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酥油灯引发火灾干部群众齐灭火
□时报记者 周晓华
7 月 11 日中午 12 时左右，海东市循
化县尕楞乡牙尕村的村委会原本寂静
的办公室内传来了一阵急促的电话声，
“不好了，杨书记，麻内吉家着火啦！”
村民口中的杨书记是青海省委宣
传 部 派 驻 牙 尕 村 的“ 第 一 书 记 ”杨 同
业。接到电话后，杨同业与驻村干部第
一时间来到了麻内吉家中。
“ 有没有受
伤”
“赶紧灭火”……杨同业一边询问火
灾发生的原因，一边指挥左邻右舍的村
民拿着水桶、铁锹等工具奋力扑火。由
于麻内吉家房屋为木质结构，且几间房
屋紧密相连，火势很快将就近的冰柜、
洗衣机等物品烧得面目全非。
杨同业见火势较大，立即与几名青
年群众爬上屋顶，铲开一个洞后用接好
的自来水管向屋内的火苗喷去……同
时，一部分村民将离火源较远的房屋窗
户砸破，冒险将屋内的粮食分批抢搬到
了安全地段。
40 分钟后，在大家齐心协力的救助
下，大火被慢慢扑灭，所幸无人员伤亡，
初步统计财产损失估值约 12 万元。杨
同业这才和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据了解，此次着火是因为麻内吉家
中无人，正在燃烧的酥油灯不知为何倒
了而引起的。麻内吉一家是青海省委
宣传部定点帮扶牙尕村 22 户贫困户中
的 2 户兜底户之一，麻内吉本人残疾，其
子视力残疾。这次火灾让原本生活十

分贫穷的麻内吉一家雪上加霜，陷入
眼泪，并一直说：
“ 瓜正切，瓜正切……
窘境。
（藏语：谢谢）”
救火结束后，杨同业与驻村工作队
看着眼前一片狼藉，杨同业心里也
立即向青海省委宣传部办公室、机关
十分沉重，
在他竭尽全力的协调下，
尕楞
党委、干部处、文艺处领导作了汇报， 乡镇府决定给予麻内吉家最高临时救助
并将情况汇报至循化县政府办公室和
5000 元，青海省委宣传部也正在协调安
乡政府主要领导，请求给予临时救助
排临时救济和长期帮建事宜。
和协助。无锡援青干部、循化县政府
“这次参与灭火的有 40 余人，一听
办公室副主任李洺得知消息后，立即
到发生火灾，左邻右舍纷纷前来救火，
从 县 城 赶 到 麻 内 吉 家 中 ，个 人 捐 款
大家互相帮助，这样的精神难能可贵。
2000 元，并将棉被、床单、被套等物品
我想这样自强自立的精神才是循化脱
送到了麻内吉手中。受到领导们和周
贫攻坚的力量所在。”循化县委常委、副
边群众的关心，麻内吉激动地流下了
县长朱雄听到此事后说。

干部群众齐灭火

民和多方筹备喜迎艺术节
时 报 讯（记 者 张 娜 通 讯 员 白 林
娟）2018 年第三届青海丝路花儿艺术节
河湟民俗文化节暨第十七届土族安昭
纳顿艺术节将于 7 月 16 日在民和回族
土族自治县民和一中体育场盛大开
幕。连日来，民和县坚持“花儿漫丝路，
开启新征程”主题，结合地方特色，全方
位、多层次为第三届青海丝路花儿艺术
节河湟民俗文化节暨第十七届土族安
昭纳顿艺术节营造浓厚氛围，鼓舞人
心、凝聚力量。
据悉，第三届青海丝路花儿艺术节
河湟民俗文化节暨第十七届土族安昭纳

顿艺术节是推进民和县文化事业发展的
重大机遇，也是青海丝路花儿艺术节河
湟民俗文化节首次落地民和。为营造隆
重氛围，倡导节俭，民和县高度重视，加
大宣传力度，
创新宣传形式，
在全县开展
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营造喜迎艺术节
的良好氛围，
全力以赴做好筹备工作。
期间，该县在县城各条道路悬挂了
国旗，在城区各十字路口和开幕式场地
两侧道路摆放了精美的花艺造型，对部
分路段及沿街建筑物进行了亮化，并加
强了亮化设施和绿化区的养护、维护、
管护工作力度。截至目前，全县共悬挂

国旗 1200 面，摆放花箱 180 余组，亮化
街道 12 条，更新路灯 1450 盏，亮化建筑
物 12 幢，
铺设人行道 4.6 公里。
此外，为确保活动安全有序进行和
节日期间市场秩序和消费安全，该县还
开展了节前道路交通秩序整治宣传工
作活动前社会面统一清查行动以及市
场隐患安全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
期间共出动警力 420 余人次，检查旅馆、
网吧、学校等 92 个单位，当场处罚 10
家，责令整改 7 家，受理消费者投诉举报
5 起，立案查处各类市场违法案件 5 件，
责令停止在建的大型广告牌 1 处。

