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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都旅游收入达 4.7 亿元
时报讯（记者 周晓华 通讯员 张玉
英）近年来，海东市乐都区围绕河湟文
化展示中心、文化旅游城市发展定位，
整合文化旅游体育资源，推动文化旅游
体育产业融合发展，旅游业发展欣欣向
荣。前三季度，共接待游客达 158.5 万
人（次），旅游创收达 4.7 亿元。
据了解，乐都区编制完成《海东市
乐都区全域旅游规划》，大力度推进全
域旅游建设，旅游基本要素日趋完备、

基础设施日益完善，旅游接待和消纳能
力不断提升，以瞿昙寺、卯寨旅游景区
和农业园区等休闲种植基地为依托的
文化观光旅游、生态休闲游憩、农事体
验 乡 村 旅 游“ 三 区 ”发 展 格 局 基 本 形
成。同时，下大力气狠抓景区景点建
设，瞿昙寺文物保护和环境整治取得实
质性进展，景区环境全面提升，生态绿
化卓有成效，新区建设顺利推进，4A 级
景区创建步伐加快。卯寨景区和下寨

被确定为全省乡村旅游和全域旅游示
范点，瞿昙寺景区、柳湾遗址保护项目
建设有序进行，瞿昙朵巴营、寿乐仓家
峡等旅游扶贫项目全力推进。
此外，乐都区以吸引游客为目标，
创新旅游发展模式，充分借助“掌上乐
都”
“ 乐都智慧旅游”等 APP，向区内及
区外广泛宣传乐都旅游景点、景区，展
示乐都好客的民风民俗，吸引周边县区
及省市游客来乐都旅游消费。

互助县花园、前隆两
村是该县唯一安置到县城
的两个村子。互助县委、
县政府考虑到村民搬迁后
的收入等后续问题，将安
置地点选在了紧临农畜产
品交易市场和孵化基地培
训楼的旁边，以便群众搬
迁后就近到农畜产品交易
市场打工，还可以到孵化
基地通过培训增加技能。
图为花园村村民冯贺全和
母亲在新家看电视。
时报记者 颜金梅 摄

市民健康行循化在行动
时 报 讯（实 习 记 者 尕 桑 才 让）近
其主动获得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的
日，由省卫生计生委主办，循化县卫生
意识，形成全社会关注流动人口健康
计生局承办的以“关注流动人口健
的良好氛围。启动仪式上，省卫生计
康，人人参与共建共享” 为主题的新
生委向循化县传递了象征健康、责任
市民健康城市行——“循化在行动” 与承诺的“新市民健康城市行”活动
接力活动在海东市循化县举行。
旗帜，省计划生育协会负责人宣读了
“新市民健康城市行”活动关注流 《新市民健康城市行倡议书》，为 10 名
动人口健康宣传，进一步引导流动人
流动人口贫困户、10 名留守妇女发放
口养成健康的行为和生活方式，提高
慰问金，为流动人口代表发放了健康

工具包。
活动中，省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
处、省计划生育协会、海东市卫生计
生委负责人对部分流动人口家庭及建
档立卡贫困户进行了慰问。在循化县
民族中学为留守儿童捐赠了 400 套价值
近 3.6 万元的学习用品，并特别邀请青
海玫霖社会服务中心心理咨询师，为
500 余名学生做了心理健康辅导讲座。

驻村工作队让蔡金元脱了贫
□时报记者 李富生 通讯员 李长德
“感谢党和国家的好政策，
让我的生
活有了盼头，
感谢驻村工作队，
帮助我发
展养殖产业，我一定努力把养殖规模扩
大，成为村里的养殖大户。”海东市互助
县东和乡宋家庄村贫困户蔡金元说。
8 年前，蔡金元的大儿子出生了，全
家人沉浸在喜得贵子的欢乐中。谁知
天有不测风云。在孩子三个月大的时
候，一次感冒发烧因就诊不及时，导致
孩子成为脑瘫患儿。突如其来的变故
如晴天霹雳，摧毁了蔡金元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
儿子是蔡金元的希望，蔡金元夫妻
四处就医问诊，花光所有积蓄后，还欠
下了 12 万元的外债，最终仍未能使孩
子康复，但蔡金元始终没有放弃治疗。
后来，小儿子的出生给蔡金元带来了一
线希望。但因照顾两个孩子，蔡金元夫
妇常年无法外出务工，务农收入微薄，
不能贴补家用，加上两个孩子头疼脑
热、治病就医，使原本贫寒的家庭再度
雪上加霜。
2015 年底，精准扶贫如一股暖风吹
到了千家万户。蔡金元家被确定为建
档立卡贫困户，并纳入民政低保贫困

