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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到
青海考察，两次参加全国人代会青海代表团
审议，作出系列重要指示，强调青海“要搞
好中国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统筹推进
生态工程、节能减排、环境整治、美丽城乡
建设，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使青海成为
美丽中国的亮丽名片”。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以
“生态保护优先”理念协调推进高质量发
展，推动改善民生，努力实现发展高质量和
生态高品质有机统一，确保“一江清水向东
流”。

担负起保护“中华水塔”重大责任
2016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

时强调，“青海生态地位重要而特殊，必须
担负起保护三江源、保护‘中华水塔’的重
大责任。要坚持保护优先，坚持自然恢复和
人工恢复相结合，从实际出发，全面落实主
体功能区规划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青海坚决扛起维护生
态安全、保护“中华水塔”的重大责任，将
生态保护转化为最生动的实践，先后制定主
体功能区规划、保护“中华水塔”行动纲要
等制度体系和行动方案，以系统规划引领青
藏高原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扎陵湖乡
卓让村牧民桑保，难以忘记居住地多年前生
态状况：“湖泊干了、河溪断流、风沙大得
能把路堵上。”黄河源头这些年发生的大变
化让他高兴：“湖泊多了，草长得好了，野
生动物多得不得了。”

以坚决的行动落实严格的生态保护。
2020年8月以来，青海省整治祁连山南麓生
态环境突出问题771个；三江源地区的49处
矿业权和水电站全部注销。海拔4200 米的
青海木里矿区，昔日露天开采形成的矿坑经
过整治，种草复绿区域已经返青。

从2016年3月启动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
试点，到2021年10月正式设立三江源国家
公园，青海推行大部门制改革，探索生态管
护员制度，有序扩大社会参与，探索走出了
新路。

55 岁的阿扎是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
昂赛乡年都村牧民。在他看来，三江源国家
公园建设最大的特点，是保留了原住民、保
留了畜牧业，让牧民群众参与到生态保护中
并获得收益。

这 10 年，青海交出了亮眼的生态答
卷：累计落实生态投资193.5亿元；青海湖
流域综合治理等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实
现全覆盖；湿地面积814.36万公顷，稳居全
国首位；青海湖连续10多年水位上升，水
体面积达到4625.6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从
5.2％提高到7.5％；三江源地区的草地覆盖
率、产草量分别提高10％和30％以上。

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
2016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柴达木盆

地察尔汗盐湖考察时指出，务必处理好资源
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发展循环
经济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必由之路，要牢
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积极推动区内相关产
业流程、技术、工艺创新，努力做到低消
耗、低排放、高效益，让盐湖这一宝贵资源
永续造福人民。

遵循总书记重要指示指引，青海盐湖循
环经济发展步入了快车道：“5G＋采盐船自
动控制”系统的运用，既提高了资源采收效
率，又实现精确远程操控和无人值守；盐湖
钾盐可采量10年间成倍增加，年产钾肥超
过700万吨，占全国总产量80％以上；借助
盐湖循环经济延伸产业链，形成了从盐湖提
锂、正负极材料到电解液、锂电池制造的锂
电完整产业链，西宁市锂电池产量占全国总
量三分之一。

“科技创新取得突破，促进资源开发向
综合利用、循环发展转变，察尔汗盐湖已经
形成钾盐、钠盐、镁盐、锂盐、氯碱5个产
业集群。”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有关
负责人说。

今年6月25日至7月29日，青海连续5
周在全省范围内实现清洁能源供电，至此，
已连续 6 年在全省范围实施全清洁能源供
电，时长从最初7天拓展到今年的35天。

青海凭借水电、光伏、风电发展优势，
开启了一条低碳循环的产业生态化之路。
2016 年至今，国家电投黄河上游水电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新增新能源装机1040.66万千
瓦，其中，光伏装机增长了2倍多。目前，
这个公司 2751.21 万千瓦的发电总装机中，
清洁能源占比超九成。

以生态优势推动生态旅游发展，青海打
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澜沧江流经杂多县
昂赛乡，孕育出一方野生动物的天堂，雪
豹、金钱豹、猞猁、白唇鹿、岩羊等“高原

精灵”惬意栖息，仅监测到雪豹个体已达
84 只。2019 年，三江源国家公园自然体验
特许经营试点在当地启动。从事旅游接待服
务的牧民云塔说：“三江源的旅游体验是独
一无二的。”

以生态塑造旅游品质，以旅游彰显生态
价值。2012年至2021年，青海全年接待游
客从 1500 余万人次增长到近 4000 万人次；
旅游总收入从123亿余元增长到349.9亿元。

结合生态优势和资源，青海立足特色种
植、养殖业建设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
截至目前，全省认证绿色有机食品和地理标
识产品925个、绿色有机草场超9000万亩，
实现质量安全可追溯的牦牛藏羊超过400万
头 （只）；培育农牧业龙头企业540家，各
类合作社、家庭农牧场和种养大户逾 3 万
家。

