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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人居环境显著改善

走,参加中国诗歌春晚青海会场比赛去

科普时评

短视频也能成为科普利器

我省新认证107名
创新工程师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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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海燕）我省城
镇数量发展到145个，农牧区人均住
房面积提高到35.7平米……8月28
日，在省政府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副厅长师建就近
五年来我省城乡规划、住房保障、城
镇建设管理、人居环境改善等方面
取得的成就和显著变化作了全面介
绍。

师建介绍，近年来，我省把生态
发展理念贯穿住房建设发展全过
程，坚持民生为本，推动“共建共
享”，促进协调发展，加快“城镇进
程”，以提升人居环境和特色风貌为
重点，打造美丽乡村和美丽城镇。

据介绍，我省住房城乡建设事
业持续健康发展，城镇体系不断优
化，城市承载力不断增强，城乡人居
环境显著改善，城镇服务功能日趋

完善，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快速发展，
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持续加大，农
牧民住房条件极大改善，为建设更
加富裕文明和谐美丽新青海，发挥
了极其重要的经济建设主力军和惠
民生作用。

师建说，全省城镇化进程不断
加快，目前城镇数量已发展到 145
个，城市、县城建成区面积达到385
平方公里，较2012年增加了72.4平
方公里，增长 23.1%。2017 年全省
城镇化率达到53.1%,较五年前提高
了5.7个百分点。完成39个县域村
镇体系规划，覆盖率达到100%。完
成 3143 个村庄规划，覆盖率达到
75.44%，高于全国61.46%的水平。

全 省 城 镇 人 均 住 房 面 积 由
2012 年末的 29 平方米提高到 2017
年的36.5平方米。截至2017年底，

全省实施城镇保障性住房和各类
棚户区改造住房 67.57万套。农牧
区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农牧民人均
住房面积由2012年末的22.24平方
米提高到2017年的35.7平方米，新
建农牧区各类住房 32 万户，130 多
万农牧民搬入新居。累计建设高
原美丽乡村1200个，占全省行政村
总数的 28.8%。在 16 个县 89 个行
政村开展了农牧区生活污水治理
试点，贵德县、门源县被列为全国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示范县。传统
村落保护建设进一步加快，79个村
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累计投入
4.5 亿元完成 41 个传统村落保护；
乌兰县茶卡镇等6个镇列为国家级
特色小镇。我省乡村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天蓝、地净、水清、景
美不说，基础设施和城里的差别也

越来越小，各地做强特色产业，做
活乡村旅游，坚持文化引路，使农
村更宜居、村民更富裕、乡风更和
谐，这一切都得益于美丽乡村建设
工程。

全省城市县城供水普及率达
到 98%,污水处理率达到 78.1%，生
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85.3%，
建成区绿地率达到 23.5%，城镇燃
气普及率达到 78.7%。西宁市和海
东市分别列入全国海绵城市和地
下综合管廊建设试点城市，共争取
中央补助资金 26.4 亿元。城管执
法体制改革取得突破，组建了省城
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西宁
市、格尔木市、德令哈市、玉树市综
合执法体制改革取得成效，9 个市
县 (区)初步建立了数字化城管平
台。

全省建筑业增加值由 2012 年
末的 196.5 亿元增加到 2017 年的
390.1亿元，年均增长12.7%，占全省
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年均达到
13%，建筑业支柱产业地位更加巩
固。此外，实施城镇既有建筑节能
改造 1543 万平方米，929 个建筑项
目获得一星级以上绿色建筑标识，
10个县全面完成可再生能源建筑应
用示范项目。将居住建筑节能率从
65%提升至 75%。通过实施建筑节
能和绿色建筑项目，折合节约标准
煤592.3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二氧
化硫排放1411.1万吨和5.3万吨。

改革开放四十年改革开放四十年

新时代新时代 新作为新作为

本报讯（记者 范旭
光）为加快推进拉面产业
与信息产业融合发展的
步伐，8 月 31 日，主题为

“和创未来，智慧服务拉
面人”的中国移动海东分
公司和中国拉面网战略
合作启动大会在海东市
平安区举行，双方将为我
省十几万拉面人送上一
份“智慧套餐”，用一张小
小的 SIM 卡打造出拉面
人衣食住行玩的生态圈。

