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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东生态河湖建设“实”字当头
□时报记者 胡生敏
水让城市清新灵动。平安心湿地公
园内，
总能看到不少游玩的市民，
行走在
蜿蜒的步道上，
感受芦苇摇曳生姿，
也不
失为茶余饭后的乐趣。这里空气清新，
微风拂面，
令人心旷神怡，
无论是迎风摇
曳的沙棘花，还是静静在水里生长的水
草，
平安心湿地公园惬意舒适的环境，
让
每位来到这里的市民流连忘返。
随着河长制的深入推进，海东市水
生态文明建设更加务实全面，
“河清、岸
绿、水畅、景美”的宜居宜业现代生态城
市的梦想逐步展示现实模样。黄河禁采
全面形成高压态势，
2.7 亿元实施南北山
绿化水利配套工程、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93.83 平方公里，
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强力
实施，乱占、乱建、乱排等侵害河湖安全
运行、危害河湖生态健康的违法行为得
到有效遏止，
水利改革强力推进。

黄河、大通河、湟水河流经海东。
呵护好水资源、塑造好水特色，对海东
来说显得尤为重要。自 2016 年 11 月党
中央、国务院作出全面推行河湖长制的
重大决策部署以来，海东市委、市政府
将河湖长制工作纳入中心工作强力推
进，建立了各级党委政府“一把手”任总
河湖长的领导体制机制，在全省率先创
建了“4+1”河湖长体系。全市共落实河
长 1755 名 、湖 长 384 名 、保 洁 巡 查 员
1901 名，设立河湖长公示牌 1467 块。全
市 3 条河流干流、137 条支流、72 座水
库、8 处重要水源地、2 座湖泊、4 处湿地
的河湖长全覆盖。
河湖长制信息平台初步建成，开通
了海东水务微信公众号，公开了河湖长
制工作监督举报电话。在海东，要想获
取各个水体治理的进展情况、各级河长
在水体巡查时的工作动态，以及市民对

治水有什么意见和建议等重要信息，一
点都不难，只需通过河湖长制信息平台
就能一目了然，实现履职的常态化监
督，真正让河湖治理“活”起来，达到全
民共治的目标。
据海东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如今人为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河道
非法采砂行为全部清除，侵占河道行为
明显减少，河湖沿岸及周边生活垃圾、
建筑垃圾基本清除，重要水功能监测覆
盖率 100%。特别是工矿企业污染、城镇
生活污染、畜禽养殖污染、水产养殖污
染及农业面源污染得到有效控制，黑臭
水体全部消除，湟水流域基本实现主城
区污水
“全收集”
。

近日，循化县白庄镇
组织全镇干部职工，联合
县路政、镇派出所、交警
共计 60 余人开展了集镇
环境卫生大整治活动，共
清理流动摊点 30 处、乱堆
乱放 22 处，移除违规停放
车辆 12 辆，制止占道经营
21 户，清运垃圾 5 车（次），
基本解决了公路两旁、集
镇死角的垃圾。图为整
治组成员和商户搬移占
道经营货物。
时报记者 李玉娇 摄

互助锻造纪检监察
“铁军”
时报讯（记者 王桂萍 通讯员 陈生
金）今年以来，互助县纪委监委按照“基
层建设年”活动和纪检干部作风大整顿
工作部署，始终将教育、管理、监督贯穿
于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
“刀刃向内”锻
造过硬纪检监察干部队伍。
互助县纪委监委思想为先，
抓好理论
武装，
明确了干部例会学习任务、
时间、
方
式等，
结合党政机关机构改革，
进一步健
全完善了县纪委监委内设机构，
明确了委

机关10 个内设科室职责分工。并结合市
纪委纪检监察干部作风大整顿工作，
修订
了《互助县纪委监委工作规则》，
进一步完
善委机关学习、
会议、
内部监督、
信访、
审
理、
廉政回访、
支部建设等十项制度。
同时，该县纪委以提升纪检监察干
部监督执纪能力为工作重点，针对纪检
干部在案件查办中业务不熟、程序不规
范、能力不足等问题，先后选派 29 名纪
检干部和乡镇纪委书记到市县纪委跟

