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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瀑雪岭催“热”南门峡冬季游
□时报记者 李隽
一年有四季，四季有不同景。冬
天，虽然十分寒冷，但是它有着无可比
拟的温馨和希望。在互助土族自治县
南门峡镇，青松的针叶上凝着厚厚的
白霜，像是一树树洁白的秋菊，灌木丛
都成了洁白的珊瑚丛，千姿百态，令人
扑朔迷离，
恍惚置身与童话世界中。
每逢周末，南门峡都会迎来徒步
旅行的客人。在峡口村以北，慕名前
来的游客经过干净整齐的硬化路，来
到石峰叠翠、原始古朴的岔巴峡。在
这里，游客们跋山涉水、徒步旅行，欣
赏冰川瀑布的壮观，感受野餐宿营的
舒畅。
峡口村党支部书记伊寿年告诉记
者：
“每年的 12 月到次年的 3 月份是岔
巴峡冬季旅游的黄金时间，很多徒步
旅行的游客都很喜欢到我们这里攀
岩、宿营。
”
在岔巴峡，
记者看到村里的农户摆
摊设点，
为游客提供焜洋芋、
麦穗拌汤、
豆面搅团等农家风味饭菜。峡口农家
院的客人也是络绎不绝，
村民李永寿就

是这家农家院的老板，
他告诉记者：
“我
们这里的却藏寺为岔巴峡增添了神秘
色彩，
佛水沟、
转经塔、
卧龙读经岩等独
特的景致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观赏。
很多景观是不能一次就看完的，
所以许
多游客不止一次来到岔巴峡，
感受不一
样的景致。我们也能在这期间搞些接
待，增加一些收入。
”
而在南门峡镇七塔尔村，
祁连山南
麓的七塔峡成了当地群众的宝地，
冰川
瀑布、
神秘岩画、
修炼遗迹、
原始地貌等
资源也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景。
近年来，七塔尔村也用“旅游+”的
形式撬动乡村发展，围绕七塔尔村得
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淳朴的乡风乡貌，
积极商讨发展思路，努力将七塔尔村
打造成具有生态旅游和健康旅游的乡
村旅游点。目前，七塔尔村正在掀起
发展乡村游的热潮，带动群众有效整
合村内资源和基础设施，着力打造农
耕体验、休闲养生、乡村记忆等旅游项
目，提高村民收入，争取早日摘掉贫困
的帽子。
今年，冬季旅游在互助县南门峡

镇日益火热起来。就像南门峡镇峡口
村党支部书记伊寿年所说无论是农耕
体验、休闲拓展，还是特色民宿、地道
农家宴，不同年龄、不同需求的游客，
都能在南门峡镇找到冬日的乐趣。
“就以往冬天经验来看，游客白天
玩累了，到了晚上就喜欢住农村的热
乎大炕，再饱饱的吃上一顿大锅炖羊
肉，这一天的疲劳就都没了。现在，本
来是淡季的冬日旅游在我们南门峡红
火了起来。我们当地的老百姓也能赶
上发展的东风，好好的挣些钱，早日奔
小康啦！
”李永寿高兴的说。
近年来，互助县南门峡镇将旅游
与扶贫深度融合，利用当地的人文资
源、生态资源等，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并不断完善旅游基础配套设施，完善
旅游功能，提升旅游综合接待能力，把
特色乡村旅游作为加快全镇旅游事业
的重要举措，打造出亲子自驾、油菜花
观赏、徒步探险等一批精品旅游品牌，
使南门峡景区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同
时，使偏远山区的贫困群众逐步走上
脱贫致富之路。

近 日 ，化 隆
回族自治县司法
局的普法工作人
员走上街头向市
民讲解法律知
识 。 当 日 第 17
个“全国法制宣
传日”
，
化隆县组
织公安局、检察
院、法院和司法
局等多家单位的
工作人员走上街
头资料发放 500
余份、咨询解答
等多种形式，向
市民进行法制宣
传，提高人们知
法、
懂法、
守法的
意识。图为普法
现场。
时报记者
蒋忠财 通讯员
石文辉 摄

