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04

责编 / 周海新 版式 / 俊逸 校对 / 杨青

时报/东部城市群

2017 年 9 月 14 日 星期四

我市首所大学举行新生开学典礼
时报讯（记者 张娜）9 月 13 日上午，
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2017 级新生开
学典礼在该院广场举行。海东市教育
局、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等相关单位
领导，全体教职员工和 2017 级全体新
生参加了典礼。
开学典礼上，学院对 2017 级新生
入学成绩优秀的同学进行了表彰。青
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李生荣说，希
望同学们能树立信心，立定志向，坚持
学以致用，力求知行合一。能够主动加
强与老师和同学间的沟通交流，熟悉并

严格遵守校纪、校规，学会自我约束和
自我管控。
新生代表多尕永措、在校生代表卓
尕、教师代表吴靓雪分别作了发言。多
尕永措说：
“作为 2017 级新生，
我们在感
受着新鲜的同时，也很快地融入了这个
温暖而富有活力的大家庭中。在今后的
日子里，我们将团结友爱，互帮互助，充
分利用这里的宝贵资源，
认真学习，
锻炼
好身体，
磨练好意志，
勇于面对生活。
”
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地处海东市
乐都区七里店职业教育园区。撤地设市

后，随着海东市产业结构调整和东部城
市群建设的不断加快，现代特色产业体
系和新型工业走廊的初具规模，青海高
等职业技术学院作为海东市唯一 一 所
高等院校，
经过三年的不懈努力，
学院的
教学、
管理、
科研等各项事业都取得了长
足的发展。目前，
学院占地 683.16 亩，
在
校师生 3000 余人，
2016 年以来新建的教
学楼、实训楼、学生公寓楼、大学生活动
中心等基础设施陆续投入使用，优美的
生活环境，
优越的办学条件，
使学院在省
内外享有越来越高的美誉。

总投资 6.35 亿元的
海东市体育中心项目于
2016 年 10 月开建，项目
占地 348 亩，建筑面积达
6.33 万平方米，包括一座
能 容 纳 1.5 万 人 的 体 育
场、一座能容纳 5000 人
的体育馆和一座 50 米标
准泳道的游泳馆。图为
建设中的海东市体育中
心。
时报记者 周晓华 摄

文祖口水库植草技术属省内首例
时报讯（记者 周海新 通讯员 祝银
甲 董菊林）近日，海东市平安区文祖口
水库管理所组织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对
文祖口水库工程右岸灌浆平洞洞脸及
溢洪道左岸中游山体边坡喷播植草 2
个单元工程进行了验收。
经验收组现场监测，该工程完成右
岸灌浆平洞洞脸周边挂网喷播植草
2546 平米，完成溢洪道左岸中游山体边
坡挂网喷播植草 4064 平米，达到合格
标准，同意该工程验收。
为了达到边坡稳固和完成水土保

持植物措施指标，文祖口水库管理所及
监理单位人员调查学习临近的大湟平
公路工程边坡防护工程经验，决定对这
两处山体边坡采取边坡挂网喷播植草
进行绿化稳固。同时，采取专业施工队
伍，按生产发育基材材料特性及用量配
比、草种优选、基面整治、铺设菱形镀锌
低碳钢丝网、喷播基材及种子、管理养
护等专业化施工，防固了 2 处高陡边
坡，草坪生长均匀、致密、成坪速度快，
防治效果较好。相关人员表示，文祖口
水库工程高陡边坡应用挂网喷播植草

种药材
“种出”致富新希望
□时报记者 李富生
梁龙贤，
一位在外打拼 30 多年的游
子，
2015 年，
回到家乡平安区石灰窑回族
乡下法台村，
用自己在外打拼挣的钱，
在
家乡发展起中草药种植。如今，两年多
过去了，
绵延千亩的药材一片生机勃勃。
“两年前，这里一部分是荒草滩，一
部分是撂荒地。”今年 66 岁的王昌英是
这片大黄种植区的除草工之一。她告诉
记者，以前外出打工是村里年轻人谋生
的首选，现在很多人都留下来在药材地
里忙活，
不仅挣了钱，
还可以照顾家里。
2015年，
梁龙贤回到了石灰窑回族乡
下法台村，
用家乡优质的土地资源发展起
中草药种植。起初，
为了选择适合在高原
冷凉气候生长的药材，梁龙贤转战内蒙
古、
甘肃、
宁夏等地，
进行实地调研，
最终
选择了大黄和当归。与此同时，
梁龙贤也
成立了自己的专业合作社—平安龙贤种
植养殖专业合作社，
带动了石灰窑回族乡
通过产业发展带动农民脱贫增收。