班学习，让他们参与信访受理、案件查
办等工作，通过“以案代训”的方式帮助
纪检监察干部尽快适应岗位的要求。
深入推进全县纪检监察体制机制改革
工作，积极开展清理议事协调机构工
作，将县纪委牵头和参与的议事协调机
构由 98 个精简到 7 个。
此外，
廉洁为范，
抓好纪律建设，
定期
不定期召开工作约谈会，
对落实交办工作
迟缓、
问题线索突出的乡镇纪委书记和委
机关干部进行约谈，今年对乡镇纪委书
记、
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开展集中约谈共
27人次，
进一步压实了履职责任。

民和扫黑除恶

群众收获幸福感
时报讯（记者 金显花 通讯员 白林娟）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民和贯彻
落实中央和省、市委部署要求，紧紧围绕
“一年打击遏制、两年深挖根治、三年长效
常治”目标，精心部署，狠抓落实，取得了阶
段性成效。
民和县成立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
小组，印发了实施方案，明确了 19 个打击重
点和 10 个重点关注行业、领域，梳理出了 27
条工作任务清单，健全完善了一系列制度
机制。紧盯重点地区、行业、领域，坚持专
（专业力量）群（群众）结合、依靠群众，完善
案件线索受理登记、移交、办理、反馈、奖励
等工作机制，全面杭理、系统分类、细致核
查 涉 黑 涉 恶 线 索 ，不 断 提 高 线 索 发 现 能
力。截至目前，设立举报电话 65 个、举报箱
142 个，张贴通告和线索奖励办法 2.5 万份，
开展调查问卷 10 万余份，全县共受理举报
线索 107 条，走访群众 20 万人（次），走访市
场、建筑、交通、医疗等领域从业单位 169 家
（次）。
同时，开展市场安全、道路交通、经营
秩序等 8 个综合整治行动，检査各类行业场
所、市场经营单位 5600 家（次），发现各类安
全隐患 138 处，下发各类整改通知书 100 余
份，查处违法经营案件 13 起，处罚经营单位
26 家（户），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3.9 万
起，査扣非法营运车辆 222 辆，做到了“有黑
扫黑、有恶除恶、有乱治乱”，形成了对黑恶
势力压倒性态势，有力震慑了黑恶势力违
法犯罪，不断提高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和安全感。
此外，深入开展严打整治专项行动，以
“黄赌毒”违法犯罪为打击重点，査处涉黄
行政案件 3 起，侦办开设赌场刑事案件 3
起，查处赌博治安案件 228 起，查处涉毒刑
事案件 19 起，查处涉毒行政案件 108 起。集
中侦办涉恶案件，成功破获 15 起涉恶刑事
案件，
破获涉恶团伙案件 3 起。

坚决打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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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强国”成学习好帮手
时报讯（记者 尕桑才让 通讯员 甘
小青）自“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上线后，
化隆县高度重视，扎实安排，强力推动，
通过加强领导、加大宣传、健全机制、分
类指导、强化考评等方式，最大限度调
动全县广大党员干部的学习积极性。
截至目前，建立下级学习管理组 57 个，
注册学员 2319 人，活跃学员 2094 人，人
均积分走在了全市各县区前列。
据了解，
化隆县委常委会专题研究制
定方案，
成立
“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推广运
用工作领导小组，
各乡镇、
县直各部门、
各

组，
分享学习，
互动交流。
此外，建立健全学习管理员、通讯
员、评论员“三支队伍”
,以“三支队伍”为
单位及时召开会议进行了研究部署，
分级
依托，
建立健全了学习组织管理队伍，
将
明确包抓领导，
加强管理员培训，
推动全 “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推广运用管理工作
县
“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全面铺开。
纳入各级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同时，以实现全县各级党组织党员
制考核内容。及时检查
“学习强国”
学习
下载注册和学习运用全覆盖为目标，统
平台推广运用情况，定期对学习使用人
筹协调，整体推进架构搭建、培训指导、 数、
党员覆盖率、
学习积分等情况进行排
推广应用等关键环节工作。面向各级
名通报，
总结好经验好做法，
引导广大党
管理员建立全县技术交流群，及时解决
员积极使用平台，
主动参与理论学习、
视
具体技术问题；充分发挥新媒体平台优
频观看等学习活动，全力推动习近平新
势，在“化隆宣传”
“微化隆”和各单位电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化隆深入
子屏，广泛宣传推广“学习强国”平台， 人心、
落地生根，
为全县学习平台高效运
指导各级党员干部自行下载，加入群
行提供了组织保障。

海东市气象局提供 制图/时报记者 张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