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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兰州科博会明日启幕
开幕式将于 9∶30 在甘肃国际会展中心二层 5 号厅举行
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记者武永明 实习生张志桃）以
“科
技兴业 博览世界 会聚兰州”为主题的第三届兰州科技成果博览
会（简称兰州科博会）将于 9 月 15 日-17 日在甘肃国际会展中心举
行，目前已有 5 个国家的 39 名外宾，以及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王
家耀、夏咸柱在内的 150 余名省外科技界、企业界嘉宾参会。第三
届兰州科博会开幕式将于 9 月 15 日 9∶30 在甘肃国际会展中心二
层 5 号厅举行。

根据《实施细则》，兰州市今后不再划分完全失地和部分
失地，
只按失地比例乘以上年度社平工资来确定参保资金，
计
算方式更加科学贴合实际。原《兰州市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
办法》是以完全失地和部分失地两种类别筹集参保资金，
完全
失地按灵活就业人员缴费 15 年的标准确定参保资金；部分失
地按失地比例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3-8 倍确定参保资金。
被征地农民参保将坚持
“先保后征”
和坚持
“谁用地、
谁承
担”参保资金的原则，不再按照项目属性区分国家、省列重大
项目，不再实行国家、省列重大项目由省级补贴部分资金，所
有征地项目参保资金全部纳入项目概算，参保资金在征地实
施前足额落实到位后才能征收农民土地。
另外，被征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险，不再以失地比例来确
定参加养老保险的险种，可以由个人选择参加城镇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对个人收入较高的
失地农民可以选择以灵活就业人员方式参加养老保险。

新技术

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记者李辉）今后，兰州被征地农民
不再划分完全失地和部分失地，只按失地比例乘以上年度社平工
资来确定参保资金。这是兰州市日前出台的《兰州市被征地农民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实施细则》
（以下简称《实施细则》）明确的。9
月 13 日，记者从兰州市社保部门了解到，
《实施细则》同时对被征
地农民参保原则、如何选择参保险种等作出明确规定。

新特点

兰州被征地农民
参保资金只按失地比例确定

与前两届兰州科博会相比，第三届兰州科博会不仅有全新设计的会标，同时还具有更精、更
广、更实的特点。更为可喜的是，不少参展的新兴科技企业虽然成立时间不长但其科研实力并不
弱，
不少技术属于国内领先。

新会标

本届兰州科博会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
发展理念，由展览展示、论坛签约两大板块和同期活动等三部
分构成。设展览展示区 6 个，论坛签约 6 项，创新活动 8 项。
参展单位 319 家，参展项目 760 项，展品 1100 件，其中国内参
展单位 309 家（省内 7 家、省外 22 家、市内 280 家）。旨在加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技交流与合作，搭建国际协同融合创
新平台，展示我省最新科技创新成果。同时，围绕全球科技发
展、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科技成果转化及应用等主题，
开展高水平的学术论坛和展示交流。组织国内外专家和科技
精英共同探索科技创新趋势，展示最前沿的科技成果，为我省
科技发展指引方向，推动科技产业转型升级。
第三届兰州科博会于 9 月 13-14 日布展，展出时间为 9
月 15-17 日。
●展览展示区（6 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暨兰白科技
创新改革试验区展区（一楼 1 号馆）、国际与国内科技合作展
区（一楼 2 号馆）、军民融合与专利技术展区（一楼 3 号馆）、科
技嘉年华展区（一楼 4 号馆）、科技扶贫成果展示交易区（一楼
5 号馆）、双创成果展示区（一楼 6 号馆）。
●论坛签约（6 项）：第三届兰州科技成果博览会开幕式
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与发展高峰论坛（15 日上午，会
展中心二层 5 号厅）、一带一路·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高峰论坛
（15 日下午，会议中心 4 楼多功能厅）、军民融合产业发展论
坛（17 日上午，会议中心 4 楼多功能厅）、太阳能前沿和先进
适用技术国际论坛（16 日下午，会议中心 4 楼兰州厅）、兰州
高质量发展论坛暨闭幕式（17 日下午，会展中心二楼 5 号
厅）、第三届兰州科技成果博览会科技合作与成果交易项目签
约仪式（17 日上午，
会展中心二层 5 号厅）。
●创新活动（8 项）：第五届“泛海扬帆”总决赛项目路演
（15—17 日，会议中心 1 楼小剧场）、发布中国创新挑战赛（兰
州）创新需求与技术难题（16 日下午，会展中心一层 4 号展
馆）、兰州工业创意设计大赛颁奖仪式（16 日下午，会展中心
一层 4 号展馆）、北美科技创新项目路演、
“活力金城”兰州市
人才创新创业大赛（16 日上午、下午，会展中心二层 5 号厅）、
北美科技企业“兰州行”
（15 日下午，会展中心一层 4 号展
馆）、俄罗斯科技企业
“兰州行”
、张江高新企业
“兰州行”
。

第三届兰州科博会上的
“新”

第三届兰州科博会设计
了全新的会标，会标融入了国
际元素、地域元素、科技元素
和美学元素。整体呈现出了
一个立体球形，以分子结构作
为基础表现元素，首尾紧密衔
第三届兰州科博会会标
接，寓意着兰州科技成果博览
会拥有面向全球化、
国际化的视角，
同时以分子的空间概念呈现出了波浪线的符号，
这代表了中
国的母亲河——黄河，
也代表了黄河唯一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兰州。
第三届兰州科博会具有
更精、更广、更实的特点。首
先，展览展示更精，展区分布
和设置进一步强化分区功
能、突出合作主题，展馆设计
强化科技元素，同时突出产
品和实物展示，给参观者更

