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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地搬迁开启松德人新生活
□时报记者 蒋忠财
5 月 15 日，当记者再次来到互助县
丹麻镇松德村时，一排排崭新的灰色瓦
房映入眼帘，具有土族特色的大门和统
一设计的院落、房屋，养殖区圈舍整整齐
齐地“站”在平互大公路旁，一条条笔直
宽阔的水泥道路将来客引向一户户土族
儿女幸福的新家园。
放眼搬迁新村，一个美丽新农村已
现雏形。
走进村民赵云山家，他正在铺设地
砖。说起以前的生活，赵云山有说不尽
的“难心话”。以前，松德村 5 社 53 户村
民们地处偏僻，居住分散，信息闭塞，生
存条件恶劣。加之基础设施条件差、公
共服务水平低，吃水难、行路难、就医难、
就学更难……脱贫致富更是无从谈起。
因此对于大多数的村民来说，大伙儿心
里都有一个愿望，就是有一天能够搬出
山沟沟，摆脱贫困，走一条不一样的路。
2017 年，松德村 5 社被纳入了易地
扶贫搬迁项目，计划共搬迁安置群众 53
户 197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40 户 160

人。2017 年 4 月，互助县投资 949.2 万
元，围绕改善搬迁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和
发展环境，以集中安置的方式，统一征
地、统一规划、统一标准建设住房，配套
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完善养老、教
育、卫生、文体活动等公共服务设施。截
至目前，该搬迁村 53 户房屋已建设完
成，养殖区圈舍已建设完成，水、电等已
经投入使用，道路硬化已完成 80%。53
户村民已开始陆续搬迁住进了新家。计
划 6 月底将全部入住。
赵云山告诉记者，3 月份他们全家
搬进新家之后，他立即拆除了老家的房
屋，彻底掐断了留恋故居的那份感情。
从搬入新家的那刻起，他便决定以后要
加倍努力打工挣钱，增加收入，通过自己
的努力走向脱贫致富的美好生活。
“房子刚建好，好多户乡亲们已经迫
不及待地搬了进来，在新家里过了第一
个春节，大家别提有多高兴了。我当时
心里就想，要赶在开学前搬下来，娃娃上
学就方便了，吃水也不用发愁了。”赵云
山指着儿子赵继盛的奖状说，现在娃娃

学习成绩也是突飞猛进，期中考试得了
个最佳进步学生奖。
看着眼前的一切变化，赵云山露出
了幸福的微笑：
“ 多亏了党的好政策，给
我们这么好的房子住，这是我老两口这
辈子都不敢想的事儿，以后的日子也有
盼头了！”
赵云山告诉记者，以前他在工地打
工时学了点抹灰的手艺，现在有更多的
时间出去打工挣钱了，再也不用担心家
里的事情了。
“ 为解决搬迁户今后的生
产、收入问题，丹麻镇政府按照“搬得出、
稳得住、有事做、能致富”的要求，今后将
引导搬迁群众调整产业结构，利用产业
扶持资金和当地土地资源发展药材种植
业及畜牧养殖业。同时加强对搬迁群众
的实用技术培训，全面提升种养殖技能
水平，加大劳动力转移就业，增强搬迁户
自我发展能力。
”丹麻镇镇长刘振江说。

让群众不断增强获得感
时报讯（记者 周晓华 通讯员 李重
晓）今年以来，海东市平安区把保障和改
善民生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在幼有所
育、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
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续用力，集中力量解
决广大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
生问题。
据了解，平安区继续扎实开展教育教
学质量提升行动和教师队伍培训三年计
划，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改善办学条件，重
点抓好投资 5700 万元的西城小学和平安
一中多功能教室建设工作，全面完成 10
所乡镇学校及幼儿园改扩建，进一步优化
教育资源结构，全面启动第三期学前教育
行动计划，做优做强学前教育。同时，加
强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建设，优化医疗卫生
资源配置，重点抓好投资 1498 万元的妇
保院业务用房项目建设，建成健康养老基
地 。 积 极 实 施“ 健 康 平 安 2030”行 动 计
划，落实全面“两孩”政策，强化人口动态
监测。
通过多渠道开展各类就业援助活动，
平安区做好高校毕业生、新生代农民工、
就业困难人员和军转安置人员等重点群
体就业创业服务工作，确保高校毕业生就
业率达到 87%以上。充分发挥创新创业
服务平台和创业孵化园作用，整合各类就
业培训资源，完成技能培训 2500 人（次），
培训就业率达 90%。积极培育特色劳务
品牌，加大劳务输出力度，年内新增城镇
就 业 1480 人 ，城 镇 登 记 失 业 率 控 制 在
3.5%以内。
此外，统筹推进社会救助、社会福利、
公益慈善、优抚安置，加强残疾康复服务
工作。积极开展“互联网＋社保”行动，提
升社保信息化水平。切实做好被征地农
民养老保险工作，实现“即征即保”。全面
落实城镇住房保障等制度，加强保障性住
房运营管理，改造农村危房 190 户，完成
棚户区改造 377 户，着力破解城乡无房
户、住房困难户建房难问题，持续提升城
乡住房保障水平。

