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海西州委机关报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63-0012

邮发代号55-24

www.cdmrb.com.cn

总第4215期

今日 版

柴达木日报社出版

4

2021年2月 日

星期一

农历庚子年十二月廿七

8

值班编委 / 王 萍 责编 / 郭雁晴 版式 / 谢雅琴

◆ 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

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

——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

1930年

◆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

◆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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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范宗文 赵伟伟）3月24日，

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海西州委书记訚柏在德

令哈市调研党史学习教育、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工业经济运行、春耕备播等工作。他强调，要认

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青海代表团审

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把党史学习教育同推动

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同为民办实事结合起来，

主动融入“四地”建设，精准高效、用心用情，全

力支持重点企业加快发展。

在德令哈市人社局、公安局，訚柏与基层干

部、公安民警亲切交流，详细了解党史学习教

育、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和各项业务工作开展情

况。他强调，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把党史学习教育与人社工作结合起来，用

好用活用足国家各项政策，着力把群众关心的

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各级公安机关要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训词精神，扎实推动党史学

习教育与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同向发力、同频共

振，不断提升公安队伍的凝聚力战斗力，真正做

到让党放心、让群众满意。

在明阳新能源、昆仑碱业、同仁堂健康药

业，訚柏进车间、看产品、问效益，听取企业生态

环保、生产经营、技术研发等情况汇报。他强

调，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保的关系，

全力抓好两轮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不

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加快推动企业节

能减排、增效降耗，坚定不移走好绿色循环发展

之路。要大力实施“产业强州”战略，持续推动

传统产业绿色化改造和资源循环利用，加快培

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特色生物等新兴产业，

努力构建具有海西特色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

济体系。要继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下大力气

引进一批大项目、好项目、高科技项目，做实德

令哈工业园，为海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

力。要着力优化营商环境，积极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在全社会营造重商、亲

商、爱商、惠商的良好氛围。要强化主动服务企业意识，千方百计帮助企业做好要

素保障，着力解决影响企业生产经营的困难问题，切实做到经常联系、真情帮扶、

全力支持。

在柯鲁柯镇农牧生产资料配送中心、希望村田间地头，訚柏详细了解春耕

备播工作情况。他强调，粮食安全事关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州委1号文件

精神，持续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抢抓节令、不误农

时，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坚决打好春耕备播主动仗，全力保障粮食安全和农

业生产稳定。

本报讯（通讯员 谭丽 张丹丹）近

日，格尔木市摄影家协会沙漠拍客团

队在距离市区40公里的南山口，利用

红外相机拍摄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雪豹的高清活动影像。据了解，这是

格尔木首次在南山口拍摄到雪豹影

像，为格尔木三江源生物多样性提升

提供了佐证。

2020年年初，格尔木市摄影家协

会沙漠拍客团队在野外观测中，发现了

大型猫科动物的脚印、粪便，摄影师张

德才凭借曾经放牧生活积累下来的野

生动物勘察能力，判断出这是雪豹留下

的痕迹。于是该团队自费购买了红外

相机，并在相关区域布设。2020年4

月4日，红外相机虽然只捕捉到雪豹的

半只身体，但多次拍摄到狼、猞猁、赤

狐、岩羊等野生动物。

“小时候老人们常说雪豹的脚印是

什么样的，狼的脚印是什么样的，我就

一直尝试找这个雪豹的痕迹。终于找

到了，我们就背着相机一直追踪，但是

普通相机很难拍到。”张德才说。

今年年初，该团队又购置了多台红

外相机，重新规划布置了相机的摆设位

置和角度，2月，一只雪豹多次触发了

红外相机，不仅留下了雪豹排便标记领

地的珍贵影像资料，还吸引了雪豹走到

镜头前，留下了一个“吻”。

“因为春季是雪豹活动比较频繁

的季节，今年一开春，我们就在山里放

了四台红外相机，拍到了雪豹。近两

个月，我们拍到的雪豹照片有五六十

张。”格尔木市摄影家协会理事同海元

激动地说，“看到家乡有珍稀野生动物

活动的踪迹，我很欣慰，这表明格尔木

的生态环境真的是越来越美，越来越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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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木：首次近距离拍摄到雪豹清晰影像

本报讯（通讯员 董鹏）3月22日，

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海西州委书

记訚柏会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

包信和一行，双方就加快推进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

文台2.5米大视场巡天望远镜项目进

行了深入交流，并围绕打造国家清洁

能源产业高地，共同开展新能源领域

技术研究达成合作意向。州委常委、

副州长冯志刚，副州长李家成及相关

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见。

訚柏首先代表州委对包信和一行

的到来表示欢迎。他指出，当前，全

州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参加青海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

