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报记者 胡生敏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

来。”王安石的一首《书湖阴先生壁》让人
们对江南水乡的美景无限向往。如今，随
着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的开展，173万海
东人也过上了绿水清风总相伴的生活。

近年来，海东市对黑臭水体实施深
度治理，强化饮用水源地保护规范化建
设，推进河湖库整治等，全面推进全市
水环境综合治理，让海东人在享受美景
的同时收获了更多幸福感和满意度。

“如今，湟水河两岸垃圾少了，水质也
在逐渐变好，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河里的鱼
儿多了，鸟儿也多了。”“水清了，臭味也没
有了，水清岸绿的景象在以前是无法想象
的。”走在湟水河两岸，听到的都是广大群
众点赞湟水河新景致的声音。

海东因水而生，因水而兴。这座城
市的每一次进步，都离不开千年水网的
滋养。扩改建污水管网、加强污水处理
厂建设、强化农村污水治理……海东市
正集中力量、立足实际，分类施策，扎实
推进水污染综合治理工作。昔日垃圾遍
布、臭气熏天的湟水河，经过河道清淤、
垃圾清理、截污整治，焕发出了新生机。

海东市把湟水河流域城乡环境综合
整治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积

极构建“人水合一，人水和谐”的水生态
环境，着力打造青藏高原山水田园生态
绿色城市。为持续深化水污染防治，海
东市加大污水管网改扩建力度，强化城
中村、老旧城区和城乡结合部污水截流、
收集，提高污水收集率，在具备条件的建
制镇建设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并逐步
向周边村庄延伸。同时，加大农副产品
加工、屠宰、酿造、有色金属的行业污染
治理，实施重点乡镇饮用水源保护工程
和农村面源污染治理工程，开展重点乡
镇饮用水水源规范建设，依法清理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内违法建筑和排污口。

乐都区洪水镇双二村村民钟存寿从
小居住在河岸，他见证了湟水河乐都流域
生态环境的变化。“以前在河面上经常能
看到各种垃圾，水很脏，大田灌溉后庄稼
的成活率也比较低……现在不一样了，水
面上垃圾很少见，明显的一点就是水面上
塑料袋少了，水清了，臭味也没有了，河道
两侧，都是绿色植物。”钟存寿感慨道。

今年以来，海东市持续加强城区水
污染治理，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深入推
进。制发了《关于开展2018年城市黑臭
水体整治环境保护专项行动的通知》，多
次对全市城镇水环境进行了拉网式排
查。加大水污染防治项目建设力度，雨

污分流、污水处理等工程建设进一步加
快。全面落实“河长制”，“4+1”的河长体
系组建到位。同时，切实加强督查督办，
将黑臭水体长效排查整治工作纳入政府
绩效考核体系，定期督查督办，严防黑臭
水体产生。2018年全市黑臭水体整治通
过国家督察验收，全市城市建成区水环
境整体良好，未出现黑臭水体。

同时，全面完成了六县区饮用水水源
地环境状况评估和乡镇级以下饮用水水源
环境基础信息采集工作。扎实开展集中式
饮用水源地隐患排查。针对饮用水源地存
在的问题和隐患，制定了整改方案进行限
期整改。目前，全市县城饮用水水源地水
质达到或优于Ⅲ类的比例为100%，地表水
水质优良比例为95.4%，地下水点位考核
水质保持稳定。持续开展湟水两岸污染治
理，湟水河出省断面水质稳定达到Ⅳ类以
上，水质保持了持续向好。

如今，鱼儿穿梭，鸟鸣声声，流水潺
潺，河岸绿柳成荫，充满“小清新”气质
的水体风貌，让人眼前一亮，到处呈现
出一派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动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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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张娜 通讯员 王先庆）近
年来，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不断强
化市场监管，以“专项治理”为手段、以“质
量兴县”为目标，优化市场环境，积极助推
县域经济健康平稳发展。

民和县以“专项治理”为手段，从源头治
理上发力，对重点产品、重点领域、重点区域
进行专项整治，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违规行
为，不断净化市场环境。上半年共查处各类
违法案件 24起，案值 26.36万元，收缴罚没
款6.56万元。以“质量兴县”为目标，在政策
创新上有作为，进一步加大质量监管、抽检
力度，提升产品质量安全。上半年共抽检计
量器具38台（件）、定量包装11批次，合格率
100%，完成县抽191批次、国抽30批次；投
入使用食品安全快速检测车，快速检测食用
农产品12个品种86个批次。

同时，坚持风险意识，有效维护公平竞
争市场秩序，深化执法办案体制建设，严厉
打击商业贿赂、虚假宣传等不正当竞争违
法行为。结合群众重点关注的食品、药品、
建材产品、汽车配件、家装产品等产品开展
专项整治活动。扎实开展各领域日常监
管，督促经营单位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认真
开展自查自纠，全面落实排查问题隐患整
改工作，及时消除各类食品安全隐患。

民和查处

食品违法案件24起

时报讯（记者 冯大馨 通讯员 魏吉龙）
今年以来，海东市平安区坚持问题导向，勇
于创新，农村综合改革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改革领域不断扩展，改革任务高质量完成，
改革红利惠及人民群众。

今年，平安区按照省农业农村厅《关于
开展全省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回头
看”有关事项的通知》，及时制定“回头看”
工作方案，成立工作小组，深入 8个乡镇，
对全区土地确权工作进行全覆盖摸底核
实。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发
包方 103个村，承包方签订土地承包合同
19171 户 ，确 认 家 庭 承 包 耕 地 面 积
191869.13 亩 123585 块 ，非 承 包 地 面 积
6849.50亩2532块，地块总数126117块，档
案扫描装订100个村18120户。