“同心工程”党建品牌
时报讯（记者 蒋忠财 通讯员 甘小青）今
年，化隆县委统战部着力发挥党组织的领导
核心作用，积极推进统一战线“同心工程”党
建服务品牌建设，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服务
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了
积极作用。
化隆县统战部通过在全县统战系统开展
“携手同心促率先”主题活动，搭建统一战线
服务中心、服务大局的平台，组织统一战线各
界人士围绕全县重点工作提出 12 条意见建
议，并着力发挥统战优势服务民生、服务基
层，县委委统战部组织机关全体党员干部走
进农村、走进企业、走进社区开展结对帮扶、
访贫问苦、走访慰问等活动，
察民情、解民忧。
同时，化隆县发挥统战系统人员协调关
系、化解矛盾的作用，支持和谐社会建设，并
发挥各行业协调服务功能，帮助会员企业解
决融资、整合资源、抱团取暖。会同服务业餐
饮企业家发起了“文明餐桌行动”，倡导勤俭
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诚信经营、文明规范、服
务达标创建活动，促进餐饮业健康发展。积
极推进“平安寺院”创建活动，深入开展民族
团结进步创活动建进寺院，引领宗教教职人
员和信教群众为促进全县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贡献力量。

“放管服”
让纳税人

办税更便利

民和 327 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全部确定
时报讯（记者 李隽 通讯员 岩子）
近日，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 312 个村、
15 个社区党支部换届选举工作全面完
成，共选举产生党支部委员 844 名、党
支部副书记 4 名、党支部书记 327 名，
其中连选连任村（社区）党支部书记
161 名、新任 166 名，平均年龄 47 岁，比
上一届下降 3.6 岁。
为选出能胜任的村（社区）党组织
班子，
选举前，
民和县深入摸排，
扎实做
好前期准备工作，
对全县排查的存在矛
盾隐患和影响换届的 63 个“二类村”和
14 个
“三类村”
驻村分析研判，
制定整改
方案，把问题解决在换届之前。同时，
压实党委主体责任，
逐级开展换届工作

化隆创建

承诺，
严把选人用人关口。严肃换届纪
律，
从严从快查处换届选举违法违纪行
为，
对 8 个乡镇 9 个村的 20 名拉票贿选、
扰乱选举工作的党员进行了组织处理，
其中开出党籍 6 名、
留党察看 7 名、
严重
警告 7 名，
并在全县进行通报，
起到了较
好的震慑作用。
由于前期工作扎实，换届选举纪
律严肃，保证了换届选举工作的顺利
进行，圆满落幕。换届后，村党支部班
子结构明显优化，全县 327 名村（社区）
党支部书记中，具有一技之长的 148
名，占比 45.6%；女党支部书记 17 名，占
比 5.2%；具有高中以上学历的 126 名，
占比 38.5%。特别是一批脱贫致富带

头人、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负责人、外
出务工经商返乡人员等“双强”型优秀
人才进入了村党支部班子，实现了党
委意图和群众意愿的高度契合，进一
步增强了党组织的领导力。
下一步，民和县将进一步健全村
级配套组织，严格党支部班子管理，做
好新老班子的工作交接，指导村（社
区）党组织进一步健全规章制度，及时
做好新任、离任和落选村（社区）干部
思想工作，抓好新当选村（社区）党组
织书记 的任前培训，凝聚起村（社区）
广大党员的精气神，在党的十九大精
神指引下，催生出村（社区）各项事业
发展的新气象。

时报讯（记者 周晓华 通讯员 李昌杰）今
年以来，海东市乐都区国税局持续推进“放管
服”改革，最大限度规范税务人，最大限度便
利纳税人，转变部门职能，提升行政效能，释
放改革红利，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宽松便利
的营商环境，
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乐都区国税局通过扎实开展“便民办税
春风行动”，化执法之质为服务之形，以“放管
服”结合为重点深化审批制度改革，清理税收
规范性文件，公开税收执法权力清单，取消非
行政许可审批事项，规范税务行政处罚裁量
权，成功打造以“一网通办、一表集成、国地联
办、一次办结”为主要内容的便捷式服务体
系，减少了纳税人“多头跑、多次跑、重复报”
的现象，
极大提高了纳税服务质效。
同时，全面落实承诺服务制、限时办结制
等服务内容，完善了“一窗式”管理、
“一站式”
服务、
“一次性”告知等服务措施；大力开展便
民办税春风行动，深化联合办税，落实延时预
约、绿色通道等措施，提高服务效率；充分利
用信息化手段，大力推行网上办税、就近办
税，自助办税服务厅办税，提高便民办税服务
水平。
此外，该局着重做好新办纳税人涉税知
识培训，充分利用纳税人学堂，对纳税人分行
业、多形式定期进行业务培训和政策辅导。
推行新办纳税人“零门槛”办税，为新办纳税
人提供“套餐式”服务，一次性办结多个涉税
事项，以精准服务提高纳税人满意度，以规范
执法提高纳税人遵从度，以快捷高效增强纳
税人获得感，
将
“放管服”
工作推向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