话精神，聚力打造国家级盐湖产业基

地，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

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

农畜产品输出地，迫切需要国家重点

院校、科研院所的智力支持、科技支

持。大视场巡天望远镜项目建成后是

北半球巡天能力最大的望远镜，也是

打造冷湖世界级天文观测基地的重要

支撑性工程。希望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充分发挥人才资源、科技研发等方面

的优势，进一步深化双方合作的广度

和深度，在推动项目落地实施的基础

上，共同开展氢能、太阳能等可再生

能源技术研发利用，助力海西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州委、州政府将坚持

规划先行，全力做好道路、电力等基

础设施保障，认真研究解决项目推进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尽最大努力支持

好、服务好项目建设。

包信和感谢海西州委、州政府和

茫崖市委、市政府对大视场巡天望远

镜项目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他表

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将在人才培养、

学科建设、产学研等方面，继续加强与

海西的合作交流，共同推动项目建设，

并积极创新合作方式、拓宽合作领域，

努力实现双方共赢发展。

创新合作方式
拓宽合作领域
訚柏会见包信和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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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淑娟

一年春作首，万事干为先。3 月

的柴达木大地虽寒意未消，但在2021

年全州第一批项目集中开复工活动现

场却热潮涌动。

3 月 25 日上午，第一批项目集中

开复工分别在佛照蓝科锂业年产2万

吨电池级碳酸锂项目现场、青海众控

德令哈 135 兆瓦光热发电项目现场、

冷湖火星小镇项目现场、柴达木农牧

标准化养殖基地项目现场设立主会场

同步进行，其他地区设分会场同步举

办项目集中开复工活动。活动开到市

县、开到项目建设一线，是我州奋力推

进“一优两高”，积极融入“五个示范

省”建设，大力培育“四种经济形态”，

深入贯彻落实州委十二届十三次全会

精神，深度践行“四州战略”，建设“五

个海西”，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路

径，更表明了我州大抓项目的鲜明导

向，凝聚各方共推项目的信心力量，必

将掀起项目建设的滚滚热潮。

“我宣布，海西州 2021 年第一批

项目正式开复工！”随着省委常委、政

法委书记，海西州委书记訚柏在青海

众控德令哈135兆瓦光热发电项目现

场的一声宣布，总投资673亿元、年内

计划完成投资 205 亿元的 356 个项目

集中开复工。

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系列项目、

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系列项目、国

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系列项目、绿色有

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系列项目……一大

批体现我州特色、投资体量大、科技含

量高、产业带动强的项目集中上马，昭

示着我州正在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上

加速奔跑。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今年全国

‘两会’青海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

精神，为我们高质量发展定了航标，也

为我州融入全国全省战略指明了具体

实现路径。我们将按照‘四地一体系’

的战略定位，深度践行‘四州战略’，建

设‘五个海西’，奋力推进‘一优两

高’。”州发改委副主任、能源局局长

昂智说。

（下转三版）

本报讯（记者 马春香 吴婷婷

林晓明 谢拉毛）为深度践行“四州战

略”，建设“五个海西”，进一步提振发

展信心，不断激发市场活力，推动全州

经济实现“开门红”，3月25日，全州

2021年首批356个项目集中开复工

仪式在我州七个地区同步举行。省委

常委、政法委书记，海西州委书记

訚柏，州委副书记、州长孟海分别在德

令哈和格尔木开复工现场宣布：海西

州2021年第一批项目正式开复工！

2021年全州首批集中开复工项

目围绕“四地”建设的重大要求，精选

了4个具有代表性的项目现场举办开

复工仪式。在佛照蓝科锂业年产2万

吨电池级碳酸锂项目现场，举办加快

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系统项目开

复工活动；在青海众控德令哈135兆

瓦光热发电项目现场，举办打造国家

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系列项目开复工活

动；在冷湖火星小镇项目现场，举办打

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系统项目开复

工活动；在柴达木农牧标准化养殖基

地项目现场，举办打造绿色有机农畜

产品输出地系列项目开复工活动。

此次集中开复工的356个项目，

总投资673亿元，年内计划完成投资

205亿元，项目涵盖产业发展、民生、

基础设施、生态环保等多个领域。其

中，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系列项目67

项，总投资330.5亿元，年内计划完成

投资45亿元；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

系列项目27项，总投资103亿元，年

内计划完成投资67.9亿元；国际生态

旅游目的地系列项目240项，总投资

199.2亿元，年内计划完成投资80.3亿

元；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系列项

目22项，总投资40.3亿元，年内计划

完成投资12亿元。

（下转三版）

首批356个项目集中开复工

全力以“复”奏响“春之曲”
—— 2021年海西州第一批项目集中开复工侧记

记者 青普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