平安为城市增
“色”
添
“彩”
时报讯 （记者 李玉娇 通讯员 陈
雯） 经过三个多月的环境综合整治，
平安区祁家川河流域沿线改变了以往
建筑垃圾随意堆放、黄土裸露、沙尘
漫天的面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花
团锦簇，道路宽敞整洁，喷灌设施定
时作业。蔓延的绿色和即将成形的小
游园，将成为这里靓丽的一景。
今年，平安区紧紧抓住“会战黄金
期”专项行动契机，加大投资力度，完善
基础设施，精准精细管理，着力打造古
驿文化特色凸显的高原生态宜居城区，
城市不仅增了“颜值”
，更添了“气质”。
据了解，为完善城市基础设施，自
去年以来，该区累计投资 7309.5 万元，
实施道路工程 17 项，硬化道路 98 公里，
西城区及主城区新建道路基本全面建
成，古驿大道东延段实现全面通车，
“一

环三横十五纵”的城市路网框架基本形
成，城市通达能力明显提升。实施的高
铁站前广场、体育公园、政务服务中心、
古驿大道三处停车场等市政设施，慢行
系统、全民健身中心、送气接污、垃圾填
埋场等公共服务设施项目开，有效弥补
了该区公共服务设施缺乏的短板。累
计投资 3.15 亿元，实施街景提升改造工
程，对古驿大道、平安大道、化隆路等 7
条道路两侧 400 座楼宇实施立面整治和
夜景亮化，街区亮化率达 95%以上，城
市品味不断提升。
同 时 ，为 加 速 推 进 城 乡 一 体 化 发
展，该区投资 7532 万元打造三合美丽城
镇，投资 1200 万元实施巴藏沟流域、白
沈沟流域“接污”工程，投资 1.41 亿元实
施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和农村危旧房
改造，投资 1.8 亿元建设健康养老基地，

投资 1100 万元实施平安镇 13 个村的人
饮工程，年内新建农村公路 43 公里，建
成高原美丽乡村 8 个，111 个行政村实
现光纤进村全覆盖，不断提高农村公共
资源配置水平。
此外，通过实行“门前三包”责任
制、路长负责制等，该区逐步建立了城
市管理长效机制。通过实施农村环境
卫生“保洁工程”、整治违法用地、重点
区域环境综合整治等专项整治行动，叫
停和拆除各类违法用地 8838.5㎡，绿化
空闲地 4.6 万㎡，栽植各类树木 15.45 万
株，城市净化、绿化、亮化、美化水平不
断提升。

锡山医疗工作组

来化隆开展帮扶
时报讯（实习记者 尕桑才让）近日，江
苏省无锡市锡山区首批东西部扶贫协作医
疗工作组一行 8 人在锡山区卫计局负责人
的带领下，到海东市化隆县开展“组团式”
医疗帮扶。
在召开的座谈会上，化隆县卫计局负
责人介绍了化隆县医疗卫生发展状况、目
前的发展瓶颈、两地医疗合作进展情况及
帮扶需求。锡山区卫计局负责人详细介绍
了此次帮扶专家情况及专长、科研成就及
锡山区基本情况和医疗资源分布、运行情
况。随后，双方就此次帮扶任务落实、今后
的帮扶意向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交流。锡山
区医疗工作组表示，在落实好已签订的框
架协议基础上，锡山每年将选派两个专家
团队，通过“组团式”对化隆县进行医疗对
口帮扶，重点指导建设化隆县人民医院血
液透析科、妇产科两个科室，并在胃镜、宫
腔镜技术等方面给予技术指导。
据了解，为落实锡山-化隆两地签订
优质医疗资源合作框架协议，锡山区卫计
局精心挑选了锡山人民医院、东亭分院、鹅
湖分院、中医院的肾内科、普外科、妇产科、
信息科、护理专业等专业骨干组成首批赴
化隆医疗工作组，由锡山人民医院副院长、
主任医师任工作组组长。该工作组将在化
隆县开展为期半个月的医疗帮扶，开展专
家查房、信息对接、业务指导、基层巡诊、手
术指导、疾病谱调查、专家讲座等一系列医
疗帮扶工作。

乐都

整顿23 个软弱党组织
时报讯（记者 金显花 通讯员 王晓威）
今年以来，乐都区坚持问题导向，解决突出
问题，通过精准识别、精准发力、精准指导、
精准管理，着力提升全区基层党建整体水
平。截至目前，2017 年确定的 36 个软弱涣
散基层党组织已整顿转化 23 个。
在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中，
乐都区突出
问题导向，根据各支部查摆出的突出问题，
建立整顿问题清单，
按照
“一支部一方案”
要
求，
为每个支部量身制定了整顿方案及整顿
措施，限期进行整改。建立整顿方案备案
制，
要求整顿方案、
整顿台账报组织部备案，
对整顿措施不具体、责任不明确、时限不清
楚的，一律不予通过。建立备案销号制，对
照方案所列的整顿事项、
完成事项及整顿时
限，建立整顿工作档案，对未能按照进度落
实的，
要求查明原因，
限时进行整改。同时，
对整顿工作不落实、措施不到位、软弱涣散
党组织无明显转化的，下发整改通知书，明
确存在问题、
整改方向、
整改时间，
整改完成
后上报整改结果，
并将完成情况作为下次督
查的一项内容，纳入年度基层党建工作考
核，
进一步巩固整顿转化成果。
此外，建立责任倒逼机制，对确定的软
弱涣散党组织“逐一过筛子”，查找突出问
题，找准问题“病灶”，反复研判，研究确定
整顿措施，并把整顿情况作为包保干部年
度考核、评先评优的重要内容和依据，明确
要求帽子不摘、人员不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