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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都 5000 斤滞销干蒜义卖售出
时 报 讯（记 者 吴 雨 实 习 生 马 嘉
辉）8 月 7 日，本报报道的《乐都大蒜滞销
难题谁来破》新闻聚焦话题，引起了社会
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为帮蒜农渡过难
关，青农网、伟业集团、西宁大十字百货、
华润万家超市等企业及一些爱心协会发
起了滞销大蒜义卖活动，市民也积极参
与购买，希望不要让辛苦忙碌了一年的
农民们跌倒在销路上。
8 月 9 日，
由伟业集团举办的
“为乐都
蒜农撑腰，
5000斤爱心大蒜半价义卖”
活动
在乐都香格里拉项目售楼中心正式启动。
当记者赶到活动现场时，
市民早已在该售
楼中心门前排起长队准备购买。市民陈女
士告诉记者，
自己是江苏人，
跟着从事建筑
行业的爱人在乐都生活已有三年了，
她负

责给建筑工友做饭，
平日在菜市场买的普
通蒜每斤 3 元左右，
现在这么好的精品干
蒜，
每斤只卖 2.5 元，
很是划算。
“而且我们
买这些蒜时，
总觉得能尽一己之力帮助蒜
农走过坎坷，
心里也很是安慰。
”
伟业集团西北区总经理兼青海公司
总经理张保安表示，伟业集团作为本地
房地产企业，
在青海已经深耕建设 19 年，
支持本土产业健康成长是一份责任也是
一份使命。在得知乐都大蒜严重滞销的
消息后，伟业集团立即通过多渠道获取
新闻，多方向了解跟踪事实，第一时间部
署开展了此次海东市乐都区和西宁市的
双城联动乐都大蒜半价义卖活动。西宁
和乐都共采购乐都滞销干蒜 5000 斤，以
每斤 5 元的价格从乐都蒜农手中购买，
再

以每斤 2.5 元的价格出售给市民。
谈及此次大蒜义卖活动的目的，张
保安认为，一方面可以为社会公众提供
廉价大蒜的采购渠道，另一方面也希望
能够以爱心接力的方式来传播和带动社
会更多的企业和爱心人士一起为乐都蒜
农撑腰，
助蒜农走出困境。
“整个村子 100 余户，都多多少少种
了蒜，有的人家种蒜的钱是贷款贷的，有
的是找亲戚朋友借的，如果蒜卖不出去，
大伙就白辛苦了。”乐都区高店镇下杨家
村村主任杨庆说，目前，除了此次伟业集
团购买的 5000 斤精品干蒜，还有近 3 吨
的滞销蒜。面对这 3 吨滞销大蒜，虽然
大伙心里依然发愁，但对于社会各界给
予我们的爱心帮助，
我们是非常感激的。

互助金融服务

力促农发项目落实
时报讯（记者 蒋忠财 通讯员 补宝林）
为做好国际农发基金农村金融服务项目
工作，推进项目金融创新和服务，确保金
融服务助力农发项目顺利实施。互助县
认真筛选县农村金融服务主办银行，开设
了融资担保资金账户，安排 120 万元专项
资金用于风险防控，按 1:6 比例放大贷款
额度 720 万元，并进一步明确了主办银行
的目标任务考核方式。
同时，该县深挖自身优势，以财政政
策性扶贫资金为着力点，撬动银行信贷投
入，为项目户量身定制金融产品，激发扶
持对象发展产业脱贫致富的积极性和创
造性，完善金融服务。加大对有发展意
愿、发展基础和发展潜力农发项目受益群
体的金融扶持力度，鼓励贫困户自主贷
款、自主发展，优先扶持能人种养大户、家
庭农牧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贫困户家
庭自主创业的大中专毕业生、小微企业，
带动贫困村、贫困户共同脱贫。
此外，该县还进一步明确了金融放贷
对象及规模。按照 1:6 的比例，为进行产
品加工和市场销售活动的农民合作社和
农业小微企业，在农村信用社或正规银行
没有逾期还款记录的前提下，进行种养殖
项目贷款。按照 1:3.5 的比例，为妇女和回
乡青年非农创收进行贷款。截至目前，互
助县共贷出资金 82 万元。

推进灾后重建
时报讯（记者 金显花 通讯员 张玉英）
连日来，乐都区以确保不发生新的次生灾
害和人员伤亡，确保恢复重建工作有序推
进顺利完成为目标，切实做好灾后恢复重
建工作，把洪灾损失降到最低，尽快恢复受
灾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乐都区围绕水利基础设施恢复重建、
水毁设施恢复重建、因灾倒损住房恢复重
建、水毁交通基础设施恢复重建、地质灾害
点灾后重建、农业生产灾后重建、汛期卫生
防疫工作等方面，区、乡两级分别组织成立
了暴雨洪灾灾后恢复重建工作领导小组，
以“先主后次、先易后难”为原则，对受灾情
况及安全隐患立即开展全面踏察和排查，
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各乡镇和相关部门主
动进入，全面参与，科学、快速、有序推进损
坏道路、河道水利、供电通讯等基础设施排
查和抢修抢通，全力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
作。同时，注重发挥群众恢复重建的重要
作用，引导群众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大力度
挖掘、总结、宣传抗洪抢险、恢复重建中的
典型事迹和涌现出的先进人物，进一步激
励全区广大党员干部众志成城、担当作为。
目前，受灾地区“生命通道”已打通，电
力通讯等基本生产生活要素已保障，灾后
恢复重建工作正在抓紧推进。

