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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青海青少年文化艺术节在海东开幕

270 余名青少年讴歌祖国沧桑巨变
时报讯（记者 邓婷）5 月 15 日，
由共青团青海省委主办的第二届
青海青少年文化艺术节在海东开
幕。
此次青少年文化艺术节以“青
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为主题，通
过文艺演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青海解放 70 周年和
纪念“五四运动”100 周年。共青团
青海省委书记、艺术节组委会主席
叶万彬为艺术节致开幕辞，中共海
东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任瑞翔为
艺术节致欢迎辞。各相关联办单
位代表、中国青少年宫协会各会员
单位嘉宾及观众等近 500 人出席
并观看了文艺演出。
开幕式上，来自全省两市六州
的参演人员为观众呈现了歌曲、舞
蹈、声乐、快板、情景剧等 15 个富
有时代特色和青海特色的节目。
参加演出的青少年用歌声、舞蹈、
快板等形式向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献礼，同时也向现场的观众反映出
术节将持续 5 个月，分别在海东市
了青海解放 70 年所发生的巨变。 和西宁市陆续进行。本届艺术节
整场演出分序篇《祖国祖国我爱
参与个人及展演单位涵盖全省六
你》、上篇《热血奋斗的新时代——
州两市中小学校、青少年（宫）活动
五四精神永存》、中篇 《青海青
中心。艺术节活动由青海青少年
——建功新时代》、尾声《无奋斗， 及教师优秀美术书法作品展、首届
不青春——颗红心永向党》4 个篇
青海青少年儿童戏曲大赛、第八届
章。整台演出节目紧凑明快，积
青海青少年儿童故事王大赛、第十
极向上，富艺术感染力，现场气
八届青海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第
氛热烈。
二届青海青少年儿童摄影大赛、
据叶万彬介绍，本届艺术节旨 “感恩党 感恩祖国”少儿文艺演出
在以社会意义、高品质、时代性为
等组成，其中包括近年青海省获得
出发点，以引领青少年文化艺术事
全国性大奖的优秀青少年演艺项
业担当为己任，以文化人、以艺树
目展演等，
共六大类 14 项。
人，汇集青海各民族文化艺术，展
此外，参演开幕式的 270 多名
现民族文化底蕴，促进民族团结进
孩子同时参加了第二届青海各民
步，促进全省青少年儿童创建青海
族青少年文化交流营活动。
青少年文化艺术新品牌，繁荣青海
省青少年校外文化事业，引导全省
广大青少年树立为实现中国梦而
努力奋斗的理想信念。
据了解，开幕式之后，本届艺
5 月 14 日，由
海东市妇联主办
的 高 原·看 见 爱
—— 太 阳 眼 镜 发
放仪式分别在我
市各县区举行，此
次活动旨在保护
一线户外工作女
职工的视力，让她
们更好地做好本
职工作，希望一线
女职工积极参与
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的活动，在创城
工作中发挥作
用。此次活动共
向环卫女职工和
公交集团女职工
捐赠太阳眼镜 800
副。
时报实习
记者 张璐 摄

我市启动
“会战黄金季”
专项行动
时报讯（记者 李玉娇）近日，
海
东市印发《关于在全市开展
“会战黄
金季”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以下简
称《方案》
），决定在二季度开展“会
战黄金季”
专项行动，
全力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确保上半
年实现时间、
任务
“双过半”
。
据了解，
“会战黄金季”专项行
动包括聚力打好“三大攻坚战”、推
动重点改革走深走实、统筹推进稳
投资扩需求、充分发挥河湟新区引
擎作用等 8 项重点任务。
《方案》中要求，二季度要坚决
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强力推进各
项反馈问题整改。新增一批光伏
扶贫规划建设项目，进一步培育发
展壮大贫困村集体经济；建设 10
个种类 40 余家民族手工艺品加工

生产扶贫基地；打造不同模式、各
具特色的乡村旅游示范村。实施
好有贫困人口的 944 个非贫困村
每村 100 万元的村集体经济发展
资金项目，完成 6986 户 24245 人的
易地扶贫搬迁续建项目，加快实施
深度困难乡镇 2621 户 8636 人的搬
迁项目。
同时，
稳步推进各类改革，
推进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现
审批时间不超过 120 个工作日。推
动民营经济做大做强，全力推进重
点项目实施进度，2017 年中央、省
级预算内项目力争上半年全面完
工；2018 年尚未开工 3 项中央预算
内投资项目和乐都寿乐美丽城镇建
设等 10 项省级预算内投资项目，
于
5 月底前全部开工建设；2019 年中

