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牦牛育肥让村民鼓起了腰包
□时报记者 胡生敏 通讯员 王晓亮
“牦牛养殖让我们成功实现了脱贫
致富，今年我的牦牛又出栏了 4 头，挣了
6000 元，我打算过段时间再凑点钱进几
头牦牛。”在平安区石灰窑回族乡上唐隆
台村，村民沈才虎看着牛棚里的牦牛，脸
上满是欣喜。
贫困户沈才虎一直有个心愿，
就是通
过养殖业改变家里贫困的面貌。沈才虎家
中共有 7 口人，父亲、母亲、女儿均患有心
脏病，
需经常住院治疗。家庭经济收入仅
靠沈才虎和妻子打工维持。由于没有什么
手艺，
外出打工也挣不上几个钱，
一年到头
辛辛苦苦种的粮食仅够全家维持生计。
2017 年，他用 3.78 万元的产业扶持
资金购买了八头牛，驻村的“第一书记”
和工作队还联系畜牧站专家对他进行了
牛羊养殖技术和一般疫情的防控培训。
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经营，第一批牦牛
出栏就挣了 5000 元，到现在，沈才虎已经
收入 2.4 万元。
在石灰窑乡，像沈才虎这样的牦牛
养殖大户还有很多，据统计，目前该乡共
养殖牦牛 5550 头，养殖大户 70 余户，从
事养殖业人数达 4500 余人，年人均收入

秦小兰的创业梦

实现了

□时报记者 李玉娇 通讯员 陈雯
“谢谢你们，太感谢你们了，这 10
万元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近日，平安
区三合镇庄科村村民秦小兰紧紧握住
平安区就业服务局工作人员的手，感激
之情溢于言表。
秦小兰 2016 年因学致贫，被确定
为精准扶贫对象。为了尽早脱贫，秦小
兰打算自己创业，她通过向银行贷款、
向亲戚朋友借钱，凑齐了 5 万元作为启
动资金，于 2016 年 7 月在庄科村发展乡
村旅游餐饮服务，成为整个乡镇第一家
具有民族特色的农家院。初期建有四
顶蒙古包、五座凉亭，当年收益 1.5 万
元。
为了吸引更多顾客，她将首次创业
收益全部投入扩建，并推出了网上订餐
等多种特色餐饮服务，游客越来越多，
营业额也随之增加，
2017 年成功脱贫。
为响应国家绿色环保政策，2017
年 8 月，她的农家院进行了易地重建。
重建过程中面临资金短缺的困境，于
是，她通过平安区就业服务局的政策宣
讲了解到创业担保贷款事项，并提出了
创业担保贷款申请，在自家院落中进行
旅游开发，种植了花卉、建立了木屋，规
模扩大了一倍，带动就业 4 人。按照相
关政策，平安区就业服务局在为其提供
了 10 万元创业贷款的基础上，为她发
放了首次创业补贴 2000 元，创业一次
性奖励 5000 元。截至 7 月底，平安区就
业局已经为像秦小兰一样的 18 名创业
者，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270 万元。
领取奖励当天，秦小兰说：
“以前我
们的生活不富裕，但是贫穷不能阻挡我
们致富的信心和决心，现在党和国家的
政策这么好，只要自己有一颗摆脱贫困
的心，我们的生活会一天比一天好，我
会继续努力，影响并带动更多的人走上
致富之路”
。

达 3 万元，养殖业已经成为石灰窑乡群众
利润 160 万元。现在，牦牛养殖已经成为
乐都提高
脱贫致富的“金钥匙”。2018 年 5 月，为
了我们村精准扶贫产业发展的新亮点。”
扩大养殖规模，石灰窑乡在该乡阳坡山
马宗山说。
村修建了标准化肉牛养殖小区，为群众
记者了解到，现在牦牛养殖在石灰
脱贫致富建立起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窑乡已经形成了一定成效，但是如何让
时报讯（记者 周晓华 实习记者 焦惠
“去年我养了 200 头牦牛，出栏 100
这一产业得到持续健康发展，让更多群
芳）今年以来，海东市乐都区以创建省级
头，每头牦牛净收入 1000 元，直接收益达
众受益，是乡上主要领导一直以来思考
卫生城市为契机，
紧紧围绕
“健康乐都”
建
10 万元。
”唐隆台村养殖大户马良虎说。
的问题。
设目标，全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完
马良虎家里有 6 口人，长期靠种植几
想要致富，除了勤劳努力，还需要有
善基础设施,强化服务质量,规范医疗行
亩地为生，由于气候条件限制，产量不
开拓创新的思路。为了拓宽增收渠道， 为，不断增加人民群众获得感，为群众提
高，家庭条件始终得不到改善。自精准
下一步，石灰窑乡计划在牦牛深加工上
供舒心、
暖心、
安心、
放心的医疗服务。
扶贫开始以来，马良虎借助精准扶贫的 “做文章”
。
据了解，乐都区稳步推进区级公立
有利契机，积极发展养殖业，仅仅一年时
“牦牛皮是制革的好材料，它的毛可
医院改革各项工作，严格落实药品零差
间，他们家变了样。用马良虎自己的话
做衣服或帐篷。牛角可以用来制作成小
率销售政策，优化调整公立医院收入结
说“日子越过越舒坦了”
。
饰品或纪念品，牦牛肉也可以进行深加
构，严格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公立
据阳坡山村党支部书记马宗山介
工，
制作成具有当地特色的牦牛肉干。同
医疗机构医疗总体费用下降 4.5%。落实
绍，牦牛养殖给农民带来的效益非常可
时，可以借助环湖赛等重大赛事，将我们 “一人一策”健康扶贫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观，大家积极性也非常高。
本地的农家菜籽油、
洋芋粉条、
土鸡蛋、
鲜
工作，建立健康扶贫签约服务团队，开展
“我们村里修建了精准扶贫产业发
牛奶、
手工鞋垫等农产品和手工艺品进行
送人就医、送医上门服务，在区人民医
展阳坡山村标准化肉牛养殖小区，目前
销售，拓宽销路，从而促进群众多渠道增
院、中医院和 18 个镇卫生院取消住院押
存栏牦牛 800 头，按每年两期出栏计算， 收。
”
石灰窑乡党委书记荣光伟说。
金，开通就医绿色通道，实行“先住院后
预计年出栏 1600 头。按照销售额每头牦
结算”服务模式和住院费用基本医保、民
牛 7000 元，除去养殖、折旧、销售、防疫、
政二次报销、大病报销“一站式”结算，极
购 买 等 成 本 费 用 ，每 头 牦 牛 纯 利 润 为
大地方便了群众看病就医。
1000 元，可实现销售收入 1120 万元，纯
同时，通过完善健康档案管理、开展
健康教育宣传活动、加强相关业务培训
等举措，进一步扩大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覆盖面，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水平，为
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截至目前，乐都区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19 种大病集中救治
人数 82 人，落实慢病管理 2454 人，落实
重病兜底保障 18 人；建立健康扶贫签约
服务团队 94 个。

