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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乡镇党委副书记集中“充电”
时报讯（记者 杨璐 通讯员 王进） 成都培训 6 天，在化隆县委党校培训 3
乡村之一青杠村、党建引领示范村战旗
近日，由海东市委组织部主办、化隆县
天，并分三个阶段进行培训，其中集中
村以及成都最时尚村子崇州道明竹艺
委党校承办的全市乡镇党委副书记培
授课 5 天，现场教学 3 天，参观党风廉政
村等，通过参观，使全体学员对乡村振
训班在成都举行开班仪式，海东市六县
警育基地和集中讨论 1 天。培训期间， 兴战略有了一个明晰的认识。学员化
（区）乡镇党委副书记共 80 人参加此次
全体学员聆听了《打铁还需自身硬》
《全
隆县阿什努乡党委副书记赵海岗说：
培训。
面推进从严治党、大力加强作风建设》 “这次培训对我来说收获很大，看到了
此次培训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发展乡村旅游，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样板，开阔了视
十九大精神和乡村振兴战略伟大工程， 《新时期基层党建工作新要求》等理论
野，思想上受到了启发，回去后我要把
努力帮助广大基层干部提高理论水平， 知识。
学到和看到的都应用到实际工作中，以
开阔视野，拓展思维，提升工作能力。
在现场教学中，学员们参观了成都
更有力的举措推动本乡农业全面升级、
在为期 9 天的培训时间里，培训人员在
市乡镇建设示范点——全国最美十大
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12 月 5 日，由海东市创建
办、市文体广电局主办，市群
艺馆承办，六县（区）创建办、
文化旅游体育局协办的以“石
榴花开·同心共梦”为主题的
文艺巡演活动在乐都区瞿昙
镇隆国村举行。此次文艺巡
演活动，丰富和充实了民众的
精神文化生活，促进了各民族
交流、交往、交融，进一步激发
了他们投身民族团结进步创
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
性，营造了各民族大团结的良
好氛围，不断推进瞿昙镇民族
团结进步事业向前发展。图
为巡演活动现场。
时报记者 金显花 通讯
员 张秀艳 摄

平安推进殡葬改革倡导文明新风
时报讯（实习记者 邓婷）近日，海
东市平安区积极推行殡葬综合改革试
点工作，殡葬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初
见成效。
据介绍，此次殡葬综合改革工作旨
在大力提倡文明、俭朴、节约的殡葬礼
俗，遏制散埋乱葬现象，减少铺张浪费
的靡靡之风，树立良好的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之风。
为顺利推进全区殡葬综合改革试
点工作，平安区在推进殡葬领域突出问
题专项整治期间，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宣
传动员，营造良好的殡葬改革氛围。出

台了《海东市平安区殡葬综合改革突发
公共事件应急预案》，以便指导和规范
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同时，平安区殡葬领域突出问题专
项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协调相关单位
对全区丧葬用品市场进行了一次全面
检查，努力从源头上刹住违规建造大碑
大墓、制作使用低俗迷信丧葬用品的歪
风；建立了墓地档案，成立了散埋乱葬
治理巡查队和村级殡葬改革信息员队
伍，对所有殡葬活动进行时时监控，源
头控制，确保不再新增散埋乱葬坟地。
此外，相关文件规定，
“ 三沿五区”

可视范围内所有墓地的立碑和石柱全
部拔除，提倡不留坟头、不立墓碑，确需
立墓碑的，应安放长宽高不超过 60×60×
30㎝的小型卧式石碑。
目前，全区散埋乱葬现象已得到初
步遏制，殡葬秩序逐步规范，今后还将
继续保持殡葬综合改革的高压态势，突
出重点，攻坚克难，破冰前行，确保全面
完成殡葬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目标任务。

乐都运用
“四种形态”处理 120 人
时 报 讯（记 者 张 娜 通 讯 员 侯 全
一）今年以来，海东市乐都区纪委监委
扎实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
项治理暨“三查三确保”专项治理和秋
冬“百日会战”，通过强化查办问责、巡
视移交问题办理、
“四种形态”运用等措
施，提升监督效能，为打赢脱贫攻坚战
保驾护航。
今年以来，乐都区共受理扶贫领域
信访举报件及问题线索 153 件，已办结
126 件，查结率达 82.5%。其中，立案审
查 23 件，问责 118 人，其中给予党纪处
分 47 人，政务处分 1 人，组织处理 70 人；
中央、省市纪委转交的 99 件扶贫领域信
访举报件，已办结 82 件。对扶贫领域的
7 起案件启动“一案双查”，对 21 名领导