央、省级预算内项目上半年开工率
达到 60%以上。对省级 15 项和市
级 104 项重点项目，
实行
“一月一调
度”
，
力争上半年开复工率达 85%以
上，
确保投资有序合理增长。
在充分发挥河湟新区引擎作
用方面，全力推进荆楚高级中学、
比亚迪动力电池材料生产及回收
等续建项目建设进度，确保形成稳
定投资。加快青海闽龙国际物流
仓储区、中国移动数据二期、中国
电信省级数据中心、6.5 万吨牦牛
藏羊标准化全产业链生产加工等
项目前期，尽早开工建设，确保形
成新的投资增长点。重点抓好绿
地集团西宁置业有限公司高端住
宅、青海恒欣医养综合服务地产、
机场后勤基地等项目。

全市基层建设年活动再部署
时报讯（记者 王桂萍）5 月 14 日，海东市纪委监委召开
全市基层建设年活动暨扫黑除恶监督执纪推进会，会议听
取各县（区）纪委监委基层建设年活动和扫黑除恶工作开展
情况，
对下一步工作再安排、再部署。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按照市纪
委二届四次全会确定的“12321”工作布局，细化任务、压实
责任、履职担当，各项重点工作稳步推进，尤其是中央扶贫
专项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扶贫领域专项治理、集中整治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监督执纪问责、派驻巡察
监督、自身能力素质提升等方面有动作、有成效，为完成全
年工作开了好头。
会议要求，
基层建设年活动要站位全局，
深化认识，
在
“抓
什么、
怎么抓、
抓出什么成效”
上认真谋划、
集思广益；
要着力
创新，
打造精品，
明确目标，
提炼总结好乡镇纪委
“三转”
现场
会、
同级监督现场会、
派驻监督观摩会、
“四种形态”
推进会取
得的成效；
要明确目标，
压实责任，
做到按
“图”
放线，
循
“线”
施
工；
要协同作战，
统筹推进，
市、
县（区）两级纪委监委要成立领
导小组和工作专班，
制定工作方案，
细化分解任务，
确保每一
项工作有部门落实、
有具体责任人抓、
有时限节点要求。
会议要求，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监督执纪工作中，要提
高政治站位，推动查办党员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涉黑涉恶
腐败及“保护伞”问题取得新进展新突破；要着力提升工作
的前瞻性、精准性，立足“打伞”这个重要职责，始终做到履
职不越位，监督不缺位；要全力推动线索查办，市、县（区）纪
委扫黑专项办要联合公安部门对 2018 年以来查结的涉黑
涉恶案件进行大起底，共同研判，确认签字；要把握好“三个
清零”的时限要求，力争 2018 年受理的问题线索 5 月底前全
部办结；要突出工作成效，各县（区）纪委监委要协调公安机
关组建联合“打伞”工作领导小组及专案组，抽调的人员与
原工作脱钩，
专心
“打伞”。

海东打通金融渠道

引来
“扶贫水”
时报讯（记者 尕桑才让 通讯员 郭赟）今年以来，
农行海
东分行聚焦中央、
省市党政脱贫攻坚决策部署及总分行 2019
年金融扶贫和服务
“三农”
工作会议精神，
在服务脱贫攻坚行
动上出真招、求实效，年内新增精准扶贫贷款 8690 万元，带
动贫困人口 888 人，
精准扶贫贷款余额达到 80344 万元。
截至 4 月底，互联网金融服务“三农”拳头产品“惠农 e
贷”年内新增 4416 万元，余额达到 16970 万元；新增农户小
额贷款 1479 万元，余额达到 36486 万元；对 179 户拉面经营
户 新 增 信 用 1900 万 元 ，
“ 拉 面 经 济 ”贷 款 授 信 余 额 达 到
82400 万元；新增惠农卡有效客户 1153 户，新支持新兴经营
主体专业大户（家庭农场）15 户；新增惠农通服务点 356 个，
在全市 1327 个行政村惠农通服务点布放电子机具，惠农通
服务点行政村覆盖率达到 84%，
完成全年任务的 105%。
据悉，该行健全金融扶贫工作领导机制，压实党组织政
治责任，签订金融扶贫责任书，督促各级党委班子和纪委特
别是“一把手”将金融扶贫工作作为头等大事，督导全行对
脱贫攻坚和金融扶贫工作制定路线图、作战图、火线图，实
施挂图指挥、倒排工期、目标销号管理。同时，对贫困地区
定点扶贫工作，采取各级领导干部挂乡包村的扶贫方式，海
东分行班子成员各挂一个乡，各县支行班子成员各挂一个
村，
实施挂点结对帮扶。
此外，用活金融扶贫优惠政策。引导各行紧紧围绕地
方党政脱贫攻坚规划，找准金融扶贫的切入点，摸清当地特
色产业布局、重点客户和重大项目底数，选取一批优质企
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在贷款额度、期限、
利率上给予政策优惠，引
导其联系带动一批建档
贫困户发展，实现协同扶
贫、多方共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