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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打造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加快打造绿色发展样板城市
奋力建设新时代幸福西宁奋力建设新时代幸福西宁

本报讯（记者 啸宇）实施148个绿色交通建设项
目、重点研究规划Ｇ6 曹家堡—扎麻隆扩容改造项
目、力争轨道交通项目早日批复、加快昆仑大道快速
化改造等，按照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西宁·绿
色交通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我市将以“大西宁”规划
为契机，在巩固提升“畅通西宁”三年攻坚成果基础
上，实施幸福西宁绿色交通三年行动计划，继续实施
大交通建设，全面提升城市建设品质，让未来三年西
宁百姓脚下的路更畅通更便捷。

据悉，从今年至2021年，我市将重点围绕“绿色
发展”和“综合提升”，实施148项建设项目。结合《兰
西城市群交通发展规划》等，我市将编制《西宁—海东
一体化交通发展规划》《大西宁综合交通规划》，加密
路网，提高道路总体供给，重点研究Ｇ6曹家堡—扎
麻隆扩容改造项目、高速中环项目，为西宁—海东都
市圈建设发展提供强有力交通保障。加快推进轨道
交通线网优化及申报，争取政策倾斜支持，力争项目
早日批复。

同时，我市将完善公交基础设施，建成团结桥、冷
湖路公交首末站、湟中县湖东路综合客运枢纽站等三
县公交基础设施32处，新增优化20条公交线路等，提
升公共交通服务。

在路网拓展建设中，加快国道 213、西塔高速至
湟中县城五岔路口道路等路网前期，按计划启动建
设；加快开展昆仑大道等主干路网快速化改造，实施
南山路劳动路等交叉口立体改造；实施昆仑大道等道
路大修整治和建国南路（昆仑大道—南山路）等主干
路建设及大寺沟路等支路新建及改造。

为方便出行，我市将完善城区自行车网络系统，
连通县城与景区绿道网络，开展人行道改造，新建过
街设施，优化慢行系统。

另外，我市还将通过搭建智能管理平台，建立智
慧交通大数据系统，加大公共停车场等建设解决停车
难，新增人行过街信号灯升级改造交通设施等，全面
实施绿色交通三年行动计划，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本报讯（记者 王瑞欣）总投资超过
20亿元的全国首个中微子望远镜将落户
我省！这个世界最灵敏的中微子射电望
远镜将为我省天文事业开启新的篇章。

日前，记者从
省科技厅获悉，4
月 23 日至 27 日，
由中国科学院国
家天文台主办、青海省海西州茫崖市人
民政府协办的“国际合作项目 GRAND
(大型中微子探测阵列)理论研讨会”在我
省海西州茫崖市冷湖镇召开，来自法国、
德国、美国、荷兰、丹麦、比利时等国家的
11 名外籍科学家以及国内 20 多名专家

共同研讨交流。经过多次选址测量，茫
崖市冷湖地区地域广阔、资源富集，是中
国天文学的核心战略资源，对建设大型
中微子射电天文望远镜有得天独厚的优

势 。 新 台 址 选 定 后 将 在 今 年 开 启
GRANDproto300 实 验 。 根 据 规 划 ，
GRAND国际合作项目将由20万只天线
组成，总投资超过20亿元。

GRAND国际合作项目对提升中国
在粒子物理和天体物理研究领域的国际

地位十分重要，也将会是中国第一个中
微子望远镜。近年来，青海省科技厅不
断加大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
度，充分发挥青海省地理气候和自然资

源优势，与中国科
学院国家天文台、
中国科学院紫金
山天文台签署了

天文大科学装置台址遴选框架性合作协
议。下一步，青海省科技厅将大力支持
茫崖市建设天文科研科普基地、开展天
文科普与教育活动，共同争取 GRAND
国际合作项目落地冷湖地区，为青海省
天文科研科普注入强有力的科技力量。

本报讯（记者 得舟 摄影报道）“我们
是第二年来园博园植树了，看到这里越来
越绿、更加郁郁葱葱，作为中学生，我们因
这片绿里有我们的汗水好骄傲。”4 月 28
日，集体赴西宁园博园参加植树活动的中
学生志愿者们兴奋地对记者说。