让民族地区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

时强调，要坚守人民情怀，紧紧依靠人民，
不断造福人民，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位于海东市乐都区的七里店安置小区是
青海省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集
中了 12 个乡镇 104 个村的 7000 余名村民。
今年上半年，面对疫情影响，当地政府部门
采取加大技能培训、岗位精准对接等措施，
帮助这个安置区转移劳动力1.7万人次。

青海持续加大民生领域投入，补短板、
强弱项、提质量，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
善，涉民生各项事业发展水平显著提升。

10 年来，青海不断探索和拓展生态保

护与农牧民群众的利益联结机制，生态惠民
托起农牧民群众增收基本盘：多轮草原补助
奖励政策年均补助资金近20亿元，惠及80
多万名农牧民；各类生态保护公益岗位超过
14万个，每年为农牧民增收约10亿元。

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曲麻莱管理
处生态管护员文校，每个月要进山巡护一周
左右。他说，端上生态碗、吃上生态饭，一
年有2万多元收入。

为了不断满足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10 年来，青海在产业、就业、易地扶
贫搬迁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改革举措，民生
保障水平迈向新高度：累计投入 66 亿元，
全面完成4.8万户易地扶贫搬迁任务；累计
完成民生投资近170亿元，实施社会事业项
目4591 个；农村环境卫生服务能力持续增
强，垃圾治理率达到91.7％，改造农村户厕
23.46万座。

“原来是旧土砖房，现在新房宽敞，水
电暖俱全，交通方便。”海北藏族自治州刚
察县沙柳河镇果洛藏贡麻村村民官却乎加不
胜感慨。

2021 年，青海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37745元，相比2012年翻了一番；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2年的5594元增长
至2021年的13604元。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青海各族
儿女攻坚克难、开拓创新，在推进青藏高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成就，
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青
海篇章。

（新华社西宁8月6日电）

青海：坚决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据新华社北京8月7日电 海关总署7
日发布数据，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
出口总值23.6万亿元，同比增长10.4％。外贸
克服诸多不利影响，实现较快增长。

具体来看，前7个月累计，我国出口13.37
万亿元，增长14.7％；进口10.23万亿元，增长
5.3％；贸易顺差3.14万亿元，扩大62.1％。

今年以来，我国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外贸进出口克服外部环境趋紧、
疫情短期冲击等诸多不利影响，前7个月累
计增速达到两位数。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
长李魁文说：“其中，7月当月进出口同比增
长16.6％，延续了5月份以来外贸增速持续
回升态势，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作出积极贡
献。”

从主要贸易伙伴看，前7个月，东盟、欧
盟、美国和韩国是我国前四大贸易伙伴，分别
进出口3.53万亿元、3.23万亿元、2.93万亿元
和1.39万亿元，分别增长13.2％、8.9％、11.8％
和8.9％。

从外贸主体看，随着一系列助企纾困政
策措施落地见效，外贸市场主体活力有效激
发。数据显示，前7个月，我国有进出口实绩
的外贸企业数量52.6万家，同比增加5.8％。
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 11.8 万亿元，增长
15.3％，占我国外贸总值的50％，继续发挥外
贸“主力军”作用。

从出口货物品类看，前7个月，我国出口
机电产品7.57万亿元，增长10.1％，占出口总
值的56.6％。

进口方面，前7个月，我国铁矿砂进口
量价齐跌，原油、煤炭、天然气和大豆等进
口量减价扬。

我国前7个月外贸
实现较快增长

这是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境内的星星海一角这是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境内的星星海一角。。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7日，村民在贵州省毕节市百里杜鹃管理区鹏程街道大水社区田间劳作。当日是立秋节气，农民抢抓农时劳作，一派繁忙景象。（新华社发）

帮睡觉“不老实”的患者戴上掉落的
鼻导管，查看连接心电监护仪病人的生命
体征……凌晨三点，江西省丰城市人民医
院传染科护士聂庆依然像只勤劳的小蜜蜂，
忙碌地在病房间穿梭。

今年 25 岁的聂庆，曾赴武汉抗疫前
线，荣获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荣
誉称号。

“我没结婚，没有牵挂，我去！”说起
2020 年报名前往武汉的情景，聂庆依然印
象深刻。她说，她既在感染科工作过，又去
过呼吸科，有双重工作经验，能更好地完成
医疗援助工作。

经过培训，聂庆被分派到武汉市第五医
院 ICU 病房，危重患者多、工作强度大。

后来，有人问她当时是否担心被感染，聂庆
说，从早忙到晚，压根来不及也没时间害
怕，只想着多做些，帮队友多分担些。

ICU里的氛围是压抑的，一些重症患者
情绪不高。性格开朗活泼的聂庆成为病房里
的“小太阳”，在冬日传递着暖意。

聂庆回忆说，有位患者爷爷原本每次见
到她都亲切地打招呼，有一天可能是想孙女
了，躺在床上不说话。于是，聂庆打趣说：

“爷爷，你怎么看到我都不开心呢，我是不是
没有你孙女漂亮啊。”老人一下就被逗笑了。

聂庆在治愈患者的同时，患者也在温暖
着她。当时，ICU病房有位患者躺在床上不
能自理，却又担心把病毒传染给医护人员，
说什么也不肯让护士喂饭、喂水。在聂庆等
人的耐心解释和关怀下，才愿意接受帮助。
后来恢复良好，转去了普通病房。