同时，全面清查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
资，完成111个村资源性资产调查确认，调
整 111个行政村会计科目，并完成电子账
务和手工账务处理；完成96个行政村经营
性资产、非经营性资产清查登记、公示、估
价 及 核 对 确 认 ；清 产 账 面 资 产 总 额 为
13642.4万元，核实资产总额为 51394.5万
元；完成96个村清产核资管理平台系统录
入，县级审核96个村。

此外，还紧紧围绕“成立组织、制定方
案、广泛发动、清产核资、身份界定、股份量
化、成立组织、登记运营”等程序步骤，积极
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完成109
个村集体成员身份界定；96个村清产核资
工作，计划 7月中旬完成 44个建档立卡贫
困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组建运营和 67个
行政村的股份经济合作社的组建，确保工
作顺民心、合民意。

平安农村综合改革红利

惠及百姓

时报讯（实习记者 巴迎桂）连日
来，循化撒拉族自治县道帏乡在开展
农村环境清脏治乱集中攻坚行动基
础上，启动实施了村庄清洁行动夏季
战役。

为打好农村环境整治“先锋战”，
道帏乡在摸清底数、总结经验的基础
上，按照先易后难、先点后面的原则，
有序启动农村村庄清洁行动夏季战
役。将宁巴、多什则、多哇等村作为
农村村庄清洁行动的重点区域，以点
带面，示范带动全乡开展村庄清洁行
动。期间，清理乱堆乱放 1100余处，
清理杂草约 180 吨，清理污水沟约
5800米，道路绿化约 6公里。同时，
以传统村落申报工作为契机，支持和
鼓励各村结合实际，建设示范村。截
至目前，多什则、宁巴、俄家等村的村
庄清洁行动取得实效，极大激发了其
他各村农村村庄清洁行动的动力。

“全乡村庄清洁行动实行划片负责
制，重点对集镇、S202省道沿线等重点
区域开展集中整治，各村两委积极动员
群众参与整治工作，并将整治情况进行
统一汇总评比，实行周督查、月考核、季
奖评制度，明确考核内容和形式，严格
按照考核问责实施方案兑现奖惩，对村
庄清洁行动不彻底、工作懈怠、重视度
不强的行政村进行挂牌督办，限期整
改。”道帏乡党委副书记才让太说。

据介绍，下一步道帏乡将抓公示
公开，既树立先进典型，又曝光不文
明行为，激励引导农民群众培养良好
卫生意识和文明生活习惯；抓督查考
核，将各村庄清洁行动夏季战役的开
展情况纳入年底考核，作为评选先进
集体的重要依据；抓示范引领，充分
发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推动村庄

“清洁战”持续深入。

道帏打响村庄“清洁战”

时报讯（记者 李富生 通讯员 赵继
灿）近日，记者在互助县塘川镇高羌村的
连片蔬菜大棚看到，村“两委”负责人正
带领群众栽植第二茬叶菜，栽苗、培土、
覆膜、浇水，干得热火朝天。

“自脱贫攻坚以来，我们村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新项目落了地，合作社带动作
用更加明显，群众收入稳中有增，集体收入
破零增长，我们带领大家致富的信心也更
足了。”村党支部书记赵延凯高兴地说。

村集体经济的强与弱，直接关系着
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好坏，关系着乡村振
兴工作成效，也关系着村党支部的凝聚
力和号召力。高羌村地处川水，在宁互
一级公路沿线，与塘川蔬菜种植基地为
邻，区位优势明显。面对村情实际，塘
川镇党委政府和高羌村“两委”通过反
复论证，确立“健全一个具有发展活力
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培育一个带动集
体经济发展的经营主体，培植一个可持
续增收的集体经济项目，健全一套规范
集体经济健康发展的管理办法”的发展
思路，明确“用活政策争项目、用好资金

稳基础、做好主业谋壮大、多元发力带
民富”的发展路径，积极探索“党支部+
合作社+集体经济+农户”的经营模式。

“前一段时间，县上组织我们参加了村
级致富带头人培训。深刻感受到自己要富
的同时还要带动大家一起富的重要意义。”
高羌村致富带头人黄生萍说，“特色大棚已
经是我们村的名片。今后，我们要种好放
心菜、带好周边人、稳赚产业钱。”

选好项目是基础，科学管理是关键。
在选择种植品类上，高羌村党支部确定了

“集体试点、书记试种，以点带面、全面推
广”的办法，积极将风险降到最低，让农户
放下顾虑。为了保证村集体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高羌村建立了村级集体经济台账，定
期核查，严格落实‘四议两公开’监督制度，
真正做到了严管严用，公开透明。“相信再
过几年，特色种植类的村集体经济发展模
式，将更加有力地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也将
更进一步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
力，实现‘输血’向‘造血’的彻底转变，村党
支部带领群众共同发展的劲头会更足。”塘
川镇党委书记马守延满怀信心地说。

特色大棚为高羌村带来好“钱景”

截 至 7 月 18
日，河湟文化民俗
博物馆项目正在紧
张 有 序 地 进 行 建
设，主体已初具雏
形，一层楼门厅梁、
板 浇 筑 基 础 已 完
成 。 二 层 完 成 了
25%的工程量，正在
进行筏板基础、基
础梁混凝土浇筑。

时报实习记者
石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