当日，共有市属学校和四区的220余
名“绿色先锋”师生志愿者来到园博园，
一起参加了“爱绿护绿、从我做起”主题
志愿服务活动。在现场，西宁五中团委
书记为大家讲解了一棵树的价值等环保
小知识和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保护环境、

节约资源的建议。广大师生们还争先恐
后参加了“爱绿护绿、从我做起”集体签名
活动。最值得一提的是，220余名师生志
愿者根据所划分的“绿色先锋青年林”区
域，在植树活动中人人争先恐后，不怕苦、
不怕累，接水、提水、浇水、捡拾垃圾……
不仅让树和草喝饱了，还让绿意盎然的
园博园变得更加干净了。不少同学说，
通过劳动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纷纷表示要不
断增强植绿爱绿护绿意识，肩负起保护环
境的使命。

本报讯（记者 刘瑜）西宁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用足用活政策，不断加
大小微企业的贷款支持力度，大胆创新，
建立创业担保贷款长效机制，扎实有效
开展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工作，为城
镇失业人员、大中专毕业生、复转退役军
人、返乡农民工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创业
环境，今年一季度，累积发放小额担保贷
款2211万元，为我市就业创业增添动力。

针对申请人的实际困难，采取加大
宣传、跟踪服务制、密切协调三项措施推

动小额创业担保贷款工作稳步进行。借
助“春风行动”“民营企业招聘周”等大型
招聘活动，设立专门的咨询窗口，小企业
贴息等优惠政策，指派专人深入基层，向
有经营能力、创业后有贷款需求的商户
进行集中宣传，让创业者及时了解创业
政策。对提出申请的个体工
商户和小微企业，实行咨询、
申报、审核、调查、授信、抵押、
发放、贴息全过程跟踪服务，
尽全力帮助个体工商户和小

微企业享受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对符合
贷款条件的创业人员，积极和银行沟通
协调尽快尽早发放贷款。

今年一季度，市本级及三县现有担
保基金7206万元，累积发放小额担保贷
款 2211 万元（其中个人贷款累计发放
1371 万元，小微企业贷款累计发放 840
万元），通过小额贷款直接扶持自主创业
人员90余人，带动就业近350余人。

本报讯（记者王紫）为推动“互联网+医疗健康”
发展落地见效，我省出台了《青海省促进“互联网+医
疗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

《实施意见》提出3个方面31项重点工作任务。
其中《实施意见》提出的创新举措主要是：在发展“互
联网+”医疗服务方面，提出允许实体医疗机构使用
互联网医院作为第二名称，运用互联网技术提供安
全适宜的医疗服务，允许在线开展部分常见病、慢性
病复诊，开具处方。支持医疗卫生机构、符合条件的
第三方机构，开展远程医疗、健康咨询、健康管理服
务。

在优化“互联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方面，提出
加快家庭医生线上信息平台建设，推进家庭签约服
务的智能化应用，搭建家庭医生服务团队与签约居
民的服务互动平台，在线提供健康咨询、慢性病随
访、健康管理、延伸处方等服务。