本次合作，双方为家
乡的拉面人量身打造“拉
面一卡通”，推出套餐优
惠、无限流量优惠、通话
优惠等多项服务，中国拉
面网在此基础上通过整
合餐饮、住宿、信息发布、
地接服务等行业力量，为
拉面人提供五大附加值
服务。同时，本次合作，
还将借助中国移动咪咕
平台，开拓拉面行业更为
广阔的宣传平台，真正实
现一张电话卡与多种服
务体验的智慧互联。

中国拉面网的相关
人士告诉记者，广大拉面
人出门在外，最放不下的
便是那一抹乡愁，家乡一
直是拉面人心上最甜蜜
的挂念，中国移动海东分

公司推出的“拉面一卡通”，让拉面
人随时领略家乡四季风景和时空变
化，体验到“一卡在手，生活无忧”
的便利生活。

本报讯（记者 黄土）近期，我省
107 名学员顺利通过科技部创新方
法研究会组织的理论考试和课题答
辩，成为创新工程师。至此，我省已
培养了创新工程师280名，其中一级
创新工程师113名、二级创新工程师
144名、三级创新工程师23名。

近年来，为贯彻落实国家加强
创新方法工作的精神，推进我省创
新方法工作，省科技厅不断加大工
作力度，积极争取科技部创新方法
工作专项 4 项，总经费 1134 万元。
通过在有色金属、生物制药、新能源
和新材料等省重点优势产业集中开
展创新方法的推广培训，培养了一
大批能够运用科学方法和创新性理
论成果的实用人才，满足了企业发
展的需要，对企业技术及管理人员
在产品的设计、研发、形成自主知识
产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枪战、坦克、火箭炮、武装直升机
……最近，这一段约1分钟的军事视
频走红网络。

这段标题为“中国陆军角逐漠
北草原，上演钢与火之歌”的视频截
至目前在抖音上收获近百万点赞，播
放量超过2000万。视频发布者为

“中国陆军”，官方认证为“中国陆军
抖音号”，从简介“点我点我点我这里
有不一样的中国陆军”中可以看出，
这个账号的目的是呈现不一样的我
军风貌，内容涵盖我军训练风采、战
士正能量精神风貌、我军最新科技科
普等等。

没错，就是那个近来被不少家
长们批为继“网游”后又一青少年“网
络毒品”的抖音短视频。

或许，国内短视频行业在经过
野蛮式增长后，监管盲区下各种各样

的负面问题已开始爆发式呈现，但这
不足以成为抹杀这个行业的理由。
曾经，如“过街老鼠”般的网游，在监
管手段频出的当下有了长足的发展，
如今甚至有电竞行业可以做背书，成
为奥运正式比赛项目也指日可待。

从抖音日前首次对外公布的用
户数据来看，这一短视频APP国内
的日活用户突破1.5亿，月活用户超
过3亿；内容已经从最初的运镜、舞
蹈为主进化到了政务、美食、人文、亲
子、旅行等更多元的内容；主力用户
群体，已经从早期的18到24岁，上升
到了24到30岁，该年龄段用户占比
目前已经超过40%。

抛开一些单方面的成见，短视
频的火爆绝非那些不良内容能托得
起来的，其直面受众的模式和受欢迎
程度完全可以为我们的科普事业所

用。
一直以来，我们的科普大多以

场馆科普、课堂科普、教材科普以及
影像科普为主，传统而呆板，难以引
起青少年人群的关注。在当前这个
信息化社会，科普形式也应该求新求
变，应该充分整合当下的新技术、新
潮流，让科普能为人们一种更加直
观、潮流的方式呈现。

互联网时代，在内容输出方面，
用户决定需求，而需求反过来推动内
容的生产，这是一个良性的链条，科
普产业也完全适用。与其不顾受众
感受填鸭式的科普教育，不如在内容
和输出渠道上多做创新，以大众喜闻
乐见的方式做科普或许更能事半功
倍。

