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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东关停 29 家禁养区养殖场
时报讯（记者 张永黎）记者近日从
市农发委了解到，2018 年，根据省市督
查组的要求，我市计划全面关闭 148 家
养殖场。截至目前，已关停河湟岸带禁
养区养殖场 29 家，占任务的 19.59%，其
中拆除 4 家。
据了解，3 月 29 日至 30 日，省环保
厅牵头省农牧厅、省水利厅对我市畜禽
养殖禁养区划定等工作进行了专项督
办。3 月 27 日至 4 月 10 日，市委市政府
督查室牵头组成 2 个督查组，对六县
（区）中央环保督察组反馈问题整改情
况进行了专项督查。各县（区）根据省、
市督查组的要求，全面推进整改工作，
计划全面关闭 148 家养殖场。其中，平
安区 15 家、乐都区 18 家、民和县 45 家、
互助县 32 家、化隆县 7 家、循化县 31 家。
目前，平安区对 15 家养殖场建立
了一场一册“海东市平安区规模养殖
场调查表”，现已关停 6 家养殖场；乐都
区对养殖场进行调查摸底、财产登记
及关闭补偿预算工作。成立中央第七
环境督察组反馈问题整改督查督办工
作领导小组，制定了《关于加强中央第
七环境督查组反馈问题整改督查督办
工作的通知》，现已关停 5 家；互助县正
在按照审查意见修改完善《畜禽规模
养殖场关闭通知书》，现已有 4 家养殖
场停产；民和县已拟定《湟水河流域禁
养区内畜禽养殖场关闭方案》和《湟水
河流域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关闭通
告》，现已关停 5 家，其中拆除 4 家，1 家

计划搬迁的养殖场已完成选址工作，
正在办理相关手续；化隆县养殖场测
算评估领导小组对 7 家养殖场进行了
测算评估工作，现已关停 4 家，其余 3
家养殖场的牲畜陆续售出；循化县根
据《循化县关于落实中央第七环保督
察组“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不到位”反馈
意见的专项整改实施方案》的部署，完

近日，海东市民和县桃花进入花期，吸引众多游客前往观赏。近年来，民和
县利用桃树种植优势，大力发展生态文化旅游产业，走上了一条桃花铺就的乡
村振兴路。
时报记者 张永黎 岩子 摄

民和重拳整治旅游市场
时报讯（记者 李玉娇 通讯员 何向
东）近日，民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会同
多部门开展旅游市场“春潮”整治行动，
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秩序，优化旅游市
场环境，确保旅游消费安全。
据了解，此次行动以川口地区各旅
游企业和景区为重点对象，以检查安全
设施设备、整治环境卫生和打击黑恶势
力为重点目标，重点检查了旅游市场领
域虚假广告、欺行霸市、强买强卖、不正

当竞争、垄断经营及制售假冒伪劣商品
等行为；检查星级乡村旅游接待点园区
和后厨环境卫生、食品安全、消防安全、
应急处置预案、各类制度落实、污水及
垃圾处理等情况；检查星级宾馆安全通
道是否畅通、是否做到一人一证登记入
住、制度和应急预案是否上墙、特种设
备是否按规定管理维护、是否开展安全
培训和应急演练等情况。
检查发现，部分景区内存在乱堆、

药材成脱贫路上新药方
□时报记者 李富生
四月的海东大地，
春风拂面，
满眼生
机，
在泥土的芳香中，
升腾着春天的希望。
行走在互助县东沟乡广袤的田野
上，热火朝天的春耕场面让人看到了丰
收的希望。一台台播种机开进农田，一
条条道路延伸到田野，一粒粒种子被植
入大地……连日来，东沟乡各村庄农民
纷纷抓住有利时机抢墒播种，掀起春播
热潮。
眼下正是中药材种植的好时节，在
东沟乡昝扎村，村民李永鹏正在田间铺
设地膜，此时他一刻也不肯耽搁，力争
在 近 几 天 将 10 亩 地 全 部 种 植 当 归 药
材，为今年有一个好收成打下坚实基
础。
“ 去 年 ，我 家 种 了 两 亩 当 归 ，卖 了
8000 块钱。如果今年当归长势好的话，
按照去年的价格，10 亩当归应该能收入

