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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面人进大学仅仅是个开始
□时报评论员 张永黎
不久前，海东拉面人在中国地质大学
经过为期一周的学习生活，圆满完成了拉
面经营管理人才培训班既定的各类培训科
目，并举行了结业仪式。这是海东拉面人
首次走进高等院校进行学习，并且首次取
得了加盖高等院校印章的结业证，圆了“大
学梦”。
（11 月 16 日《海东时报》
）
很多乡镇“第一书记”在扶贫工作中感
悟到，部分贫困群众不仅仅是物质贫困，思
想贫困也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如何在
思想上对其进行帮扶是一件任重道远的大
事。
“扶贫先扶志”
“治贫先治愚”，由单纯的
“输血”变“造血”也是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
贫思想的重要内涵。海东市让拉面人走进
大学，就是要让拉面人在解决了物质贫困
之后，也更期待解决他们在思想观念上的
诸多问题，通过知识水平的提高、思想理念
的升华，开辟更多拉面经营模式，使拉面产
业不断提档升级、不断适应快速变化的市
场、不断延伸产业链条、不断覆盖更多贫困
群众，最终将其打造为脱贫攻坚和民族团
结进步的品牌工程。
众所周知，海东拉面经济是贫困山区
群众独创的一条致富产业。一代拉面人基
本是文盲，所经营的拉面馆基本是临街的
简 易 棚 或 门 面 房 ，经 营 者 以 家 庭 成 员 为
主。二代拉面人的文化程度有所提高，在
政府的积极引导下，二代拉面人的品牌意
识逐渐增强，像“化隆拉面”
“撒拉人家”
“伊
味”等品牌在这个时期不断涌现，形成了一
定的经营规模和品牌效益。三代拉面人大
多出生在城市、成长在城市，普遍接受了一
定的文化教育，对拉面经营模式和现代经
济都有较深入的理解，他们已经在开始探
索拉面产业电商化的路子，以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模式探索拉面产业和拉面品牌做大
做强的新路子。
从三代拉面人的创业经历不难看出，
文化知识结构和水平决定了拉面产业的发
展规模和发展前景。拉面经济要做强，离
不开品牌化和产业化；拉面品牌要做大做
强，离不开一批有市场理念、创业经验、创
新激情的开拓者。这一切的基础就是方方
面面知识的积累。海东组织拉面人到中国
地质大学学习充电，就是为了把最新的市
场趋向、经营理念、品牌意识等知识传授给
这些在市场经济浪潮中闯荡的拉面人。
实践证明，
“ 拉面经济”不单是海东贫
困群众的脱贫产业和富民产业，还成为促
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品牌工程，实现了经济、
社会和生态效益的共赢。做大做强拉面经
济，必须要做响做亮拉面经济品牌。
近几年，海东市从政府到企业，都为打
响拉面经济品牌做了大量工作，
从政策扶持
到资金注入，从整体规划到营销宣传，从经
营理念到管理模式，
方方面面都为
“擦亮”
这
块金字招牌倾注了大量心血。但我们应该
清醒地看到，若要拉面经济真正在全国叫
响，
还需要走相当长的路。它不仅需要政策
扶持、
资金支持，
还需要有一大批有思想、
懂
管理、
会经营、
善创新的高素质从业人员。
因此，让拉面人进大学，仅仅是个开
始。令人欣慰的是，有了开始，就会有结
果。我们期待更多高素质的拉面人投身到
拉面经济这个大有可为的庞大产业中。

海东城市信用排名大幅跃升
时报讯（记者 李玉娇 通讯员 祁积
见》等重要制度文件，形成政务、商务、社
典型案例 300 余件，先后公布失信被执
来）近日，
全国城市信用状况监测平台发
会和司法四大领域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基
行人 1267 例，其中限制高消费 1219 例、
布了10月份城市信用状况监测排名，
在全
本制度框架，形成了政府统一领导、部门
限制乘飞机 985 例、限制坐火车 203 例。
国被监测的 262 个地级市中，
海东市综合
各负其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 对全市 22 名村（社区）党组织书记报考
信用指数排名第 164 名，
信用监测综合指
同时，信息归集共享进一步完善。 乡镇（街道办事处）机关公务员的人员开
数为77.05，
与年初相比排名跃升98位。
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采取省级统建模
展了社会信用状况查询和审查。完成对
城市综合信用指数，是地方社会信
式，市、县（区）两级信用平台及网站于
政府机构失信问题摸查和清理整顿，全
用体系建设成效和信用环境的客观反
2017 年 11 月全面建成并上线运行，已融
市 2 个政府机构 4 宗失信案件全部执行
映，也是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重要的测评
入全国信用平台网站“一体化”建设大
结案。前后分三批公布了 3 家失信金融
指标。今年来，我市加快推进社会信用
局，基本实现上联省、横通部门、下接县
企业和拒不归还银行贷款的 3 个自然人
体系建设，在体制机制建设、网站建设、 （区）的全市信用平台网站“一网通”。形
名单。全市累计创建省级信用县 1 个
信息归集共享、
“双公示”数据上报、联合
成了覆盖全市法人单位、自然人两大公 （互助县）、市级信用县 1 个（平安区）、信
奖惩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实质性工作， 共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与 49 家市级
用乡（镇）35 个、信用村 666 个、信用户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成效明显。
成员单位、249 家县（区）级成员单位实
15.15 万户。同时，将农村信用与金融支
据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现数据对接。
“ 信用海东”网站每天更新
持精准扶贫工作有机结合。截至目前，
以来，我市举全力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
发布社会正能量、政府积极作为等新闻
完成信用户评定 4.44 万户，发放贫困信
设工作，成立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
事件，
营造诚信建设舆论声势。
用户贷款 5.31 亿元。
小组，并扩充成员单位至 49 家，完善了
据了解，今年我市通过强化工作举
联席会议制度。制定出台《海东市关于
措，加大联合奖惩力度，重点工作进一步
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
落实。目前，已累计认定归集“红黑名
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实施意
单”信息 1000 余条，归集公示联合奖惩

