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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国漂流
俱乐部联赛暨
全国桨板公开赛

即将开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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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出台民用机场地方性法规

重温党史文献 牢记初心使命

上海市与西宁市对接科技创新成果上海市与西宁市对接科技创新成果

世界海拔最高的
无人机竞速赛

8月开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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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4日，省科协组
织机关及各事业单位的
30余名党员干部参观了
由国家档案局、中央档
案馆主办，青海省档案
局、青海省档案馆、西宁
市委承办的“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档
案文献展。档案文献展
分“求索真理、理想信
念、不懈奋斗、牢记宗
旨、自身建设”五个部
分，展出 200 余件展品，
以中国共产党为谋求国
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
幸福的不懈奋斗为主
线，展示了中国共产党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
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伟大
历程。

本报记者 吴雅琼摄

第二次青藏科考已完成对西藏第二次青藏科考已完成对西藏1010个湖泊科考个湖泊科考
记者近日从中科院青藏高原

研究所获悉，今年，第二次青藏高
原综合科考已完成西藏10个湖泊
的水深和水质测量，其中首次完
成对羊卓雍错全面的水深测量。

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助理
研究员鞠建廷介绍，自7月初至目

前，由10位队员组成的湖泊科考队
完成了西藏山南、那曲、阿里三地
10个湖泊的实地考察测量，初步结
果显示，除了那曲市的其香错为盐
湖外，其他多数湖泊是微咸水湖或
者淡水湖，且深度不一，其中羊卓
雍错湖深40余米，其他最深的湖泊

达到了80米。科考人员通过走航
测量的方式，采用声纳技术获取航
线上的湖泊深度数据，结合遥感影
像，能够绘制出湖泊等深线图，并
可计算出湖泊的水量。

羊卓雍错与纳木错、玛旁雍
错并称西藏三大“圣湖”。值得一

提的是，这一重要湖泊是此次阶
段性科考面积最大的湖泊，首次
获得全面测量。

鞠建廷介绍，科考人员将羊
卓雍错分为西北、西南和东部三
个区域进行水深测量，总测线长
超过600公里。

本报讯（记者 黄土）7 月 24
日，上海科学院最新应用型科技
成果对接会在西宁科技大市场举
办，上海科学院推介了 31 项最新
成果，并与西宁市 40 余家企业代
表进行了对接交流。

对接会上，上海科学院对智
慧城市、节能减排、医疗卫生等领
域的 31 项最新应用型科技成果
进行了重点推介，中国联通青海

分公司、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等
单位，就人才缺乏、技术瓶颈、科
技成果转化难、医学检测等问题
与上海科学院进行了深度交流和
对接。青海圣诺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与上海材料研究所签订了“氧
化铝技术制备及应用中关键问
题”合作协议，开启了上海科学院
助力西宁市科技型企业发展的新
篇章。

上海科学院是我国东部地区
重要的综合科技创新研发机构，
近年来高度关注西部城市推进
科技创新，着眼于提高科技工作
者和企业技术人员整体素质，热
心解决实际问题，积极推动经济
社会更好更快发展。此次对接
会是在上海科学院对西宁科技
发展情况两次深入调研的基础
上召开的。本次对接会，上海、

西宁两地在破解创新资源难聚
集、企业需求难挖掘、供需信息
不对称、服务资源难协同等成果
转化难题上进行了深入交流对
接，在携手共同推进西宁科技发
展上达成了共识，为两地开展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产学研机制建
立等科技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本报讯（通讯员
史绍俊）近日，由中

国农业机械学会机械
化养猪工程分会、国
家生猪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主办，青海
省生猪产业科技创新
平台、海东市乐都区
容生生态养殖有限公
司和中国种猪信息网

《猪业科学》超级编辑
部承办的“后非洲猪
瘟时代养猪产业发展
战略思考学术研讨会
暨面向未来中国猪业
三 十 年 发 展 行 动 计
划”在海东市乐都区
召开。中国工程院院
士、国家生猪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
长印遇龙、全国各省
生猪产业体系首席专
家以及各省养猪企业
150 余人参加了此次
会议。

会议对“后非洲
猪瘟时代养猪产业定
位、布局与复产”这一
行业关注的话题进行
深入研讨，并启动了

“面向未来中国猪业
三十年发展”行动计
划，为今后行业的定
位、布局及企业的发
展带来思路。多位专
家就非洲猪瘟话题作
了报告，对非洲猪瘟
后的产业复产提供了思路。

在地方品种保护方面，青海省生
猪产业科技创新平台首席专家周继
平研究员就我省八眉猪保种利用及
藏香猪的特色养殖作了介绍，甘肃农
业大学滚双宝教授作了《合作猪种质
资源现状及其开发利用》报告。同时
中国工程院院士印遇龙对我省藏香
猪特色养殖进行现场指导并给予肯
定。

本报讯（记者 黄土）世界
海 拔 最 高 的 无 人 机 竞 速 赛 事
——2019 年青海果洛首届国际
高原竞速无人机挑战赛，将于 8
月 5 日至 7 日在果洛藏族自治州
玛沁县举办，届时将有来自中
国、美国、德国、澳大利亚、法国、
泰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家
的 40名选手参与角逐。