在完善“互联网+”药品供应保障服务方面，提出
对线上开具的常见病、慢性病处方，经药师审核后，
允许医疗机构、药品经营企业可委托符合条件的第
三方机构配送。

在推进电子健康卡普及应用方面，提出促进各
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健康服务“一卡通”，实现
居民电子健康档案数据及区域健康信息互认共享。
实现患者使用电子健康卡就可在省内各医疗机构享
受挂号就诊、检查检验、信息查询、智能分诊、在线问
诊、药品配送、线上支付等全流程服务。在提高医院
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方面，提出二级以上公立医疗机
构普遍提供分时段预约诊疗、智能导诊、检验检查结
果查询、诊间结算、移动支付等线上服务。《实施意见》
的出台为老百姓带来的健康红利主要是：通过健全和
完善“互联网+医疗健康”的服务和支撑体系，更加精
准对接和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个性化的健康需
求。利用互联网技术，构建医疗资源、疾病防控资源
和基层卫生资源一体化服务模式，提高资源利用效
率，增强医疗资源的流动性和可及性，形成医疗卫生
服务整合优势，以网站、手机、健康青海APP、微信公众
号等多种方式为载体，向群众提供预约挂号、报告查
询、网络医疗、健康管理等集疾病预防、医疗、康复为
一体的全程医疗健康服务。通过建立互联网医院，把
大医院与基层医院、专科医院与全科医生连接起来，
帮助老百姓在家门口及时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

本报讯（记者 张国静）为进一步加强
市场管理，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5 月 2
日，针对近期市民反映的解放渠早市缺斤
短两问题，城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区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等部门，对解放渠早
市计量器具进行专项检查。

此次专项检查，重点检查了瓜果蔬
菜、肉类、干果等涉及使用计量器具的经
营户650户、计量器具520台。执法过程
中，工作人员仔细验看了计量器具是否有
计量检定合格证，是否在检验有效期内使
用，是否存在计量器具私自改装、非法使
用非国家法定计量单位或者以计量单位
转化等方式欺骗消费者的违规行为。执

法人员还现场使用标准砝码，对经营户使
用的度盘秤、电子计价秤、台秤等计量器
具逐一进行校验检查。

经严格检查，共发现 11 台计量器涉
嫌不符合相关标准要求，执法人员随即依
法予以查扣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
法》的规定进行查处。并要求市场开办方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履行市场监管主体责
任，建立黑名单制度，在市场显著位置设
置黑红榜、投诉台、举报箱，增加公平秤数
量。下一步城西区市场监管局将继续联
合相关部门加大早市巡查力度，定期开展
计量器具校验，及时处理消费者投诉，确
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西宁三年绿色交通建148个项目

“互联网+医疗健康”走进百姓中

全国首个中微子望远镜将落户我省

新华社伦敦5月1日电（记者
张家伟）中外研究人员5月1日在
英国《自然》杂志发表研究报告
说，在青藏高原一处洞穴内发现
的人类下颌骨化石属于丹尼索瓦
人。这显示，早在16万年前的更
新世，这种早期智人已出现在青
藏高原并适应了那里的高海拔环
境。

此前研究认为，现代智人在
距今约 3 万到 4 万年前到达青藏
高原，并在距今3600年左右开始
大规模定居青藏高原东北部地
区。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
所、兰州大学和德国马克斯·普朗
克进化人类学研究所学者领衔的
团队完成了新研究。他们利用古
蛋白分析方法，对比检测了一件有
16万年历史的人类下颌骨化石，
结果显示它属于丹尼索瓦人。这
一化石发现于中国甘肃省夏河县
白石崖的一处洞穴里，当地属于青
藏高原，海拔约3300米。

丹尼索瓦人是一支神秘的早
期智人，因发现于西伯利亚的丹
尼索瓦洞而得名，被认为是同时
期广泛分布于欧洲的尼安德特人
的近亲。此前丹尼索瓦人的骨骼
遗存只发现于丹尼索瓦洞，而新
研究首次确认在阿尔泰山脉以南
也存在。

报告通讯作者之一、兰州大
学副教授张东菊对新华社记者
说：“这件下颌骨化石是目前已知
最早的青藏高原人类化石，也是
青藏高原最早的人类活动证据。”

研究人员认为，这一新发现
不仅将青藏高原有人类活动的历
史从距今4万年上推至距今16万
年，而且为进一步揭示现代藏族
人和夏尔巴人的高海拔环境适应
基因来源提供了新线索。

此外，有研究显示现代汉族
人群也有一定的丹尼索瓦人基因
贡献。研究人员表示，新发现对
此问题的深入探讨也非常有意
义。

2211万元便民小贷助力我市就业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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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万年前人类
登上青藏高原

园博园越来越绿我们好骄傲园博园越来越绿我们好骄傲

多部门联合整治解放渠早市缺斤短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