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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隆
“小水利”发挥大效益
□时报记者 胡生敏
农田灌溉，可实现项目区人均改善新增
6 月 7 日，记者来到化隆县牙什尕
水浇地 0.36 亩，
年人均增收 114 元。
镇完干滩涝池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
“完干滩涝池项目主要是对坝体进
正在对坝体进行加高填筑，建设现场
行加高填筑、淤积清理、坝体土工膜防
热气腾腾……作为化隆县 2017 年山丘
渗处理、坝面及内坡砼铺盖防护、铺设
区小水窖、小水池、小坝塘、小渠
放水管等。同时，修建进水口、出水口、
道、小排灌站“五小水利”项目之
放水阀门井、溢流管等，规模为 5.3 万
一，投资 269 万元的完干滩涝池项目
方 ，涉 及 人 口 1389 人 ，改 善 灌 溉 面 积
预计本月底完工。
2000 亩，投资 269 万元。”化隆县水务局
记者了解到，化隆县 2017 年山丘
办公室主任韩世良说。
区“五小水利”项目区位于化隆县群科
化隆县牙什尕镇完干滩村村民再
镇工农兵村、舍仁村、牙什尕镇完干滩
乃拜说：
“ 别看这田间地头的小沟渠在
村、甘都镇东一村、拉木村、朱乎隆村、 冬天作用不大，春夏灌溉、排涝时它的
列卜加村、雄先乡其先村、初麻乡扎西
作用可就大了；有了它，我们田地灌溉
庄村、昂思多镇尕吾塘村总共 10 个项
就有一定保障了。
”
目区，工程总投资 1750 万元。主要工
化隆县水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程量包括维修原有涝池 4 座、新建涝池 “五小水利”工程是为保障群众生产、生
2 座、维修泵站 4 座、新建（重建）泵站 2
活、生态用水而建设的符合水利水电工
座以及配套的渠系建筑物。工程实施
程规模等级划分标准中的小型及以下
完成后可解决 6 乡镇 8 个村的 8300 亩
等级的水利工程，也是加快农业基础设

施建设，夯实农业发展基础，增强农业
发展后劲，提高农业抗灾减灾能力的有
效途径。
近年来，化隆县水务局着力加强以
干旱缺水、水源贫乏，大中型水源覆盖
不到或缺乏建设大中型水源工程条件
的山区和半山区，特别是贫困、干旱少
雨地区为重点的山区“五小水利”工程
建设。截至目前，全县“五小水利”完成
投资 1650 万元，共建成涝池 4 座，泵站 5
座，输水管网 13.9 公里，阀门等建筑物
209 座。这些“五小工程”的建成，补齐
了山区水利建设的短板，使“五小水利”
工程成为干旱地区尤其是贫困干旱山
区群众的“脱贫工程”
“致富工程”
“幸福
工程”
。

循化打击违法用地

力度不减
时报讯（记者 胡生敏）自违法违规
用地专项整治行动开展以来，循化县打
击违法用地力度只增不减，以零容忍的
态度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用地和违法建
设行为。
循化县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
制定了相关实施方案，明确专项行动
的整治范围、整治内容、整治类别、
措施以及整治时间。各相关部门按照
“土地执法共同责任机制”，认真履行
土地管理主体责任和工作责任，开展
专项整治活动。同时，结合 2017 年土
地卫片查处整改工作，对积石镇、街
子集镇城镇规划区内违法用地情况进
行全面提排，建立完备的违法用地和
违法建设基础台账，全面做好违法规
用地的清查工作。截至目前，对街子
集镇的 5 家彩钢房进行拆除，占地面
积 4.45 亩，拆除建筑物面积 1968.2 平
安米。
下一步，循化县将继续加大整治力
度，按照“逐步拆除存量，保证零增长”
的工作目标，以绝不手软的强硬态度打
击各类违法用地行为，确保城镇规划区
内的违法用地行为专项整治行动取得
实效。

6 月 12 日，互助县“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土乡行”活动全面启动。互助县
各乡镇、各企业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现场宣传等方式，进一步
向群众宣传普及安全理念、安全法律和安全知识，提升群众安全意识，做好各领域
安全生产工作，有效预防和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图为工作人员向群众发放安全知
识手册。
时报记者 蒋忠财 通讯员 平利斌 摄

