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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城市和乡村发展是海东崛起的关键
□时报评论员 周海新
的过程，仍面临经济总量不大、质量不
2019 年 1 月 16 日，中共海东市委二
高、结构不优、动能转换不快、农业农
届六次全会提出：
“加快海东城市崛起和
村基础薄弱、脱贫人口持续增收难度
乡村振兴步伐，为与全省全国同步建成
大的现实困难和问题，缩小城乡发展
小康社会打下决定性基础。
”
与往年不同
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
的是，今年海东将城市和乡村提到了总
巨。
目标中，
足见对这两个方面的重视。
但也不可否认，在国家全力推进
笔者认为，这种提法是基于海东市 “一带一路”、西部开发、乡村振兴、东西
情的重大部署，是基于未来发展方向的
部扶贫协作、兰西城市群、支持四省藏
重大安排，更是基于人民群众向往美好
区发展等区域战略和机遇的大背景下，
生活的重大谋划，既符合省委省政府对
海东未来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海东发展的新要求，也符合海东现阶段
从社会发展的潮流看，城市依旧
的发展实际，更是我们奋力推进“一优
是推动区域经济的重要力量。2018 年
两高”战略部署的具体实践。
海东市全力推进乐都平安核心区建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是
设，市体育中心、海东大道一号桥、传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也是
媒中心、平安体育场等一批重点项目
抢抓重大机遇、集中破解矛盾、释放强
加快推进；绿地等 10 家品牌房地产企
大动能的攻坚之年，更是与全市人民
业入驻海东，碧桂园等项目加快建设；
携手走向海东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
水库、道路、美丽乡村等一些事关城市
活的重要一年。近年来海东经济社会
发展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相继
各项事业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
开工建设，城市形象明显提升。特别
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较低层次， 是河湟新区的成功更名，为海东城市
仍处于从农村向城市、农业向工业和
注入了新的血液。
现代服务业、县域经济向市域经济、相
要实现“抓住兰西城市群建设机
对贫困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转型发展
遇，以落实西宁-海东都市圈建设协调

推进机制为抓手，加快西宁海东两市的
协调错位发展，为全省区域协调发展积
累经验”的目标，海东就要从城市发展
着手，深入谋划，加快建设与西宁市协
调机制，积极探索协调错位发展的有效
路径，为海东在兰西城市群节点崛起扎
扎实实打基础。
从海东市情看，
海东农业人口多、
农
业产业基础好、
农村面积大，
是全省最大
也是最重要的农业区。乡村不发展，海
东的美好未来将遥遥无期。乡村振兴是
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
包括农业、
服务业、
旅游业、
脱贫攻坚、
生态环保、
教
育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乡村振兴也是
一项长远工程，实现乡村振兴不可能毕
其功于一役。乡村如果发展了、
振兴了，
城市自然而然会脱颖而出。
2019 年，新的征程、新的坐标、新的
使命。未来，海东把城市和乡村发展好
了，经济社会必然会迅速崛起，
“一优两
高”
的战略部署也将全面实现。

近年来，互助土
族自治县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和高质量发展
的 根 本 方 向 ，以“ 三
园”引领“三县”建设，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全县城乡建设呈
现出了新面貌。图为
互助县风貌。
时报记者 颜金梅 摄

达 603.23 万人
时报讯 （记者 陈钰月） 根据 2018 年
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18
年末全省常住人口达到 603.23 万人，比
2017 年末增加 4.85 万人，增长 0.81%。
记者从省统计局获悉，分性别看，男
性人口为 309.46 万人，比 2017 年末增加
5.84 万人，占全省常住人口的 51.3%，比
重上升 0.6 个百分点；女性人口为 293.77
万人，减少 0.99 万人，占全省常住人口的
48.7%。
2018 年 末 ， 全 省 城 镇 常 住 人 口 为
328.57 万 人 ， 比 2017 年 末 增 加 11.03 万
人 ， 增 长 3.5% 。 常 住 人 口 城 镇 化 率 为
54.47% ， 较 2017 年 末 提 高 1.4 个 百 分
点。
据介绍，近年来，青海城镇化进程稳
步推进。“十三五”前三年，青海常住人
口城镇化率年均提高 1.39 个百分点，较
“十二五”时期提高 0.27 个百分点。
此外，根据 2018 年人口变动情况抽
样调查结果显示：2018 年末，全省常住
人口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48.5 万人，占
8.04%，比 2017 年末增加 1.77 万人，占比
提高 0.23 个百分点。全省 65 岁及以上人
口与劳动适龄人口(16-64 岁)之比由 2010
年的 8.66%上升到 2018 年的 11.14%。