说起产业发展带动农民脱贫的初
衷，
梁龙贤说，
以前为了生活离开了家乡
做生意，现在赚了点钱就想回家乡做点
实事，
一起和乡亲们发家致富。目前，
合
作社草药种植面积从 2015 年初的 20 多
公顷已经发展到今年的 66.67 多公顷。
自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来，
梁龙贤在
合作社招工时，
优先考虑贫困户和年龄在
45岁至70岁之间，
外出打工找工作难的人
群参与到合作社日常的除草和管理中。
目前，
合作社成员已从最初的5户发展到
了 50 户，
其中建档立卡户达 30 户。而这
30户建档立卡户大多数是自身发展能力
不足，
外出务工无技术的贫困户人员，
合
作社为他们除了提供种苗和技术外，
还承
担起了收购任务，
让贫困户无风险种植。
记者了解到，
在梁龙贤的合作社，
除
了“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外，还有股份
制分红，
每五年按比例分一次红，
合作社
入股的贫困户还能拿到 8%至 20%的合
作社收入分红。若在合作社务工，光每

技术，
在省内水库工程中属首例。
据了解，
溢洪道左岸中游山体边坡喷
播植草长势液压喷播植草护坡工程技术
是一些发达国家研究开发出的一种生物
防护生态环境、
防止水土流失、
稳定边坡
的机械化快速植草绿化系统工程，
国际上
称为水力播种。它主要由防护方法的选
定、
土壤分析、
植物筛选、
建植技术四部分
组成。原理就是将草种、
肥料、
土壤改良
剂、
土壤稳定剂、
种子粘结剂、
水分充分混
合均匀后，
用喷枪均匀地喷射到斜坡或平
整好的地面上，
并覆盖，
待植物种子发芽、
生长，
3 个月便可形成漂亮的草坪。近年
来，
我国主要在高速公路等区域应用该项
技术进行边坡绿化，
收效显著。
年 6 个月的除草工作，工人就可以拿到
7200 元的工资。此外，梁龙贤给记者算
了一笔账：
“今年，建档立卡户自种当归
超 4 公 顷 。 亩 产 鲜 药 材 1000 公 斤 至
1200 公斤，以去年当归的市场价每公斤
10 至 12 元的价格计算，
每亩产值能达到
1 万元至 1.2 万元，除去投入的成本和人
工费，
每亩净赚 6700 多元。
”
祁多成就是其中受益的一位贫困
户，他将多年的存款 2.1 万元全部入股
了合作社，今年合作社药材出售后能分
到 25%的红利。再加上他们两口子在
合作社打工一年就有 1.6 万元的收入，
累积下来将会是一笔不少的收入。
如今的合作社已经初具规模，但梁
龙贤并没有因为现在所取得的成效而
安于现状，他打算从明年开始扩大种植
规模，计划到 2020 年药材种植的品种
从现在的大黄、当归扩大到党参、柴胡、
黄芪等多个品种。

乐都建立

干群谈心谈话机制
时报讯（记者 史雅洁 通讯员 候全一）
近期，乐都区委制定了《乐都区党政领导干
部与干部群众谈心谈话制度》，进一步做好
党政领导干部直接联系干部群众工作，密切
党群干群关系，改进工作作风，建设为民务
实清廉机关。
据了解，谈心谈话的主体为各级党政领
导班子成员，谈心谈话对象为全区机关（包
括村、社区等）干部群众。谈心谈话的内容
与总结经验、查找问题紧密结合，与找准本
单位存在的突出问题相结合，与解决党员个
人思想、工作实际问题相结合，与解决群众
最关心的突出问题相结合，与解决单位之
间、人与人之间存在的疙瘩和矛盾相结合。
谈心谈话采取“双向约谈”的形式，即区党政
班子主要领导主动约班子成员、乡镇党政主
要领导、各单位“一把手”谈；其他副县级领
导干部主动约联点乡镇、分管部门科级领导
干部谈；各乡镇、各单位主要领导主动约所
属党员、干部、群众谈；以上被谈心谈话对象
也可以随时约谈话者谈。
《制度》明确要求区党政班子主要领导
每年要与班子成员、
乡镇党政主要领导、
各单
位“一把手”至少进行 2 次谈心谈话；其他副
县级领导干部每年要与联点乡镇、分管部门
科级领导干部至少进行 2 次谈心谈话；组织
部长、纪委书记可根据工作需要随时跟各级
党组织党员干部群众谈心谈话。各乡镇、各
单位主要领导每年要与所属党员、
干部、
群众
至少进行 2 次谈心谈话，每年与所联系的党
支部的党员、干部、群众普遍谈心不少于 1
次，
谈话面不少于本单位在职人数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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