多的体验和互动。其次，国
际合作更广、开放性更强，美
国硅谷创新中心、俄罗斯亚
洲工业企业家联合会等国际
科技机构将组织企业参会。
第三，洽谈签约更实，本届科
博会同期还将举办重大科技

合作项目签约、技术难题和
需求发布、创新创业大赛等
一系列务实活动，通过重大
项目和技术需求的对接，促
进科技成果和技术在兰州市
转移转化，不断强化科博会
合作创新的实效。

负责科博会布展工作的
有关负责人说，第三届兰州
科博会本土参展企业很有特
点，别看这些企业成立没几
年，但他们实力和科研水平
并不低，有些技术在全国都
是顶尖的。
成立于 2015 年的甘肃天
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
环保科技企业，研发的“甘天
霖”高空智能化降霾除尘系
列产品已获得多项国家专
利。作为全国区域化空气质
量改善示范项目，其产品主
要利用城市现有的高层建
筑，将设备安装在楼顶，通过

高压射流、水径控制技术将
清洁水高度雾化后进行雾化
作业，雾化后的水粒在下降
过程中将重污染区域内的污
染颗粒物吸附后降至地面，
从而达到降霾除尘的效果。
该项目已于 2017 年实施完成
一期，在西固区建设了区域
空气质量示范工程，其中安
装设备 20 台 47 个终端，通过
监测数据分析评测，对空气
质量改善效果明显。
兰州金研激光再制造技
术开发有限公司，将强度计
算、寿命评估、无损检测、失
效分析等一系列新技术成

功引入传统机械设备的修
复行业中。该公司研发的
多项增材再制造新技术（以
延长使用寿命，提高设备性
能及利用率、节能环保为技
术关键点，使陈旧设备重新
获得高品质、高附加值的使
用 价 值），获 得 多 项 专 利 和
创新奖励，其中燃气轮机热
端部件激光熔覆修复获科
技部创新奖。与国内多家
科研单位形成联合科研项
目，成功打造了金研激光技
术平台。
兰 州 晨 报/掌 上 兰 州
记者 武永明 实习生 张志桃

兰州蛋价居高不下 个别摊位涨至 6 元/斤
进入 8 月份，全国鸡蛋价格集体飙涨，多个城市蛋价“破 5”。兰州市场鸡蛋价格涨幅明显，市场零
售价普遍在 5.5 元—5.8 元/斤，个别摊位涨到 6 元/斤。分析认为，此轮蛋价上涨主要是三伏天气因素
和养殖企业规模不断缩小所致，
随着天气转凉，
产蛋量增加，
后期蛋价会有所回落。

兰州市场蛋价 5.5 元-5.8 元/斤
“此轮蛋价的上涨是全国
性的，也是年内涨幅最大且上
涨期持续较长的一次。”卓创资
讯鸡蛋分析师黄子轩说，进入 8
月份，全国主产区鸡蛋价格快
速震荡上涨，到 8 月中旬，创下
自 2014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兰州市场鸡蛋价格最近
一直处于高位运行，从 8 月份上
涨后，一个多月没有降下来，现
在还是 5.8 元/斤。”七里河桥头
市场鸡蛋经销商魏先生称，整
个 8 月份的蛋价在 5.5 元—5.8
元/斤，
有些摊位卖到 6.0 元/斤。
根据兰州市物价局价格监
测中心监测，兰州市今年 1、2 月
份鸡蛋价格分别为 5.42 元/斤、
5.31 元/斤，3 月份以后走势平

稳 ，蛋 价 每 斤 维 持 在 4.6 元 左
右。到 8 月份，价格飙涨，市场
零售价普遍超过 5.5 元/斤。
而甘肃省价格监测中心数
据监测，全省鸡蛋平均零售价
5.09 元/斤，与 7 月份相比，上涨
10.65%；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
了 0.99%。
后期蛋价会逐渐回落
靖远顺发养殖合作社魏雪
芳告诉记者，8 月份由于天气炎
热，伏天鸡有“歇伏”的习惯，蛋
鸡产蛋率下降，导致市场供应
不足，价格自然上涨，
“ 鸡蛋出
厂价在 3.8 元-4.0 元/斤，有几
天达到了 4.10 元/斤，养殖户还
是收益颇丰。”记者了解到，各
类养殖成本叠加后，每斤鸡蛋

的成本在 3.30 元，批发价超过
3.50 元/斤 ，养 殖 户 都 是 赚 钱
的。
魏雪芳称，去年鸡蛋价格
低，多数养殖户都缩减存栏量，
导致可供收购的蛋就不多了。
加之中秋节临近，食品加工企
业开始增加鸡蛋等月饼原料的
备货，以及各高校开学，市场鸡
蛋需求明显增加，也是带动鸡
蛋价格上涨的一个因素。
对于后期蛋价走势，卓创
资讯分析师黄子轩认为，随着
下游阶段性拿货相继结束，市
场流通速度渐缓，鸡蛋价格继
续上涨动力已显不足，9 月下
旬，鸡蛋价格会正常回落。
兰州晨报/掌上兰州
记者 欧阳海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