医疗服务质量惠民生

化隆破解

农村党员发展难问题
时报讯（记者 杨璐 通讯员 闹增)近
年来，化隆县针对农村发展党员存在的
源头不足、结构不优、质量不高等问题，
坚持问题导向，创新方式方法，采取有力
措施，着力解决农村党员干部队伍力量
薄弱问题。
据了解，化隆在基层党建工作中，由
于发展机制不完善存在着“拖、卡、压”现
象。同时，在发展态势上，呈现出“三不
均”现象，即年龄不均匀、覆盖不均匀、发
8 月 7 日，平安区农牧局草原工作站专业技术人员到天然草原开展草地生态监测工
展力度不均匀。对此，化隆县创新培养
作，进一步加强该区草原生态建设。 图为工作现场。
机制，在改善党员层次结构上下功夫。
时报记者 李玉娇 通讯员 韩世花 摄
严格落实“双推双选”制度，从源头改善
农村党员队伍结构，拓宽发展党员渠道，
把技术能手、致富能手、科技示范户中的
优秀青年纳入入党积极分子信息库，注
入新鲜血液；加强对农村党员及村党支
□时报记者 颜金梅 通讯员 逯淑慧
上未标注任何厂名厂址、生产日期等产品
部书记的培训力度，提高党员文化素质，
近日，家住乐都区的王女士向记者爆
生产信息，
却在产品上标有润肺生津、
养胃
增强党员致富能力。
料称，其母亲向王女士要钱，声称要前去
健脾、
养颜润肤、
延年益寿等功效。执法人
此外，化隆严把发展关口，保证发展
乐都区一家生活馆购买治愈骨关节疾病
员现场对这批价值达 9350 元的产品进行
党员质量。从严整治
“近亲繁殖”
问题，
严
的保健品。随即，王女士拨打了乐都区市
了暂扣，
当事人涉嫌虚假宣传，
并对当事人
格实行村“两委”班子成员近亲属入党报
场监督管理局举报电话。
案件进行了立案查处。
乐都区市场监管局根据王女士的举
据了解，连日来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告制；乡镇党委加大政治审查力度，严防
；
把发展党员工作纳入年度考
报，迅速对位于乐都城区的一家生活馆的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食品、保健食品生产经 “带病入党”
核内容，
对连续 3 年无特殊原因不发展党
个体经营场所进行突击检查。当执法人员
营环节欺诈和虚假宣传专项整治，重点治
员的列入后进村进行整治；
加大不合格党
到达现场后发现，在当事人经营场所会议
理未经许可生产、
经营、
进口食品和保健食
员处置力度，下发了《关于开展处置农村
室内有 69 名老年人正在观看骨关节疾病
品，产品标签虚假标识声称，利用网络、会
知识方面的视频。同时，还发现了一批保
议、
电视购物、
直销、
电话等方式违法营销， 不合格党员工作的通知》，明确了处置工
健食品，其中一种食品的标签上标注有治
宣传、
欺诈销售，
未经审查发布保健食品广
作的 16 种范围、4 种处理方式和 5 种处置
程序，并提出了五项具体工作要求，截至
绒毛膜癌、
葡萄胎、
治肺癌等预防恶性肿瘤
告和发布虚假违法广告等违法行为，一经
发生的食品。此外，另一种食品标签包装
发现此类案件，
将严厉查处。
目前，
已处置不合格农村党员 30 名。

虚假宣传保健品被查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