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报讯 （记者 陶成君 通讯员 韩
鑫）记者从海东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了解
到，今年全市计划实施各类旅游项目76
个，其中新建项目 61 个，续建项目 15
个。截至目前，全市旅游项目完成投资
22.4亿，预计到 6月底，可实现“时间
过半、任务过半”的目标。

据了解，今年海东计划实施76项旅
游项目，完成投资 55 亿元，同比增长
20%。重点实施喇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项目、撒拉尔水镇、百里河湟文化旅游
展示区、民和康格达景区、循化撒拉故
里、互助北山、扎龙沟景区、河湟民俗
文化博物馆、青藏大客厅、群科特色小
镇、乐都迷城、柳湾彩陶遗址公园等新
建项目，推进一个 5A 级景区建设，新
建和改造 12家星级酒店，6个房车自驾
车营地。同时，重视科学规划引领，计
划完成 《海东市全域旅游总体规划》

《海东市乡村旅游规划》 等的编制和修
编工作。 研究出台《全市旅游业发展奖
励办法》，以景区补助、奖励、贷款贴
息等形式鼓励民营企业参与景区景点的
开发建设，以租赁、拍卖、承包等方法

推进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支持引导青
海省旅游投资公司参与撒拉尔水镇和扎
龙沟景区的开发，继续推进青海省旅游
投资集团与我市旅投公司共同新建青海
省自驾游集散服务中心项目。

截至目前，喇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博物馆土建工程基本完工；博物馆展陈
工程完成总工程量的 90%，并进行优化
调整。乐都瞿昙寺景区污水处理项目已
完成主体及主管网敷设将于 6 月完工，
游客服务中心项目已完成主体部分，瞿
昙寺景区环境提升及停车场项目已完成
2000平方米停车场及广场周边绿化。平
安区“袁家村·河湟印象”项目已完成
投资 2.05 亿元，建筑主体工程已完成，
项目一期建设雏形已基本形成。招商部
通过一年多的市调、摸底，现已完成全
部招商工作。互助北山景区完成投资
2530万元，实施了浪士当中心景区综合
服务区、北山天池索道建设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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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杨璐）记者获悉，今年
1 至 4 月份海东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增速达到10%，比全年目标任务高3个百
分点，其中：乐都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增长 13%，平安区增长 4.7%，民和县增长
9.7% ，互 助 县 增 长 10% ，化 隆 县 增 长
18.3%，循化县增长8.5%。

据了解，1 至 4 月份，海东市累计
工业用电量 46.6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39%，增幅较上月收窄 5.52 个百分
点。其中海东供电公司累计完成工业用
电量 43.4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68%；
黄化供电公司所辖化隆、循化两县累计
完成工业用电量 3.17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347.74%。
同时，1 至 4 月份，全市完成一般性

工业投资 9.05 亿元，完成省考市目标任
务的 8.6%。其中，乐都区完成一般性工
业 投 资 2.57 亿 元 ，完 成 目 标 任 务 的
15.12%；平安区完成一般性工业投资0.13
亿元，完成目标任务的4.3%；民和县完成
一般性工业投资 1.23 亿元，完成目标任
务的7.69%；互助县完成一般性工业投资
2.6 亿元，完成目标任务的 16.25%；化隆
县完成一般性工业投资 0.24 亿元，完成
目标任务的 3%；循化县完成一般性工业
投资 0.77亿元，完成目标任务的 11%；临
空综合经济园完成一般性工业投资 1.52

亿元，完成目标任务的2.87%。
此外，1 至 4 月份，全市引进市外资

金 52.22 亿元，完成目标任务的 18.5%。
其中，乐都区实际到位资金 13.85 亿元，
完成目标任务的25.6%；平安区实际到位
资金3.3亿元，完成目标任务的14.5%；民
和县实际到位资金9.6亿元，完成目标任
务的18.6%；互助县实际到位资金7.26亿
元，完成目标任务的 20.2%；化隆县实际
到位资金 5.22 亿元，完成目标任务的
36.3%；循化县实际到位资金 2.65 亿元，
完成目标任务的22.1%；临空综合经济园
实际到位资金 10.34亿元，完成目标任务
的11.3%。

我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10%

时报讯（记者 蒋忠财）今年，海东
市充分发挥教育扶贫在推进脱贫攻坚中
的基础性、先导性、可持续性、根本性
作用，强化扶贫先扶志、扶智的主导思
想，促进贫困家庭脱贫致富，阻断贫困
代际传递。

今年，海东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教
育扶贫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的重大意义，
以“控辍保学”为突破口，进一步提升
义务教育巩固率。组织专门督查人员赴
六县（区）就开学工作和控辍保学工作
进行督导检查，完成了 7至 15周岁本省
学籍库和户籍人口不在学籍库中的辍学
生的动向摸排工作，截至 3月底，户籍
库有但不在学籍库的 26339名适龄儿童
少年核减 4151 人，学籍库内辍学 2242
人核减456人。