青海城乡养老保险

最低缴费提至200 元
时报讯（记者 王桂萍）近日，青海省
人社厅、财政厅联合印发关于《建立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
金正常调整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了一
系列惠及广大城乡居民，特别是贫困人
员的养老保险政策措施。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将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最
低缴费档次标准由每年 100 元提高至
200 元。
《实施意见》从完善待遇确定机制、
互助土族自治县现代农业示范园区于 2012 年被确定为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
建立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建立个
包括核心区、示范区、辐射区三大功能区。自建园以来，该园区开展新品种、新技术、
人缴费档次标准调整机制、建立缴费补
新产品研发，累计引进新品种 242 个、新技术 26 项。图为互助县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概
贴调整机制和实现个人账户基金保值增
貌。
时报记者 颜金梅 摄
值五个方面明确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的
政策措施。
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
将省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最低缴费档次标准由每年
时报讯（记者 胡生敏 通讯员 倪云） 全的拉面、如何为这碗面添加附加值、如
100 元提高至 200 元，再增设 4 个较高档
12 月 5 日，海东市第二期拉面经济高质
何管理、如何运营品牌都很考究功夫。
次标准。调整后，省缴费档次标准分别
量发展经营管理人才培训班学员在重庆
学员们表示，通过参观比对，更加明
为每年 200 元至 4000 元 15 个档次标准。
实地考察重庆小面品牌建设与推广模
确了所肩负的使命与责任，不仅学到了
贫困人员可继续执行原 100 元的最低缴
式，产业链发展情况。
新技术、新技能，还为今后怎样把高技
费标准，
重度残疾人仍执行每人每年 300
学员们在该公司参观了毛哥食品泡
术、高技能运用的更好，对拉面高质量发
元的档次标准，
都由政府全额代缴。
菜加工基地的 A、B 车间以及毛哥的产
展这个主题有了更深刻更明确的领悟。
同时，省政府对 65 周岁及以上的参
品展厅。随后，观看了宣传片，简要了解
近年来，随着二代、三代拉面人的崛
保人员，在原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
了企业发展历程、企业文化建设等情况， 起，海东绝大多数拉面人开始自觉参与
月 175 元基础上再增加 5 元，提至每人每
并与参观学员进行了交流。在重庆味道
拉面经济提档升级，初步形成了较为完
月 180 元。对缴费年限超过 15 年的参保
产业孵化园基地，有十年以上经验的小
善的管理体系，树立了适应新时代要求
人员，缴费年限每增加 1 年，每月再加发
面师傅现场炫技，
烹饪美味小面。
的服务理念，组建了较为成熟的产业团
据介绍，
重庆小面协会味道产业孵化
队，诸多拉面企业有专门的市场调查员、 基础养老金 10 元。此外，参保人员在领
取基本养老金期间死亡的，其基本养老
园整合了多个小面馆做小面的理念，
并请来
管理人员、培训团队等。在全国各大城
金发放至死亡当月，从死亡次月起停发，
运营品牌较成熟的公司，给创业者和从
市，拉面企业公司化、连锁式发展业态正
其个人账户余额可依法继承。政府将给
业者提供平台，请来经过正规烹饪学校
在形成，
拉面产业链条正在不断拉长。
培训的师傅来现场传授小面的制作技巧。
重庆市小面协会会长张寿江表示， 予法定继承人或指定受益人一次性丧葬
该孵化园提供的培训不仅是小面技术，
还包
重庆小面与青海拉面有很多相近之处， 补助金，补助标准为 10 个月的省级基础
括后面一系列的生存、
发展问题。如店铺如
希望双方的交流沟通能够碰出“火花”， 养老金。还将积极推进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省级管理，按照国家和青海
何选址、
如何定位，
如何管理、
如何运营等。 希望青海的拉面能够融入重庆的一些味
让面店老板肚里有货，
心里有数，
专业人做
省的统一安排，开展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道，或者说将重庆小面和青海的拉面融
保险基金委托投资，实现基金保值增值，
专业的事，
大大提高创业成功的可能性。
合在一起，相互帮助，相互扶持，共同走
提高个人账户养老金水平和基金支付能
对于青海海东拉面来说，在竞争越
出这个大市场，走出国门，在国际上遍地
力。
发激烈的当下，如何煮出一碗色香味俱
开花，
推动双方的面业高质量发展。

“拉面会小面”共闯大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