户，予以低保救助。但蔡金元始终没有
放弃对发家致富和美好生活的追求。
在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班子入户走
访时，蔡金元积极表达了自己强烈的脱
贫意愿和发展养殖产业脱贫致富的决
心。
2016 年，根据“精准施策、一户一
策”要求，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为蔡
金元量身定制了脱贫措施，并在扶贫驻
村工作队的帮助下，蔡金元利用 21600
元产业发展项目资金，搭建了羊圈，购
买了 40 只羊，正式走上了养羊致富的
道路。对于养羊，蔡金元并不专业，如
今要走上专业养羊的道路，没有点技术
是不行的。因此，在村里举办养殖技能
培训时，蔡金元第一个报了名，开始认
真学习养殖技术，并暗自鼓劲一定要自
力更生把羊养好，争取两三年就扩大养
殖规模，改善家庭贫困现状。
一年多时间，蔡金元的羊从最初的
40 只发展到了 200 余只，还办理了家庭
牧场营业手续。2017 年底，蔡金元顺利
销售了 100 多只，净收入 2 万余元，家庭
人均年收入达 6107 元，超过了省级贫困
线，如期完成了脱贫目标。
脱贫后小有收获的蔡金元没有闲

着，决定壮大养殖规模。2018 年，乡党
委将蔡金元纳入重点扶持户，投入产业
帮扶资金 5000 元。蔡金元一鼓作气，将
自己的养殖产业升级壮大，由单一养殖
藏系羊升级为猪、牛、羊多种养殖，新修
建了 250 平米猪圈，购置了 60 多头仔猪
和 1 头西门塔尔母牛。
为进一步实现可持续发展，蔡金元
在驻村工作队的指导下，打破独立养殖
的思路，决定吸纳本村贫困户，抱团发
展，壮大规模。蔡金元说：
“多亏党的好
政策，帮我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我要
再接再厉，带领村子上的贫困户一起增
收致富。
”
自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以来，互助县
各级党组织、扶贫驻村工作队和结对帮
扶党员干部将扶志扶智作为贫困户脱
贫的核心内驱力常抓不懈，想尽办法消
除贫困群众“等靠要”思想，许多像蔡金
元一样的贫困户不断增强了主动脱贫
的内生动力，为顺利实现 2018 年全县整
体脱贫摘帽提供了坚实的精神支撑。

寺台村的小桥通了
时报讯（记者 李玉娇 通讯员 祝美甲）
“我们日盼夜盼的寺台村祁家川河小桥在
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就修建好了，现在路好
走了，出门也方便了，阻碍村里发展的道
路通了，今后日子也会越来越好。”这两
日，海东市平安区三合镇寺台村支部书记
赵久德逢人就说这件事。
据了解，自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来，
为更好地让贫困地区百姓尽快脱贫致富，
平安区结合精准扶贫实际，以创建“四好
农村路”示范县为契机，紧紧抓住交通扶
贫这个“牛鼻子”，在桥梁建设上大做文
章 。 今 年 ， 平 安 区 先 后 投 资 3388.83 万
元，重点实施了康硒中桥、金辉大桥、牌
楼沟新村中桥、西营坝危桥改造、寺台村
祁家川河 （石窟寺） 小桥、索家中桥等桥
梁项目。目前，牌楼沟新村中桥、西营坝
危桥改造、寺台村祁家川河 （石窟寺） 小
桥、索家中桥项目已完工并投入使用。康
硒中桥正在建设当中，完成投资 900 万
元。金辉大桥正在办理相关手续，于
2019 年正式开工建设。
牌楼沟新村中桥、西营坝危桥改造、
寺台村祁家川河 （石窟寺） 小桥、索家中
桥等桥梁项目的建成和投入使用，解决了
3923 人 （其中贫困人口 285 人） 的出行难
问题，进一步提升了农村公路桥梁的安全
通行能力，完善了农村路网格局，有利于
方便群众出行、农副产品运输和美丽乡村
建设，为贫困村顺利脱贫奠定交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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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污染：PM10
建议采取措施：异常敏感
人群减少户外活动。
对健康的影响：空气质量
可接受，但某些污染物对极少
数敏感人群有较弱影响。

海东市环境保护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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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东市气象局提供 制图/时报记者 张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