而事实也确实如此。除了中国
陆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

广播电视部官方抖音账号“军视”、军
事评论员“三剑客”、中国人民解放军
空降兵第15军官方抖音账号“我们
的天空”等，其他我军部队、我军官方
媒体和军事自媒体账号在抖音上也
广受欢迎。此外的此外，不少政府机
构也纷纷选择入驻抖音开设账号，将
其作为重要的宣传阵地。

有科普和宣传需求的机构也逐
渐明白，相比传统电视节目和图文，
短视频具有可视化、冲击力强、传播
范围广的优势，内容形式生动丰富，
科普教育形象具体，更易于大众所接
受。

新时代，科普工作不仅要有所
传承，更要与时俱进。随着监管政策
的逐步完善，短视频必将越来越被大
众所接受与喜爱，这柄科普利器也即
将出鞘。 据《科普时评》

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在海拔近3700米的香达镇江秀卡建立科技示范园种植区。种植区由
16栋日光节能温室组成，种植西红柿、黄瓜、辣椒等8个品种的蔬菜，示范带动当地群众在光热条件
较好的河谷地带发展高效种植。据囊谦县农机科技局副局长王明介绍，示范园种植的西红柿一季
可产2000公斤以上，目前全县已建成节能温室超过500栋。 本报记者 青风摄

本报讯（通讯员 史
绍俊 王前）近日，省科技
厅组织有关专家，对省畜
牧兽医科学院、互助八眉
猪保种场、互助八眉猪原
种繁育场、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共同完成的“青海八
眉黑系猪培育技术研究”
项目进行了验收及成果评
价。专家通过对该项目的
验收，认为“青海八眉黑系
猪培育技术研究”项目成
果研究水平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

该项目建成两个黑系
母猪核心群，存栏基础母
猪 239 头,经产母猪窝产仔
数 10.13 头，60 日龄体重
10.80 公斤；通过不同杂交
组合筛选，确定与杜洛克
杂交效果最佳，肥育期日
增重达到了 576.32 克、料
肉 比 3 ∶ 20 ∶ 1，瘦 肉 率
57.54%，八眉黑系猪具有
优良地方猪种特点。核心
群的组建，为八眉猪的保
护和利用提供了基础保
障。在猪日粮中添加 0.5%
益生素，可明显提高仔猪
成活率及生猪育肥效果；通过对育
肥猪日粮能量和蛋白水平及其其它
指标的测定分析，确定了育肥猪日
粮最佳能量水平为 3095KC/kg、蛋
白水平为 14%。这些数据为八眉猪
的标准化饲养提供了基础参数。

本报讯（记者 范旭光）记者
从 9月4日举办的2019中国诗歌
春晚青海会场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主题为“诗意中国，唱响大美
青海，携手世界，共创丝路繁荣”
的本次晚会海选活动将于 9 月 8
日正式启动，我省热爱诗歌、朗
诵和表演的群众均可报名参与。

此次活动由中国诗歌春晚青
海会场组委会、西宁市文化广播
电视局主办，中青建设集团承办，

西宁市图书馆、西宁市昆仑文化
书院协办。晚会本着重树中国文
化自信，彰显文化尊严，弘扬中华
民族文化精神的理念，让诗歌唱
响青海，让青海走向世界。

据悉，晚会将以海选、复赛、
决赛的形式评选出优秀的诗歌
创作人才、艺术表演人才和精彩
的作品及节目，在中国诗歌春晚
青海会场主场舞台上呈现，此台
晚会也将于北京、辽宁、浙江等

地以及美洲、欧洲、澳洲等 50 多
个分会场同时进行，中国诗歌春
晚直接覆盖五大洲。

中国诗歌春晚青海会场晚
会分为“追忆过去”“奋发现在”

“幸福未来”三个部分。本次活
动的推出，将为我省广大群众搭
建了一个展示艺术才华的平台，
也将给全国乃至世界呈现出一
场具有高原特色和西部民族风
味的文化盛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