干部因履职不到位、监管不力造成工作
失误或违纪违规予以追责。
按照市纪委“线索转交不过夜、查
办案件不逾期、跟踪督办无盲点、线索
领办全覆盖”要求，区纪委建立一个案
件一名领导督办、一名常委领办、一个
专案组一抓到底的包案工作机制，形成
区纪委书记亲自抓、分管领导直接抓、
班子成员全力抓的工作格局，确保查办
案件标准不降、程序不减、规则不变。
截至目前，中央巡视组移交的 9 件信访
件已全部办结。立案审查 1 件问责 14
人，其中给予党纪处分 2 人，诫勉谈话 5
人、谈话提醒 5 人、通报批评 2 人。
此外，强化“四种形态”运用，2018
年，在扶贫领域运用第一种形态处理 70

人，占 58.3%；运用第二种形态处理 42
人，占 35%；运用第三种形态处理 6 人，
占 5% ；运 用 第 四 种 形 态 处 理 2 人 ，占
1.7%，共计 120 人（次），
“ 四种形态”运
用更趋科学合理，监督执纪效能更加显
现。组织广大干部群众观看海东市纪
委主办的“弘扬清风正气，建设廉洁海
东”主题廉政文艺巡演，接受廉政教育，
召开全区警示教育大会，邀请市纪委相
关领导作专题讲座，通报典型案例，用
身边事教育身边人。

民和 98 条流浪犬

找到
“新家”
□时报记者 张娜 通讯员 岩子
从 11 月 20 日开始至 12 月 20 日，民和回
族土族自治县将利用一个月时间集中开展流
浪犬整治行动。截至目前，已经捉捕流浪犬
98 条，包括 7 条体型较大流浪犬。这些流浪
犬已被送往甘肃省另外一处慈善性质的免费
收养基地代管圈养。
近年来，民和县城流浪犬日趋增多，活动
频繁，甚至在县城街面出现体型较大的流浪
犬，
严重影响着城市公共环境、
道路交通安全，
对广大市民生活造成困扰。近日，
记者路过民
和川垣新区王府花园小区时看到，
小区南侧人
行道上窝着一条体型较大的黑色流浪犬，
当时
正值民和三中学生上学时段，
途经此处的学生
避开绕行。尽管一段时间来并未发生流浪犬
伤害学生的事件，
但对大清早上学的孩子们来
说，这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潜在威胁。对此，市
民纷纷呼吁政府对流浪犬该管一管了。
为进一步规范犬类管理，严防犬类伤人
事件发生，给市民营造一个安全、文明、和谐
的生活环境，11 月 22 日，民和县政府发出关
于开展流浪犬专项整治的通告，明确要求要
规范家庭养犬制度，加强家庭养犬管理，落实
圈养、拴养制度，严防家犬伤人事件发生。同
时要求公安、城管、农牧部门联合行动，从 11
月 20 日开始，在县城范围内开展了为期一个
月的流浪犬专项整治行动，凡未圈养、拴养而
流放外出的犬只一律视为流浪犬进行捉捕，
对阻碍、干扰、破坏流浪犬工作的，视其情节，
由公安机关依法追责。
集中整治工作开展以来，
民和县城市管理
综合执法局抽调 16 名精干城管队员组成流浪
犬捉捕行动组，
配备装有铁笼的车辆及捉捕工
具，
对县城地区的流浪犬进行统一捉捕。
民和县城管局城管大队队长乔磊说，
在近
半个月的捉捕行动中，
很多市民都表示支持，
他
们在老城区山城十字路口捉捕一条流浪犬时，
一位花甲老人对捉捕人员说，
现在流浪狗太多
了，
这些流浪狗还咬死了他家的3只羊。
在捉捕流浪犬期间，
也有一些市民担心这
些被捉捕的流浪犬会不会被全部捕杀掉。对
此，
乔磊表示，
流浪犬也是有生命的动物，
他们
的任务是捉捕，而不是捕杀，对捉捕来的流浪
犬交由甘肃省红古区一家流浪犬收容站临时
代管圈养，并一次性支付疫苗费、狗粮的费用
2.2万元，
待注射完三次疫苗后再转送到另一处
免费代管圈养场所，
一直到自然死亡为止。
据了解，12 月 6 日，已经捉捕临时代养的
98 条流浪犬已送往甘肃省另外一处慈善性
质的免费收养基地代管圈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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