近日，
有着
“天空之境”
之称的青海省海西州乌兰县茶卡盐湖迎来旅游高峰，
每
天有数万游客到此游玩，
近距离欣赏水天相交的青藏高原独特自然风光。图为游
客进入景区。
时报记者 颜金梅 摄

互助“高原意志攻坚”

化隆专项整治违法违规用地

时报讯（记者 蒋忠财 通讯员 何金玲 李
金辉）8月7日凌晨5时，
互助法院出动执行干
警 20 人，
警车 4 辆，
同步全省法院开展的
“高
院意志攻坚”
执行行动，
对互助县五十镇、
红
崖子沟乡范围内的案件进行强制执行。
5 时 45 分，执行小组抵达被执行人包
某某家中，此时包某某不在家，由于被执行
人的母亲对判决存在抵触心理，抗拒执行，
并拒绝提供其女儿的下落，执行小组果断
将被执行人的母亲传唤至五十法庭协助调
查。据悉，申请执行人李某某与被执行人
包某某于 2017 年 6 月 1 日经互助法院判决
离婚，被执行人包某某应当于判决生效后
15 日内向申请执行人李某某返还礼金 8.5
万元、黄金项链 1 条、黄金戒指 1 枚、黄金耳
环 1 对。被执行人包某某不服判决，上诉
至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海东中院判决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但被执行人包某某一直
以种种理由推脱，不履行生效判决。经过
对被执行人包某某的母亲进行劝解、讲解
法律规定，包某某母亲主动联系被执行人
包某某到法庭，并与当日下午 4 时，付清案
件款 8.5 万元、黄金项链 1 条、黄金耳环 1
对，
至此，
本案得以顺利执结。
同时，6 时 40 分，执行小组成功将被执
行人温某某堵在家中，并拘传至五十法
庭。迫于压力，被执行人温某某履行了拖
欠的农民工工资 1.6 余万元，本案得以执
结。互助法院“高原意志攻坚”执行活动首
日共执结案件 10 件，标的 24.34 万元，并拘
留 1 人，
首战告捷。

时报讯（记者 蒋忠财 通讯员 甘
小青）8 月 7 日，化隆县扎巴镇违法用
地行为专项整治行动小组联合县国土
局、县住建局，在集镇区域内开展了限
期内对违法违规用地进行整改的整治
行动，全面排查统计集镇区划内各类
违法、违规、违章用地和建设行为。
据了解，此次行动，共走访摸排统
计集镇区划内各类违法用地行为 9
处，主要涉及违法建住宅、违法建厂
房、违法圈占土地、未批先建等违法用
地和乱搭乱建，对已摸排出的违法用

地商户及个人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
责令其停止一切违规占地、违规建设
行为，并于 3 日内限期整改，不予整改
的将强行拆除。
今年以来，化隆县扎巴镇加大整
治违法违规用地力度，加强土地管理、
严格土地执法的决心，持续开展专项
整治行动，使土地违法行为的危害性
和严格土地执法的重要性、紧迫性深
入人心，始终保持对违法违规用地的
舆论高压态势，着力推动全镇用地秩
序持续好转。

民和打造专业化干部队伍
时报讯（记者 周晓华 通讯员 邓红
军）近年来，海东市民和县突出新时代好
干部标准，聚焦提升能力素质，在干部培
育、选拔、管理、使用上下功夫，努力打造
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
伍。
据了解，民和县大力实施年轻干部
“墩苗”
计划，
选派42名优秀年轻干部到贫
困村任
“第一书记”
，
安排43名选调生到村
兼任职务，
选派 5 名优秀年轻干部到村任
党支部书记。加强干部教育培训，
实行干
部教育培训学分制管理，
将干部接受培训
情况记录在案，以培训促进干部全面成

乐都“两个确保”

长。注重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
严
格执行“把双关、双签字”制度，对政治上
不过关的实行“一票否决”。严把用人关
口，
结合日常考核、
年度考核、
无任用考察
等方式，
近距离、
多角度、
全方位了解干部
综合表现，
强化对干部政德、
官德、
品德的
考察，把干部考察触角延伸到“工作圈”
“社交圈”
“生活圈”
，
统筹全县干部队伍资
源，
好中选优、
优中配强。
同时，民和县通过民主生活会、主题
党日等活动，及时了解掌握干部思想动
态，对思想松懈的干部“咬耳扯袖”，及时
敲响思想警钟，注重干部思想管理。今

年，
对 6 名擅自脱离工作岗位到县城打麻
将的干部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对违反八
项规定的 12 名干部进行了通报，对 11 名
不按要求上班的干部停发目标绩效考核
奖金。对 9 名履职不力的领导干部进行
了提醒、诫勉谈话，对 8 名履职不到位的
干部进行了免职或岗位调整，对 37 名违
反纪律的干部进行了党纪、政纪处分。
此外，今年民和县对 42 名财务人员进行
了交流，对 33 名重点岗位人员进行了轮
岗，对 11 名科级党政正职干部进行了调
整交流，对 41 名科级副职干部进行了调
整交流。

首战告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