成养殖场的一场一方案的制定工作，
正在进行 2 家养殖场的新厂选址、规划
等，对已关停的 5 家养殖场进行督查，
确保关停工作的有效性。

5 万元左右。
”李永鹏说。
在李永鹏田地的不远处，村民李金
邦已经铺好地膜，正在栽种当归苗，一
家人分工协作，有的整地挖沟，有的施
肥种苗，有的挖土掩埋，形成一条条流
水作业线，井然有序地将一株株当归种
子栽种下地。
同样是这个时间，东沟乡年先村的
田间地头也是一派忙碌的景象。村民
们抓紧农时，正在积极开展种植当归。
祁海军是互助县台子乡人，今年他在东
沟乡年先村租了 10 亩土地，全部用于
种植当归药材。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
地里施肥，为种植中药材做准备。“使
用农家肥，能够自然调整土壤结构，耕
地不板结，耐旱抗涝，有利于农作物生
长，能够促进作物高产稳产。同时也减
少了化肥的投入量，降低了一些生产成

乱放、乱建及乱倒等现象，景区安全和
标识牌设置不完善；部分星级乡村旅游
接待点和星级宾馆存在餐具消毒不规
范，索证索票台账不健全，厨房操作间
电气线路接线混乱，消防设施设备配备
不足，未铺设绝缘板，特种设备操作人
员证件过期，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等问
题，各类安全隐患依然比较突出。对此
检查人员在隐患问题现场向业主进行
反馈，
并要求限期整改。
截至目前，该县共检查星级乡村旅
游接待点 7 家、星级宾馆 5 家、旅行社 1
家、景区 2 处，
现场整改 7 户。

本，更加有助于绿色春耕。”东沟乡党委
副书记石玉璞说。
种植药材，对于一直以种植马铃薯
和油菜籽为主的东沟乡来说，确实是一
件新鲜事。村民们心里都没有底，到底
应不应该种？为了让村民们打消顾虑，
解决单打独斗、技术资金不足等问题，
东沟乡结合“两讲三促”活动，宣传中央
一号文件及惠农政策，确保各项相关政
策深人入心。同时，该乡综合服务中心
的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实际指导春
耕技术，面对面解答农民群众疑问，重
点引导、鼓励农民种植优质品种，发展
特色农业，激发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为
全年农业增产增收奠定了基础。
近年来，借助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和气候条件，东沟乡加快发展药材种植
产业，调整产业结构，当归、黄芪等中药
材种植达 1.5 万亩，进一步扩大了中药
材产业的规模化，为全乡农民拓宽了增
收致富渠道。

特色产业

成乡村振兴“助推器”
时报讯（记者 周晓华）今年以来，海东
市乐都区以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促进农民
持续较快增收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立
足自身优势，群策群力，大力发展特色产业
助推乡村振兴。
据了解，乐都区全力支持峰堆乡依托土
豆资源优势，
在
“高原土豆、
绿色土豆、
富硒土
豆”上下文章，打造“中国马铃薯之乡”品牌。
2018年计划种植马铃薯3000亩，
通过修建
“土
豆广场”
、
观景台、
游客接待服务点、
观景走廊、
农产品交易场所等基础设施，大力发展马铃
薯产业，
预计实现马铃薯产业收入 1000 余万
元，
带动群众人均增收1000余元，
助推峰堆乡
村振兴。同时，乐都区充分利用高庙镇得天
独厚的气候环境、
享誉世界的彩陶文化、
形式
多样的人文景观和快捷便利的交通优势，积
极打造以柳湾彩陶为中心，
东至老鸦鲁班亭、
金山寺；
南至南山寺；
西至保塔寺、
八卦楼、
高
庙古镇；北至卯寨景区的“一点四线”旅游精
品带，
努力培养旅游经济增长点，
争取把高庙
镇打造成省内外知名的“河湟生态文化旅游
古镇”
，
带动全区乡村振兴工作全面推进。
此外，乐都区还以农民合作社为载体，
打造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为一
体的田园综合体，实现三次产业融合发展。
充分发挥瞿昙镇和寿乐镇自身优势，开始田
园综合体试点建设；集中精力和资源将碾伯
下寨、瞿昙药草台等打造成全市乃至全省一
流的旅游示范村，同时，各乡镇依据各自禀
赋和特色，全力打造“一乡一业、一村一品”
的乡村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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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污染：PM10
采取措施：异常敏感人群
减少户外活动。
对健康影响：空气质量可
接受，但某些污染物对极少数
敏感人群有较弱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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