本次赛事以“雪域秘境·飞
翔果洛”为主题，由文化论坛、竞
速挑战赛和无人机航空摄影大
赛三部分组成。

果洛州副州长张洪表示，在
平均海拔 4200 米的高原进行无
人机竞速比赛，也为全世界所有
的爱好者以及无人机的使用者，
提供了一次独一无二的高原比
赛体验。无论是对中国选手，还
是国外选手来说，都是一次很好
的相互学习和交流的机会。

据了解，赛事期间还将举办
“青海果洛首届国际高原无人机
文化论坛”，将有来自国内外相
关行业组织和科研单位的专家、
学者围绕无人机在青藏高原的
发展前景、技术创新，空域管理、
教育培训、行业应用等议题进行
深度交流与探讨。同时，全球首
个高原无人机赛事标准也将在
本次论坛上发布。

本报讯（记者 黄土）记者近日从
玉树市政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8 月 5 日～10 日，有着“世界最高
漂”之称的玉树市将迎来2019年全国
漂流俱乐部联赛暨全国桨板公开赛，
届时将有来自全国的 15个漂流俱乐
部和上百名桨板选手挥桨角逐。

本次赛事旨在进一步推动中国水
上户外运动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促
进桨板运动的普及和发展，比赛由国
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青海
省体育局、玉树州人民政府联合主办，
玉树市人民政府、青海省登山运动管
理中心承办。

据介绍，此次赛事将在玉树市境
内巴塘河分段进行，赛事分漂流长距
离赛、桨板200米冲刺赛和800米技术
赛三个赛项。

玉树市境内平均海拔4500米，长
江、黄河、澜沧江三大河流均发源于
此，其中长江一级支流巴塘河下游河
段，河道天然落差大，符合国际4+级
漂流赛道标准，属于国内乃至国际上
少有的高等级漂流优秀赛道。依靠自
身富集的江河资源和极其适合开展漂
流的地理特色，玉树以体育+旅游+互
联网的多维观念，积极开展全国和国
际性漂流赛事，先后成功举办2015漂
流中国—长江源头首漂、2016年漂流
世界杯（中国站）、2017年全国漂流俱
乐部联赛暨中国漂流老将赛，这些赛
事在充分挖掘玉树独特自然资源的同
时，大大提升了“玉树漂流”国际影响
力。

本报讯（记者 黄土）7 月 24
日，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召开新
闻发布会，就省十三届人大常委
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的《青海省民
用机场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的相关情况作了介绍。

据介绍，《条例》经省十三届
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将于今年 8 月 1 日正式实施。
条例共六章五十六条，对我省民
用机场建设与管理工作作了全面
规范。一是规范了各级政府及相
关部门职责。二是明确了规划与
建设方面的相关内容。三是强化
了安全运营与服务方面的相关内
容。四是突出了净空与电磁环境

保护方面的相关规定。五是规定
了法律责任。

制定青海省民用机场管理条
例，是加快我省民用航空基础设
施建设步伐的重要途径，是促进
全省民用航空事业快速发展的重
要前提和保证，对于助推我省经
济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本报讯（记者 黄土）记者
从 7 月 27 日西宁市健康服务共
同体暨四级紧密型一体化医联
体推进情况新闻发布会是上获
悉，2018 年以来，西宁市在深化
四级紧密型一体化医联体改革
的基础上，组建健康服务共同
体，全线贯通起全方位、全周期
的卫生健康服务新体系，进一步
提升了民众健康获得感、幸福
感。

据了解，西宁市以该市第一
医疗集团为核心，组建西宁市健
康服务共同体，推进集疾病预
防、医疗康复、妇幼保健、医养融
合、健康管理、健康促进“六位一
体”优质高效的整合型健康服务
共同体建设。

西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
主任应海涛说，该市“互联网+

健康服务”将传染病、慢性病、职
业病、食源性疾病、老年与妇幼
保健、免疫规划、精神卫生等公
共卫生信息系统全面融入县域
健康信息平台和居民电子健康
档案建设，逐步实现系统互联互
通、数据同步共享、业务协同联
动，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

同时，西宁市加快基层信
息服务应用系统建设，加强重
点人群信息健康服务，建立重
病及孤寡老弱病残应急呼叫、
自动报警等智能照护管理服务
系统，建设慢性病管理、家庭签
约、双向转诊、用药咨询和贫困
人口大病托底保障服务系统，
推进智能化装备普及率，提高
服务群众健康效率，为民众提
供人工+智能的“零距离”卫生
健康服务。

本报讯（记者 黄土）
为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放管
服”改革，强化企业知识产
权工作，提高企业专利信息
利用工作能力和水平，近
日，省知识产权局举办青海
省专利信息利用专题培训
班，我省国家级知识产权优
势企业、省级知识产权优势
企业及优势企业培育对象、
部分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
企业等近 40 多家企业的 60
余名知识产权管理人员参
加了培训。

培训班邀请省内外专利

信息方面的专家从专利信息
资源挖掘、专利信息综合利
用、专利布局、预警分析、新
一代专利信息检索分析系统
操作方法以及实操演练等方
面进行详细介绍，指导企业
运用文献资源分析技术领域
发展态势，了解行业竞争体
系状况，实施相应的专利挖
掘与布局。此次培训，有效
促进了我省创新主体高效利
用专利信息，防范经营风险，
优化产品策略，提升了他们
的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
护、管理和服务能力。

省知识产权局举办

专利信息利用专题培训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