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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完成重点项目投资 52 亿元
时报讯 （记者 李玉娇） 记者从市
发改委获悉，今年我市把投资拉动作
为稳增长、调结构、培育新增长点的
关键抓手，全力以赴抓项目、促投
资。截至 5 月底，全市重点项目开复
工 59 项，开复工率为 59%，完成投资
52.59 亿元。
据了解，2018 年我市计划实施市
级重点项目 100 项，总投资 1140.1 亿
元 ， 当 年 计 划 完 成 投 资 289.4 亿 元 。
截至 5 月底，开复工 59 项，其中，续
建 项 目 38 项 ， 年 度 计 划 完 成 投 资
113.35 亿 元 ， 复 工 37 项 ， 复 工 率 为
97.4%，完成投资 39.15 亿元，占年度
计划的 34.54%；新建项目 62 项，年
度计划完成投资 176.05 亿元，开工 22
项，开工率为 35.5%，完成投资 13.44
亿元，占年度计划的 7.63%。其中，

列入省属重点项目的海东市核心区地
下综合管廊、青海比亚迪实业有限公
司动力电池材料生产及回收建设项
目、民和县湟水河生态综合治理工程
等 18 个项目，已开复工 15 项，开复
工率 83.3%，完成投资 18.89 亿元，占
年度计划 64.1 亿元的 29.5%。
对照 100 个重点项目年度计划任
务，为在上半年期间完成“双过半”
的目标，海东要求各项目实施责任单
位抓紧办理相关前期手续，尽早开工
建设，全力以赴促投资、保质量，形
成更多的投资量；抓紧核实已开工未
入库项目，及时准确、实事求是地对
项目投资完成情况进行统计和上报。
同时，切实加强问题项目协调指导，
重点对未开工的 41 项重点项目，定
期、不定期召开调度会议，明确项目

推进措施和相关工作完成时间节点，
确保 6 月底前开工建设；确实无法开
工的项目，按照项目个数不减少，投
资目标不降低的原则，在 8 月份进行
调整。对已开复工、但进度偏慢的重
点项目，严格执行倒排工期制度，加
快项目建设进度；加快环评、土地预
审等重点审批环节步伐，开辟绿色通
道，确保项目尽快落地。对已开工建
设项目，严格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开
展“回头看”工作，确保项目建设合
规合法，并加大重点项目督查力度，
严格责任追究机制，努力营造激情干
事、奋发有为的抓项目、促投资、稳
增长的社会氛围。

6 月 12 日 ，青 海 省 红 十
字会组织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医疗团队专家来到平安区星
光 幼 儿 园 ，开 展 天 使 之 旅
——青海贫困先心病患儿筛
查活动，共筛查 496 人，确诊
1 人。省红十字会将根据患
儿病症的急重程度和专家意
见，在定点医院实施免费救
治。
时报记者 丁建敏 摄

海东党支部建设有了
“硬杠杠”
时报讯（记者 张永黎 通讯员 赵永
明）近日，海东市从基本组织、基本队
伍、基本活动、基本制度、基本保障 5 个
方面梳理量化了 20 条具体指标，分别
划定了农村、社区、机关、事业单位、国
有企业、
“两新”组织 6 个领域党支部标
准化规范化建设的标准，建立了符合
海东实际的标准化规范化党支部建设
指标体系。
据了解，
海东市结合各领域工作实
际，着力建强党支部书记队伍、书记后
备队伍、党员队伍和党务工作队伍，并
推动 4 支队伍充分发挥作用。明确了
各领域党支部书记应当具备的条件和
工作标准，
要求党支部书记每年参加教
育培训不少于 56 个学时。明确了发展
党员、
管理党员、
教育党员、
处置不合格

党员和党员“先锋指数”考评工作程序
和标准。要求党支部按照书记 1:2、委
员 1:1 的比例建立后备干部库，进行培
养储备。同时，
对党支部党务工作者的
数量和条件提出了明确要求。
从活动内容丰富、活动组织规范、
开展线上活动、保证活动效果 4 个方面
巩固农村党支部“固定党日”活动，并
在其他各领域党支部推行“主题党日”
活动，激活党员的内生动力，提升党支
部活力和凝聚力。进一步明确了“固
定党日”
“主题党日”活动的内容、形式
和方法，并对活动效果评价进行了量
化 。 要 求 充 分 运 用“ 一 支 部 一 微 信
群”，拓展“党员空中活动室”，确保党
员通过现场或线上参加党支部活动，
参与率达到 100%。

根据各领域党支部承担的职责任
务，
从健全和落实组织生活、
党务公开、
民主议事决策、
联系群众、
考核等制度，
推动党支部各项工作制度化规范化。
严格贯彻了《海东市关于严格规范党的
组织生活制度的若干意见》，量化了各
项组织生活制度的工作标准，
并要求每
名党员规范记录《党员党组织生活一本
纪》。明确了党支部民主议事和民主决
策的规则和程序，
并规范了党务公开的
内容、
范围、
程序和方式，
要求每季度公
开次数不少于 1 次。紧扣各领域实际，
对党员联系服务群众制度各项工作进
行了量化，并结合村级组织“1+5”综合
考评和社区组织“三有两化一满意”考
评，全面推行“堡垒指数”考评，健全了
党支部考评体系。