互助让党员工人
“显身手”
时报讯 （记者 李玉娇 通讯员 鲁
多杰） 近年来, 互助县引导非公经济党
组织紧紧抓住党建工作与企业生产
“一条心”的这条主线，积极搭建平台
让产业工人“显身手”，极大地调动了
非公经济组织抓党建、管党员、促发
展的积极性。
据了解，互助县积极引导非公经济
组织经常性组织党员和职工开展“党性
教育+企业文化建设”主题活动，在企业
文化传播中耕植理想信念和党性观
念。通过开设党员示范岗、争创党员标
兵，充分调动产业工人党员发挥示范带
头的积极性，并引导产业工人党员用实

际行动感染身边的工人提高政治觉悟、
主动向党组织靠拢。
同时，为找准抓党建促效益的有效
结合点，该县将职工接受党性教育情况
纳入职务晋升和薪酬晋级的重要依据，
督促党员培养自觉学习、主动创新的意
识，以工匠精神推动企业生产技术提
升。仅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
累计培养高端创新人才党员 4 名，产业
工人党员参与申请发明专利 14 项、获
得省级科技成果 13 项、发表学术论文
29 篇，为企业装上了创新引擎，加快了
发展步伐。同时，注重发展党员工作质
量，积极吸纳高素质人才进入党员队

伍，不断优化非公经济组织党员队伍结
构。目前，该县非公经济党员中，研究
生学历党员 3 人、本科学历党员 70 人、
专科学历党员 129 人，为企业发展奠定
了坚实的党员人才基础。
此外，该县组织非公经济组织将生
产经营情况与党建主题活动紧密结合
起来，让产业工人党员带动其他员工积
极参与更多的社会公益活动和救助活
动，拓宽产业工人党员发挥示范带头作
用的渠道。2017 年，该县非公经济党组
织自发带领产业工人党员参加各类公
益 活 动 ，捐 款 捐 物 累 计 达 到 280 多
万元。

民和
“健康扶贫”

惠泽百姓
时报讯 （实习记者 尕桑才让） 近年
来，民和县紧盯因病致贫、返贫问题，坚
持把健康扶贫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和首要重
点工作，完善实施方案、明确责任分工、
层层传达压力，逐级落实责任，扎实推进
健康扶贫工作，使老百姓获得了实实在在
的利益。
据了解，民和制定了Ⅱ型糖尿病患者
筛查、高血压患者筛查、地方病防治防
控、精神卫生综合管理试点工作、健康扶
贫重大疾病筛查等专项疾病防控救治方
案，保障了各项工作有序有力有效推进。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大病报销起付线由每
人 （次） 5000 元，调整降低到每人 （次）
3000 元，报销比例不变，各医疗机构完善
“一站式”综合服务窗口，实现新农合、民
政医疗救助等“一站式”结算服务，对住
院患者实行“先住院后结算”制度，方便
群众就医。
同时，扎实推进贫困村标准化村卫生
室建设，2016 至 2017 年总投资 806 万元，
建设完成 66 个脱贫村标准化村卫生室并交
付使用，并配备了“小十件”基本医疗设
备；2018 年总投资 602.6 万元，为 35 个脱
贫村建设标准化村卫生室，年底投入使
用，配备“小十件”基本医疗设备，到
2020 年实现标准化村卫生室全覆盖，满足
群众就近看病需求。
此外，全县卫计系统各单位选派驻村
“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共 18 名，有力支
持了全县精准扶贫工作。全系统 669 名干
部结对 739 户贫困户，干部慰问贫困户达
万余人 （次），发挥行业优势，加大健康促
进，增强了贫困户脱贫致富信心。县卫计
局为转导乡红合岘村出资 5 万元，帮扶修
建了村综合服务中心，实施“厕所革命”
项目，投资 13.2 万元，修建了 132 个卫生
厕所；帮扶红合岘村、各驻村工作队电
脑、打印机、面粉等物资和现金共计 24 万
余元。结合医共体建设，强化对口支援、
加大全员轮训、规范科室建设、积极配备
设备，着力提高县域医疗质量和水平，有
效遏制和减少了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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