，其中
甘肃片区总面积3.44万平方公里，青海片区总面积1.58万
平方公里，青海片区包括祁连县、门源县、天峻县以及德令
哈市。 据中新社

本报讯（通讯员 梁玉珍）为
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保持广大退休干部“退休
不离党、退休不褪色”的良好精神
风貌，7 月 24 日，省科协组织机关
退休老干部开展老干部主题党日
活动。

活动中，老干部一行首先来到
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查汗都斯乡新建
村党支部会议室，学习了《关于组织
全省离退休干部党员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通知》精
神，进一步深刻领会了开展主题教

育的重要意义、掌握了主题教育开
展的方式方法及开展主题教育的相
关要求。听取了省科协驻循化县查
汗都斯乡新建村和赞下村第一书记
关于脱贫攻坚工作开展情况的汇
报。

会上，省科协党组成员、副主
席马玉对老干部们退休后继续为
科协发展献计出力，奉献余热，展
现出的革命风采表示了感谢。并
与老干部分享了省科协在科技扶
贫工作上的主要做法与取得的成
果，听取了老干部对科协工作的意

见和建议，仔细询问了老干部们的
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他希望到
场的老同志们继续一如既住地关
心、支持、参与科协各项事业的发
展，传授好经验、提出好建议。

会后，老干部们走村入户、实
地查看贫困户的生产生活状况，对
脱贫攻坚方面取得的可成绩赞不
绝口，深切感受到在脱贫攻坚工作
的统揽下，乡村面貌变化大、各项
工作落实实、群众精神面貌好，脱
贫帮扶工作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
果。随后老干部一行参观了循化

县红光村西路红军纪念馆，参观期
间，参加活动的全体党员重温了入
党誓词。

活动中老干部们表示，通过实
地查看脱贫攻坚方面取得的可喜
成绩，让他们深受鼓舞，倍感振
奋。通过追忆革命历史、缅怀革命
先烈、接受红色主题教育，心灵深
处再次受到了震憾和洗礼。表示
将进一步展现“坚守初心不忘本，
牢记使命显忠诚”的革命本色，继
续结合自身优势，积极建言献策，
为省科协的发展增添正能量。

昨日，深山古寺都
秀寺的僧人及周边群
众近300人共享了一场
科普盛宴。由青海藏
文科技报社、省科技
馆、省护理学会共同承
办的流动科普巡展来
到这座距离贵德县城
60 余公里的藏传佛教
寺院，通过展品体验、
科普讲堂、健康义诊，
以及科普书籍和节能
用品赠送，弘扬科学精
神，普及科学知识。图
为都秀寺少年僧人在
动手制作，体验科学原
理。

本报记者 青风摄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
研究院冰冻圈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研究员康世昌及其团队的一项研究
证实了大气污染物与冰冻圈退缩存
在重要关联。

这项研究成果近日发表在权威
期刊《国家科学评论》上。该研究是
由我国科学家主导开展“三极”气候
环境研究方面重要的国际科学研究
计划之一。

康世昌介绍，以青藏高原为主
体的第三极地区是全球中低纬度地
区冰冻圈最为发育的区域。当前，
第三极冰川快速退缩、冻土显著退
化，对其变化机理及其影响的研究
广受关注。

过去 10多年中，康世昌团队与

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国际山地
综合发展中心、瑞典斯德哥尔摩大
学等科研人员合作，基于野外考察
和长期定位观测，建立了覆盖第三
极及周边高山区的大气污染物和冰
冻圈变化协同观测研究网络。“该
网络特别关注吸光性气溶胶比如
黑碳和棕碳、粉尘以及持久性有毒
污染物等，集成多种方法以研究大
气污染物的跨境传输及其对冰冻
圈环境的影响。”康世昌说。

研究显示，大气污染物特别是
具有吸光性的黑碳气溶胶等沉降
到冰川、积雪后，可降低雪冰表面
反照率，进而促进冰冻圈的消融；
同时，冰冻圈贮存的重金属和持久
性有机污染物等可随冰冻圈消融

而释放，对区域生态环境造成潜在
影响。

相关监测和分析数据可有力
支撑这一结论。根据研究团队
2015 年得到的数据，黑碳和粉尘对
地处青藏高原东南部的仁龙巴冰
川等 4 条冰川消融的影响量可达
15%。同时，通过对祁连山老虎沟
12号冰川的监测和模拟研究，研究
人员发现，黑碳和粉尘分别可以贡
献冰川消融的 22.3%和 19.5%，而新
疆天山乌鲁木齐河源 1 号冰川自
1984 年之后，受黑碳、粉尘等吸光
性物质影响，冰川消融加剧了约
26%。

研究团队经综合分析认为，南
亚等周边地区的大气污染物通过

高空和山谷输入青藏高原并加速
了冰冻圈消融，进而对区域生态环
境造成潜在影响。

康世昌表示：“看似‘污染物近
在身边，冰冻圈远在天边’，但实际
上我们身边的大气污染物对遥远
的冰冻圈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因
此，我们有必要开展并高度关注大
气污染物和冰冻圈变化的协同研
究。”

这项研究得到了来自中科院
A 类先导专项“泛第三极环境变化
与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第二次青
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和冰冻圈科学国家重
点实验室等方面的资助。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