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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东精准发力建“三位一体”扶贫格局
时报讯（实习记者 石瑛）今年以来， 乡镇新建 100 所、扩建 128 所村级卫生室，
海东市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 确保了海东市深度困难乡镇标准化村卫
坚持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
生室建设 100%达标。
方力量，多种举措有机结合和互为支撑的
在社会扶贫工作中，海东市积极调动
“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借力东西部扶贫
社会力量帮扶深度困难乡镇，通过开展
协作，破解深度贫困难题。
“手拉手”结对行动，全市 11 个深度困难乡
据了解，为推动专项扶贫，海东市将
镇、30 个村（社区）与无锡市确定了结对携
65%以上近 1.2 亿元的东西部扶贫协作资
手奔小康关系。同时，加大招商引资力
金投入到 25 个深度困难乡镇，实施基础设
度，积极向深度贫困地区引进企业，开展
施改造、扶贫产业培育、重点民生保障等
企业帮扶行动。互助土族自治县引进江
项目，全力助推深度脱贫攻坚。投入无锡
苏振发能源集团，投入资金 0.16 亿元，在
市第三批帮扶资金 7700 万元，在青海省最
五十镇班彦新村建设 2 兆瓦村级光伏扶贫
大的易地搬迁安置点乐都区七里店集中
项目，带动 114 户易地搬迁农户每年增收
安置点开工实施了容纳 1400 名学生的九
2500 元；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引进苏州腾
年一贯制“海东·无锡希望学校”。
晖光伏企业，投入资金 0.76 亿元，实施光
同时，在行业扶贫方面，海东市利用
伏扶贫项目，
带动 6275 户贫困农户增收。
894 万元帮扶资金，在深度困难乡镇扶持
发展沙棘林经济、民族服饰加工、肉驴养
殖、杂果种植、奶产业基地建设等扶贫产
业，带动 8800 余人收益。投入江苏省第二
批帮扶资金 3800 万元，在 25 个深度困难

海东开展

银行业星级网点评估工作
时报讯（记者 尕桑才让 通讯员 马
鸽林）近日，海东市银行业协会成立检
查验收小组，全面启动海东银行业星级
网点的组织实施工作。
验收小组根据青海省银行业协会相
关工作实施方案，结合海东市银行业金
融机构实际，
制定了《海东市银行业 2019
年文明规范服务星级网点达标评估工作
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组织安排、申报
条件、标准体系、授牌数量、评估流程及
时间安排等相关要求，
规范了工作流程。
同时，依据各会员单位对所属营业
网点开展自查、自评、推荐申报情况，于
7 月 17 日至 7 月 25 日，对辖内申报的三
星级和四星级网点进行了现场检查评
估验收。按照考核标准，采取现场检查