同时，海东市推进教育项目建设，
继续实施好“全面改薄”项目。全市59
项续建项目全面复工建设，总投资 3.2
亿元，总建筑面积 10.6万平方米，完成
投资 807万元。新开工项目 59项，总投
资 2.4 亿元，总建筑面积 8.7 万平方米。
目前已完成招投标工作37项，已开工建
设 29 项，完成投资 1851 万元。全市中
小学绿化工作已全面展开，各县 （区）
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校园绿化活动，据
初步统计，各级各类学校已投入资金
700 余万元，栽种乔灌木近 2 万棵，完
成校园绿化面积10余万平方米。

此外，海东市扎实推进义务教育发
展基本均衡各项工作，为确保2018年民
和、循化和化隆三个申报县按照国家和
省、市督导评估验收时间节点完成目标
任务，在县 （区） 认真自查的基础上，
3月下旬，市教育局组成督导组对各申
报县进行了市级督导评估验收工作。针
对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对计算机、教
学仪器设备等教育资源在县域内统筹调
配不均衡造成差异系数过大的问题进行
了工作指导，对学校层面各功能室建
设、规范办学行为等方面进行了督导检
查，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及时反馈，
建立问题清单，要求限期整改。

教育扶贫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海东旅游项目完成投资22亿

□时报记者 李玉娇通讯员 刘超
流水潺潺，良田遍野，漫步村道，

乡村美景尽收眼底。来到平安区沙沟乡
桑昂村，这里巷道干净整洁，农家小院
错落有致，路边的太阳能路灯、屋顶的
太阳能热水器，处处显露出新农村建设
带来的新变化。

2015年开始，桑昂村被列为精准扶
贫重点贫困村，全体贫困户在村“两
委”“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带领下
以脱贫致富为出发点，开展脱贫攻坚
行动。

“我是一名党员，应该发挥先锋模
范带头作用，而不是列入贫困户的队伍
中，贫困户的帽子让我感觉压力很
大。”桑昂村贫困户马国卿因腰部旧疾
影响劳动力、2个孩子上大学等原因致
贫，2015年通过精准识别被列为建档立
卡贫困户，可这顶“贫困帽”却让他带
得很有压力。

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来，国家各项
政策全面向贫困户倾斜，有村民议论：

“马国卿这回好了，党员被评上贫困
户，啥都不用干，就等着国家给钱花
了。”马国卿听了这些话，心里很不是
滋味，“我是一名党员，不能给组织丢
脸，不能等靠要，只要勤劳苦干，一定
能够摘掉贫困户的帽子。”“第一书记”
和驻村工作队干部了解到他有过养羊的
经历后，为其制定脱贫计划，详细讲解
脱贫相关政策，建议他用产业发展资金
发展养殖业。在“第一书记”和驻村工
作队的帮助下，很快，他的养殖业步入
了正轨，从刚开始几只的存栏数到现在
的 200多只。可观的收入加上经验的积
累，马国卿进一步在销路问题上下功
夫，积极拓宽区内外的销售渠道，形成
了产销一体的模式。

看到自己的事业成功了，马国卿又
去积极动员和引导自己的亲朋、村里的
贫困户积极上进，不等不靠，勤劳致
富。不但主动向大家介绍和传授自己的
经验，还时不时地去其他贫困户家中了
解养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讲解各种疾
病的预防等。

现在的马国卿，脱了贫，摘了帽，
但他不满于目前的现状。2018年，他以
桑昂村扶贫示范村建设为契机，借助示
范村建设的 100万资金，带动本村五户
建档立卡户继续壮大养殖规模，计划每
年育肥 3批、每批 500 只，进一步为桑
昂村脱贫攻坚出力，为自己党员身份添
光添彩。

这几年桑昂村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通过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配强村“两
委”班子，推进治懒、治惰、治脏、治
愚工作，桑昂村成为了乡风文明、环境
优美、邻里和睦、群众富裕的新农村。

“靠着墙根晒太阳”是晒不到幸福
的，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马国卿说，
政府“帮一把”，自己还要“蹬一脚”，
脱贫致富、改变面貌最终要靠自己的双
手。在海东越来越多的乡村里，“脱贫
靠自身”已成为许多群众的共识。

政府“帮一把”

自己还要“蹬一脚”

今年，为进一步推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民和县不断丰富学习
形式和载体，组织干部群众多角度学习《党章》等重点内容。图为民和县核桃庄乡党
委副书记到大庄村为党员们解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时报记者李玉娇 通讯员 马耀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