海东供电

去年售电136亿千瓦时

海东力推健康扶贫破解
“因病致贫”
□时报记者 尕桑才让
海东市湟水河北山片区、
南山片区，
黄河谷地北岸片区三个深度贫困片区的
25 个乡镇，地处国家重点扶持的深度贫
困地区，
共有 405 个行政村，
其中建档立
卡贫困村 206 个，
建档立卡贫困户 11600
户 44921 人，贫困边缘户 18602 户 74257
人。这些乡镇地处偏远，
山大沟深，
生态
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医疗条件差，
有 7195 人患慢性病，2359 人患大病，群
众看病难问题依然突出；有重度残疾人
5678 人、孤寡老人 3001 人、光棍汉 4961
人，
是脱贫攻坚中的难中之难。
海东市委市政府历来高度重视 25
个深度贫困乡镇的脱贫攻坚工作。2018
年，
海东市政府分管领导亲自部署，
在江
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的指导下，
无锡市对口帮扶海东市工作组会同海东
市卫计部门、
扶贫开发部门，
积极筹措解
决这 25 个深度贫困乡镇贫困群众看病

2018 年青海常住人口

贵、
看病难问题，
整合统筹江苏省对口帮
问题，海东市政府积极推行脱贫攻坚
扶资金，
多措并举，
取得明显成效。
“保险+扶贫”工作新方法、新路子，
为最大程度地使用好江苏省帮扶
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构建基本医疗保
资金，2018 年，海东确定了将江苏省追
险、大病医疗保险、民政医疗救助和
加帮扶资金“先进行市级统筹，再分县 “健康保”商业补充保险四道保障线。
区实施”，集中解决贫困群众看病贵、看
此外，不断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
病难问题的工作方案。海东市政府召
体系，
推动乡镇卫生院、
村卫生室服务设
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先后分两次调整
施条件达标，
基本药品齐备，
拥有具备执
和统筹江苏省扶贫协作帮扶资金近
业（助理）医师资格的全科医生和合格的
5000 万元，实施重点覆盖了 25 个深度
乡村医生。针对“两不愁、三保障”的薄
贫困乡镇医疗保障达标工程，并将相关
弱环节，面向深度贫困乡镇和深度贫困
要求和工作任务下达给各县区，由各县
人口统筹整合江苏省扶贫协作帮扶资
区政府牵头、扶贫开发部门会同卫计部
金，从解决“看病贵”和“看病远”两方面
门共同组织实施。
入手，
双管齐下，
最大程度地发挥帮扶资
同时，积极推进基本医保、大病
金效能，
获得了最大的社会效益。
保险、医疗救助制度覆盖全部农村贫
困人口，使得了大病和慢性病的贫困
人口不至于因病致贫返贫。为切实解
决贫困人口特别是深度贫困地区、深
度贫困人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时报讯 （记者 张娜 通讯员 李永鹏 ）
2018 年，面对售电市场波动频繁，市场
政策环境复杂多变的严峻经营形势，海东
供电公司进一步完善和强化以“保存量、
促增量、挖潜量”为主线的市场开拓各项
措施，努力实现增供扩销。2018 年，海
东供电公司共完成售电量 135.86 亿千瓦
时。
去年，海东公司优化内部流程，延伸
服务内容，建立客户经理联点分片机制，
实施“一对一”服务一次性告知，一证受
理，压减业扩报装系统流程等措施，转服
务意识以被动为主动，提升办电效率，营
造和谐用电环境，赢得了广大电力客户的
信赖和认可。同时，该公司积极落实优化
营商环境十大服务举措，服务地区社会经
济转型，服务海东工业园区青海比亚迪实
业有限公司项目建设，积极培育新的用电
主体，制定大客户“VIP”“一对一”服
务，利用专业优势解决重要用户建设难
题，加快验收进度、缩短验收时间，促使
新增负荷早日投运。
此外，海东公司加强中小用户业扩报
装时限管控、巩固线损管理及反窃电成
果，通过优化客户报装流程，深化首问负
责制，实现客户业扩报装流程实行全过程
协办、催办和督办，保证工作高效有序并
按时限完成，提升了服务能力，稳定了存
量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