海东进城入店培训拉面匠 900 人
时报讯(记者 王桂萍）近日，海东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积极转变服务
理念和培训方式，组织青海航源技工
学校、
青海汽车工业技工学校和黄南光
明职业学校的专业厨师赴广州、苏州、
无锡、长沙等地对海东市化隆、民和籍
拉面从业人员进行了
“中式烹饪+”
创业
培训，受到当地从业人员的欢迎和认
可。截至目前，海东共开展培训 30 期
900 余人，
还将在厦门、
上海等城市的拉

面从业人员中开展培训，
计划年底前培
训人员达到 2000 人以上。
此次培训讲课的教师都是有多年
培训经验的高级厨师，
培训采取就近选
择实训店的原则，
充分利用晚上空余时
间到拉面店面对面、手把手进行实际
操，现场讲解拉面知识，手把手教授拉
面揉制，食材选、削、切、配料、炒等技
能，填补了拉面从业人员的技术空白。
参加此次培训的海东市拉面从业人员

普遍表示，
这次上门培训利用营业空闲
时间，既解决了营业与培训的矛盾，又
为学员节省了差旅费，
并针对各个拉面
店经营中的短板，进行了有效的培训，
使参训人员学到了基本技能，
规范了操
作行为，掌握了新的拉面经营管理模
式，
为青海拉面提档升级发挥了积极作
用。同时，
这次培训过程中也得到了当
地有关部门的关注支持，苏州市、广州
黄浦区民宗部门为培训提供了场所。

草畜平衡发展合格

我市发放 2700 万奖励金
时报讯（记者 李玉娇）今年，海东市将对全
市 1111 万亩可利用天然草原实施草畜平衡奖
励，奖励资金 2777.5 万元，并通过全面推行草
畜平衡制度、建立健全工作落实机制和监测监
管机制、完善后续产业配套政策等措施，实现
草原生态环境恢复改善、畜牧业生产持续发展
和农牧民收入稳步提高。
据了解，今年草原补奖政策涉及全市 94 个
乡镇、2 个管委会、1564 个村、农牧户 323377
户、1111 万亩可利用天然草原。今年计划治理
草原退化面积 31.65 万亩，通过治理草原退化，
力争草原综合植被盖度提高到 52.81%。
为推动草畜平衡发展，今年海东市将天然
草地全部纳入草畜平衡范围，根据承载能力核
定合理载畜量，实施草畜平衡管理。目前全市
天然草地载畜量实际载畜 277.59 万羊单位，理
论载畜量 301.25 万羊单位。海东市要求各地切
实将草畜平衡任务逐级分解落实到乡、村及牧
户，
经村级两榜公示后，
由县与乡、
乡与村、
村与
农牧户层层签订草畜平衡合同，
并由各级财政、
农牧部门对履行草畜平衡义务的农牧民，统一
按每年每亩 2.5 元的测算标准给予奖励。积极
引导鼓励农牧民采取有效措施控制载畜量，建
立草原合理利用的长效机制，在农区和农牧交
错地带大力发展饲草料产业，提高规模化养殖
比重，
促进种养结合、
草畜联动、
循环发展。
此外，海东市要求各地严格执行国家和我
省制定的绩效评价和考核管理制度，逐级建立
完善绩效考核机制，细化量化考评指标，将新
一轮草畜平衡奖励资金与农牧民草原生态保
护责任、效果挂钩，对履行草畜平衡义务的农
牧户，经考核合格后采取“一卡通”方式全额兑
现草畜平衡奖励资金。
（上接 A01 版）会议要求，各县（区）各部门要以
“一起跑就冲刺、一开始就发力”的工作状态，
高度重视投资工作，确保 6 月份固定资产投资
指标回升，确保实现时间过半、
任务过半。要充
分利用施工黄金期，
对未开复工的项目，
努力创
造开工条件，全力以赴促开工；对已开复工、但
进度偏慢的项目，优化施工方案，明确时间节
点，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对已经落地项目，要素
保障部门要简化审批程序，做好协调服务工
作。要打造优良环境，树立亲商、爱商、护商意
识，加大招商引资，突出精准招商，对看准的项
目要紧盯不放抓落实，
增强招商针对性、
提高成
功率。要创新思路，
加强统计工作，
转变统计方
式，
前移统计关口，
做到应统尽统。要激发干部
担当意识，
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撑腰鼓劲。
会议强调，
要坚持问题导向，
坚决打赢脱贫
攻坚这场硬仗。平安区、
循化县要针对问题狠抓
整改，
对脱贫
“摘帽”
工作再安排、
再部署、
再动员，
转变工作方式，
由攻坚战向总攻战转变，
由重点
工作向核心工作转变，
由一般化工作向抓实、
抓
细、
抓硬转变，
大干30天，
决胜脱贫
“摘帽”
。要全
面做好基础工作，
档案资料归档要做到户户都有
“明白墙”
，
家家都有
“明白卡”
。要压紧压实责任，
强化市级领导联县包乡督战责任制、
市级行业部
门指挥长负责制及县级脱贫攻坚指挥长制，
切实
将脱贫攻坚责任和压力传导到基层。
会议强调，加强基层党建是政治任务和政
治要求，必须牢牢扛在肩上、抓在手上，扎扎实
实做好基层党建工作，推动基层组织建设全面
进步全面过硬。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