近日，青海海东供电公司“高原擎旗共产党员服务队”成员走进海东市互助
县五十镇班彦村小学，为这里的 40 余名学生通过“第三课堂”的体验，宣讲日常安
全用电、节约用电等知识。
时报记者 张娜 通讯员 马彩虹 摄

乐都党员争做脱贫
“领路人”
时报讯（实习记者 尕桑才让）近年
计划，推进重点帮扶项目落实；积极组
来，乐都区在精准扶贫工作中以深入
织开展技能培训，培育增收产业，帮助
开展村级党组织“六好、五在先”争创
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截至目前，各贫
活动为抓手，强化自身建设，促使贫困
困村党员干部共落实帮办实事 270 余
村党组织积极引导党员干部全面融入
件，开展技能培训 680 场次，为民解难
扶贫“主战场”，争做精准扶贫的“宣传
题 440 余件。
员”，脱贫路上的“领路人”，产业富民
此外，
贫困村党支部积极改进脱贫
的“擎旗手”
。
方式，变被动救济“输血”为自主创业
据了解，141 个贫困村党支部结合 “造血”
，
引导党员致富带头人带领农户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充分利用“固定
发展高效特色产业。如下营乡祝家村
党日”
“三会一课”以及微信公众平台、 党员王保金，
成立宝金绿色养殖专业合
支部微信群、宣传栏等载体，及时传达
作社，
积极发动广大种养殖户踊跃报名
中央、省、市委关于扶贫的相关政策， 入社，社员已达 100 多户 240 余人，使下
不断扩大了群众对扶贫政策的知晓
营乡祝家村走上了一条品牌化、规模
率。截至目前，共发放资料 2800 余份， 化、
产业化发展大樱桃种植和绿壳蛋鸡
张贴宣传标语 350 余条，贫困村书记、 养殖的创业致富道路。马营乡康巴村
党员走访入户宣传 700 余次。
党员李慧业，成立养羊专业合作社，积
同时，各贫困村党支部精准掌握
极发动群众，
与本村 17 户建档立卡户签
本村贫困情况，理清发展思路，
“ 第一
订协议，年底进行收益分红，实现了良
书记”和驻村干部协助编制发展规划、 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40户小微企业获减税红利
时报讯（实习记者 杨璐 通讯员 郭其
忠）为促进海东市小微企业发展壮大，市
国税局全力贯彻落实各项小微企业税收
优惠政策，组织干部职工以“三心”
（细心、
专心、耐心）服务小微企业，确保小型微利
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落实到位。
据了解，自 2018 年小微企业一季度申
报之日起，市国税局所得税科组织各县
（区）局所得税管理岗工作人员，对每天新
产生的申报表逐户进行筛查，发现问题及
时更正。同时认真开展分析调研，从户
数、类别、新旧政策对比等不同角度收集
信息数据，明确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落
实范围。建立小微企业管理台账，仔细审
查企业申报数据、从业人员和资产总额等
情况，
确保小微企业优惠政策落实到位。
同时，加强内部跟踪管理。一方面，
积极推进对税务干部的培训与辅导工作，
系统梳理政策要点，确保基层各部门税务
干部熟练掌握政策内容，以帮助纳税人了
解和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另一方面，在申
报期结束后两天，落实专人值班制度，待
总局数据提取完毕后，再次核实数据变
化，
确保小微政策受益面达到 100%。
在 2018 年一季度申报期内，市国税严
抓申报数据动态监控工作，及时提醒企业
享受优惠政策，辅导企业正确申报。此
外，做好数据统计，全面掌握小微企业各
项减免税户数、减免税额等，开展减免税
效果分析工作，对政策落实情况进行跟踪
问效，从而进一步提升纳税人满意度。一
季度，全市共有 140 户企业享受到了小微
企业优惠政策，减免企业所得税近 100 万
元，
政策受益面达 100%。

民和拆除6户违法建筑
时报讯（实习记者 尕桑才让）自 5 月 7
日起，民和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联合县
公安局、法院、交通等相关部门组成联合
执法组，对翠泉大通道两侧抢搭抢建的违
法建筑进行依法强制拆除。
据了解，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海东市
违法建设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文件精神，根据县委、县政府统一部署，在
拆除前期，该县城管执法局工作人员多次
深入该路段违建户家中，要求违建户自行
拆除修建的违法建筑，减少损失，但该路
段违建户依然我行我素，不听劝导，始终
未予拆除修建的违法建筑。
此次拆除，执法组共出动执法人员
130 余名，车辆 30 余辆，在拆除期间，为防
止拆除时的扬尘对大气造成污染，城管执
法局抽调 2 辆洒水车对执行现场进行洒水
降尘。截至目前，共拆除违法建筑 6 户，拆
除总面积 3580 平方米，自行拆除 2 户，有
效地打击了违法建设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