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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精神滋润了外出拉面匠心田
时报讯（记者 张扬 通讯员 白林娟）
这两天，一场别开生面的拉面技能大比
拼在深圳市宝安区拉开帷幕，来自海东
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李二堡镇的马学
庆等 7 名务工人员积极参加比赛，并分
别拿到了二等奖和优秀奖，给前来宣讲
十九大精神的民和县宣讲团回馈了一份
特别的礼物。而此前，他们在倾听宣讲
团十九大精神报告的同时，也收到了来
自家乡的那份弥足珍贵的关心和牵挂。
为了将党的十九大精神传达到基层
一线，传达到省外务工人员当中，民和县
近日组建了一支由县委统战部、县委党
校、县拉面经济局、县人民调委会、县电
视台等单位人员组成的宣讲团，奔赴深
圳、义乌、宁波、昆山等地民和籍务工人

员比较集中的城市，对 200 余名民和籍
务工人员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
每到一处，
宣讲团成员与当地相关部
门负责人进行对接，
就民和籍务工人员创
业、
务工、
生活等基本情况进行交流、
了解，
走访当地拉面馆、
清真寺等，
选择务工人员
相对集中的场所开展宣讲。宣讲中，
宣讲
团成员从惠民政策、
民族宗教政策和有关
法律法规入手进行详细讲解，
结合所在地
区务工人员创业案例，
将十九大精神传达
到基层一线，
引领广大创业务工人员不断
增强
“五个认同”
、
树牢
“三个离不开”
思想，
共同团结进步，
共同繁荣发展，
教育广大务
工人员遵纪守法、
诚信经营。
在深圳市宝安区，
宣讲团成员还应邀参
加了正在举办的少数民族拉面技能大赛。

据了解，
深圳市政府对外来务工人员非常关
心和支持，
经常举办各类培训活动，
使来自
各地的务工人员增进了了解，
促进了当地的
民族团结。通过宣讲，
十九大精神滋润了民
和外出务工人员的心田，
来自民和县李二堡
镇的务工人员冶哈努乃说：
“听了宣讲，
收获
很大，
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和社会的发展，
以后在创业路上会更加努力。
”
连日来，从走机关、入学校、访协会
到进农舍、问民需、了诉求，从说快板、演
小品到诉“初心”谈“使命”，民和县在速
度上求“快”，方式上突“新”，不断推动党
的十九大精神在民和大地落地生根。此
次赴省外宣讲，也是旨在不让一个民和
人在学习、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上掉
队，
力争学习十九大精神全覆盖。

循化

严防“四风”问题反弹
时报讯（记者 李增平 通讯员 马思
源）近日，
海东市循化县根据《海东市纪委
关于开展违规公款购买消费高档白酒问
题集中排查整治工作的通知》要求，在全
县范围内开展违规公款购买和消费高档
白酒问题专项集中排查整治工作，
进一步
严防和纠正违规公款吃喝、
送礼等
“四风”
问题反弹，
巩固反
“四风”
工作成果。
据了解，为强化组织保障，确保此次
专项整治工作顺利推进，循化县成立了
开展违规公款购买和消费高档白酒问题
专项集中排查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全面
负责违规公款购买和消费高档白酒问题
专项集中排查整治工作；制定印发《关于
在全县开展违规公款购买消费高档白酒
问题集中整治专项工作方案》，并将全县
各级党政机关及其所属行政单位、各级
党委和政府所属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人
大机关、政协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
院纳入了此次排查整治单位，做到了排
查整治全覆盖。同时，要求各乡镇、各部
门提高思想认识，充分认识开展集中排
查整治工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确保及
时、全面抓好本单位的排查整治工作；要
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畅通监督举报渠
道，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对发现的问题要
敢于较真碰硬，问题较轻的要督促及时
纠正整改。问题严重的，一经查实，严肃
处理、绝不姑息。发现涉及上级机关的
疑似问题线索，按管理权限及时移交。
此外，循化县深化监督检查，确保工
作实效。督促各乡镇、各部门单位对今
年以来公款购买消费高档白酒问题开展
自查自纠，坚持问题导向，把重点放在发
现顶风违纪公款购买和消费高档白酒问
题上，放在查找落实公务接待制度、财经
纪律情况上，各单位对自查整治情况进
行认真汇总总结，并向县纪委进行了报
告。同时，抽调国税、财政、审计、市监等
部门干部对个别单位自查情况和 9 个批
发、零售酒水超市今年以来公款购买消
费白酒情况进行了重点抽查。通过全面
自查和重点抽查，循化县未发现违规公
款购买和消费高档白酒的问题。

青海省民和新材料产业园占地 9122 亩。该项目将建成以铝精深加工为主导，以
新型材料加工和能源产业为特色的集城市配套功能为一体的生态型综合产业园。
目前，该项目已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环境影响评估、施工图审查、施工及监理招投
标等前期工作。一期 8 栋标准化厂房于 9 月 18 日开工建设，8、13、14 号楼基础施工基
本完成，4 号、10 号楼正在基础开挖。图为工人们在房心回填土方。
时报记者 颜金梅 摄