和非现场检查的方式，通过查看网点、
员工问答和座谈交流现场检查；查验材
料、调阅录像等非现场检查方式进行了
对照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和不
足以及评价结果向被验收单位负责人
进行反馈，并要求被查网点及时补充、
完善和改进，为后期省银协的统一巡查
达标验收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经综合评价、考核、验收小组集体
审议，并征得主管部门意见后，检查验
收小组对候选网点按照分配指标数，择
优推荐至省银行业协会。通过本年度
星级网点达标验收工作的开展，推动了
海东银行业规范化服务工作更加细致
入微，提升了各金融单位对文明规范服
务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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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
反映的采砂场实为
“高店镇下杨家村地金砂石厂”
。2018 年 6 月 15 日，
因该企业采矿许可证到期，
矿石开采完毕，
未进行生产。乐都区自然资源局于
举报人反映海东市乐都区
2019 年 5 月，
委托第三方对矿区按照《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下杨家村地金砂厂
X2QH201 高庙镇下杨家村有一采砂 乐都
进行坑闭恢复治理工作。目前，
已对矿区 不属实
生态 矿山地质环境综合治理方案》的要求，
908020011 场 ，严 重 破 坏 周 边 生 态 环 区
不稳定斜坡和危岩体完成削坡治理，
共计清除土石方量 86000 立方米，
沉淀池
境。
回填土方 30663 立方米，
已覆土平整完成的区域播撒草籽 309 公斤，
并用防尘
网全部覆盖。该矿区闭坑恢复治理工作，
预计 10 月底前全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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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共涉及 2 个方面问题：
一是关于
“高店镇政府开展乡村环境整治时将西门村内的旱厕强拆，
村民在
村内随意大小便”
问题。经查，
该村修建卫生厕所 100 座，
2019 年，
在农村人
高店镇镇政府开展乡村环
其他
D2QH201 境整治时将西门村内的旱 乐都
居环境整治中，
动员群众对排查出私搭乱建的 10 座旱厕进行拆除。目前，
污染，
不属实
908010037 厕强拆，村民在村内随意大 区
该村有户厕 139 座、
公共厕所 2 座，
全村村民的生活需求能够得到解决，
不
大气
小便；村内没有自来水。
存在村民在村内随意大小便情况，
举报不属实。二是关于
“高店镇西门村村
内没有自来水”
问题。经查，
目前村内户户已通自来水，
因管道堵塞 5 家住
户出现断水现象，
现已疏通，
举报不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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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和县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民和县交通部门将继续加大对川杨公路的日
经查，川口至塘尔垣公路为民和县省道川口至杨家店公路 S203 的其中一
常巡查和养护力度。同时，加强对超限超载车辆的
段，该公路建成于 2004 年，路面类型为沥青表处，公路等级为三级公路。
海东市民和县川口镇至塘
查处力度，确保川杨公路安全畅通，降低道路扬
D2QH201
民和
由于该公路建设标准低，且超年限服役，再加上大型货运车辆的剧增，致 基本
尔垣乡省道道路扬尘大，严
大气
尘。二是为彻底解决该路段病害问题，民和县交通
908020013
县
使该公路路面病害严重。虽民和县交通部门一直把川杨公路作为养护重 属实
重污染大气环境。
部门安排完成了川杨公路改建项目一阶段施工图
点，多次采取级配砂砾填补坑槽、平整压实等措施，填补川杨公路坑槽，并
设计，全长 42.733 公里，总投资 1.61 亿元，并已取
洒水降尘，
部分路段仍存在扬尘情况。
得设计批复。由于该公路为省道，目前正在积极协
调省交通运输厅尽快开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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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区已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针对“广场舞队伍声音大”问题。8 月 2 日，平安
区城管局、文体旅游广电局工作人员现场召集各广
场舞蹈队负责人进行约谈，要求各广场舞蹈队在跳
舞时降低音箱音量，减少音乐影响范围。及时调整
广场跳舞时间，保证附近居民正常休息。通过现场
发放告知书、广场（游园）管理规定，宣讲《中华人民
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
声污染防治法》等形式，告知广场舞队员噪声扰民
广场舞队伍声音大、节日时
D2QH201
平安
经查，
反映的广场存在广场舞队伍声音大、
节日时候活动音乐大，
影响群众休
属于违法行为，要遵守相关规定。并且在广场附近
候广场活动音乐大，影响群
噪声
属实
908010033
区
息问题。
住宅楼道、电梯间张贴告知书，公布举报电话发动
众正常休息。
广场周边住户对广场跳舞队伍进行监督，对屡教不
改者及时举报，由执法人员出面协调解决。加强巡
查力度，早晚安排值班人员对全区各公共活动场所
进行监督检查，确保广场舞队伍开展活动时不影响
附近居民正常休息。二是针对“节日时候广场活动
音乐大，影响群众正常休息”问题。平安区将严格
落实节假日节目演出报备制度，要求举办单位在开
展活动时将音响音量控制在合理范围，最大限度减
少对附近居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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