“……非常感谢你们！等荷花满池，摘
下口罩之时，当面致谢！你们都是天使！辛

苦了……”聂庆手机里仍存着这位患者家属
发来的感谢短信。她说，人类个体在病魔面
前显得弱小，但相互间的情谊却支持彼此走
得更远，直到夺取抗疫胜利。

在进驻武汉市第五医院重症病房的 54
个日日夜夜，聂庆参与抢救121人次，气管
插管 49 人次，完成重症监护护理 300 多小
时，ECMO护理40小时……完成任务归来
时，入职不到3年的年轻护士成长了。

“聂庆是科室里的‘小年轻’，一直是
阳光开朗的性格，现在对待工作更有耐心，
也更稳重了。”与聂庆共事5年的同院护士
黄新说。

令人敬佩的是，早在 2018 年，聂庆就
签署了器官捐献协议书。她说，她本身是学
护理的，器官捐献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和社
会价值，家人也非常支持。这是她一贯的风
格，能燃一颗火苗，就亮一片微光。

（据新华社电）

聂庆：白衣执甲 不负韶华

新华社供本报专电 澳大利亚最大城市悉尼一座
体育场6日发生看台栏杆倒塌事故，数十名观众从看
台上跌落地面。

澳大利亚9news网站报道，事发当时，莱卡特体
育场正举行橄榄球比赛，大约1.5万人观看。球场边
看台上栏杆突然倒塌，数十名在前排站立观赛的观众
纷纷从大约一人高的看台跌落至地面。

比赛因此暂停，医护人员为伤者提供救治。
报道说，莱卡特体育场运营方曾承诺改善设施，

但未能获得资金。

澳一体育场看台栏杆倒塌
数十名观众从看台上跌落地面

新华社北京8月7日电 西班牙研究人员近日开
发出一种新型变色薄膜，消费者只需将薄膜贴在食品
上，通过智能手机应用程序为薄膜拍照，就可以轻松
分析出亚硝酸盐的含量。

某些肉类食品通常要用适量亚硝酸盐等处理，以
保持其外观和口感新鲜。当在胃的酸性环境中或在煎
锅的高温下，亚硝酸盐会发生反应形成亚硝胺，可能
形成潜在的致癌化合物。现有测定食品中亚硝酸盐含
量的方法通常需要昂贵而费力的技术和仪器。

西班牙布尔戈斯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的这种薄膜
基于聚合物传感器的原理。研究人员将薄膜贴在肉类
食品上15分钟，使其发生化学反应，从而改变薄膜
颜色。随后研究人员用智能手机应用程序为薄膜拍
照，分析颜色变化，就可以计算亚硝酸盐的含量。食
品中亚硝酸盐含量越高，薄膜的黄色就越深。

研究人员自制了用亚硝酸盐处理过的肉类食品，
并从商店购买了一些肉类食品。测试结果显示，这种
薄膜获得的检测结果与传统亚硝酸盐检测方法获得的
结果相似。

研究人员表示，这种薄膜可以帮助消费者更方
便、更廉价地检测食品中亚硝酸盐的含量。研究报告
已刊登在美国《应用材料与界面》杂志上。

新型薄膜可轻松检测
食品中亚硝酸盐含量

新华社北京8月7日电 国家外汇管
理局 7 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 7 月
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041亿美元，较
6月末上升328亿美元，升幅为1.07％。

7月，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定，境
内外汇供求基本均衡。国家外汇管理局副
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介绍，在国际金融
市场，美元指数上涨，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
格总体上涨。“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
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

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
规模为31041亿美元

新华社供本报专电 5日下午以来，以色列国防
军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 （杰哈
德）多个目标发动袭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
说，截至6日晚，加沙地带已有24人死亡、超过200
人受伤。作为回应，杰哈德向以色列发射超过350枚
火箭弹，大多被以军“铁穹”防御系统拦截。

目前，本轮冲突未有明显降级迹象。按照以军加
沙师师长尼姆罗德·阿洛尼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说法，
以军本次军事行动针对目标为杰哈德，而非控制加沙
地带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

联合国中东问题特使托尔·文内斯兰5日就巴以
冲突发表声明说，联合国正与冲突双方接触，将努力
避免冲突升级，防止出现对平民不利的灾难性后果。

本月1日，以军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杰宁逮捕杰哈
德在约旦河西岸地区的领导人巴塞姆·萨阿迪等人，
并在行动中打死一名杰哈德武装人员，导致双方紧张
局势升级。杰哈德随后宣布进入警戒及备战状态，并
表示将使用“最先进的武器”攻击以色列。

巴以交火
停火前景不明

6日，人们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丰坦卡河上参加
立式桨板节活动。 （新华社发）

6日，摩托车骑手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博斯普
鲁斯海峡入口处附近骑行。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
尔的许多市民来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入口处附近，享受
周末时光。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