新品种人参果落户土乡
时报讯（记者 李隽 通讯员 解雁）初
冬时节，互助县农业园区四号连栋温室
内的人参果散发着淡淡清香，大大小小
的人参果挂满枝头，呈现出一派丰收的
喜人景象。据了解，这是农业园区从云
南引进的人参果新品种“云南 10 号”，目
前已供应上市。
据了解，人参果又称香艳梨，属茄科
茄属，系多年生半木质化草本植物，原产
南美洲安第斯山区。果肉清香多汁、风
味独特、口感较好，可作水果生吃、凉拌、
炒食，含有较高的蛋白质和多种微量元
素（如硒、钼和锌等），糖和脂肪含量较

低，对于各种癌症、冠心病、高血压都有
良好的防治效果，是国际公认的优质保
健水果。
为解决连年扦插繁殖人参果苗木导
致的品种退化、
果个小、
产量低、
品质差问
题，
今年 6 月份，
互助县从云南引进
“云南
10 号”人参果新品种进行试种。从目前
长势来看，该品种抗病、果个大、口味好、
产量高，
预计亩产将达 2500 公斤，
按每公
斤 20 元计，亩收入 5000 元，经济效益明
显。该品种的引种成功，
将拓宽土乡农民
增收致富的路子，
成为互助县农民群众又
一条新的致富途径。

乐都全力护航

村
“两委”换届
时报讯（记者 张娜 通讯员 侯全一）
连日来，海东市乐都区提前入手、提
前谋划部署，扎实做好村社区“两
委”换届选举筹备工作，营造和谐有
序的换届环境。
乐都区成立村 （社区） 换届选举
工作领导小组，详细制定换届选举实
施方案和应急预案，形成了党委领
导、纪委监督、组织牵头、民政指
导、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的工作体制
和运行机制。同时，建立换届选举指
导员制度，切实加强对村社区“两
委”换届工作的指导，确保换届工作
标准不降、程序不减、环节不乱。乐
都区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坚持
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充分利用微信
公众号、黑板报、悬挂标语、横幅等
形式，大力宣传村 （社区）“两委”换
届选举的重要意义、政策法规、工作
程序和责任目标等，让广大党员群众
及时知晓、熟悉换届选举的各个环节
和内容，充分调动群众参与换届选举
工作的积极性，真正把群众威望高、
能力素质强、确实能干事的人推选到
“两委”班子中。此外，充分运用各种
宣传手段，广泛宣传村 （社区）“两
委”换届选举的法律法规和 《村 （社
区）“两委”成员候选人“十选十不
选”条件》《十严禁五一律》 纪律要
求，及时张贴 《告知书》，引导党员在
换届选举中“五带头”，通过各项纪律
约束，力促换届平稳有序推进。
在此基础上，乐都区各乡镇组织
开展谈心谈话活动和民主测评，结合
实际情况分别对症下药，使村社区
“两委”换届选举工作更具针对性和可
操作性。通过集中开展换届业务培
训、印发相关资料，把村民组织法、
换届工作的相关程序和法规、上级党
委关于做好换届工作的相关要求等作
为培训的重点内容，使干部详细掌握
换届的相应程序、法规和有关制度，
为换届工作的顺利进行打下坚实的业
务基础。通过成立专项审计小组，采
取交叉审计的办法，集中对 354 个村、
10 个社区“两委”任期内的村居务公
开情况和集体财产进行严格检查、登
记和审计，增加集体财产的透明度，
确保集体财产和群众利益不受损失。

海东市今日天气

互助开排秦腔传奇剧
时报讯（记者 蒋忠财 通讯员 牟泉） 总导演，剧中演员由秦韵戏曲艺术团、安
12 月 5 日，大型秦腔传奇剧《土族元帅》 纳歌舞团演员组成。
开排仪式在互助县文化馆举行。据悉，
《土族元帅》是以国家级“非遗”项目
此次大型秦腔传奇剧《土族元帅》将于 《祁家延西》作为背景，用秦腔艺术的形
2018 年春节期间完成排练工作，并亮相
式来表现土族将领祁延西维护家园、疆
彩虹剧场。
土完整而不顾高龄率兵征战的英雄事
互助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闫国
迹，也是贯彻十九大精神，繁荣发展社会
良介绍，秦腔传统剧《土族元帅》是互助
主义文艺的一项具体举措，并希望参加
县继《彩虹部落》
《彩虹儿女》之后，又一
排练的演员能用饱满的精神状态，高标
部精心打造的精品力作，特邀国家二级
准、严要求，努力把《土族元帅》打造成艺
导演、中国戏曲家协会会员韩振育担任
术精品。

海东市气象局提供 制图/时报记者 张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