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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东“产业振兴”带动全面振兴
时报讯（记者 金显花 通讯员 冶占
龙）振兴海东，产业振兴是重点。近年
来，海东市通过全力打造富硒产业、大力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积极发展乡村旅
游，实现海东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
化产业结构性调整，在全面实施“产业振
兴”中实现全面振兴。
硒资源是海东独特的优势。近年
来，海东市着力构建青海海东高原现代
农业富硒产业园，以富硒产业开发引导
结构调整，突出“扩薯、抓菜、稳油、增
草”，以全膜马铃薯、杂交油菜、露地蔬菜
为三大抓手，积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
目前，海东高原现代农业富硒产业园形
成以高原富硒大蒜为主的蔬菜产业和以
富硒牛羊为主的养殖业两大主导产业，
以及富硒马铃薯、燕麦、果品、猪肉、禽蛋
等产品为主的辅助产业，并按照全产业
链和“生态循环”与“一二三产业融合”的
模式，对现有入园经营主体和引进入园

项目进行整合建设。
为打造绿色生态资源循环廊道，走
产业创新之路，海东市将全面推进牦牛
和青稞产业高质量发展，建立健全具有
青海特点、高原特色的牦牛和青稞产业
生产经营体系，助力脱贫攻坚，着力推进
湟水河特色生态资源建设，实现“产业振
兴”。在推进牦牛产业示范园发展中，海
东市利用自繁自育的传统养殖优势，
“牧
繁农育”的反季节供给养殖区、屠宰加工
产业融合区的优势，全面加快推进以牦
牛为资源的养殖、加工、商贸、旅游、文化
产业发展，着力培育建设集牦牛屠宰、分
割、精深加工、产品研发、冷链物流、血骨
皮毛综合利用、数据共享平台、牦牛文化
为一体的牦牛产业示范园，切实提升企
业现有屠宰加工生产水平,探索“龙头企
业十生态畜牧业合作社+农牧民”的牦
牛产业脱贫新机制。
海东市是青海省重要的东部农业

区，是重要的青稞产粮区，特别是互助县
已经成为中国青稞用量最大、青稞酒酿
造产业最为发达的地区。海东将充分利
用这一优势，着力推进海东市青稞产业
园建设，加快发展优势农产品杂粮区域
化布局、产业化发展，促进青稞产业化转
型升级，全面实施青稞种植、加工苍术、
仓储等基础平台建设，为青海省乃至西
北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撑
和保障。
与此同时，依据独特的地域优势，海
东市持续推进乡村旅游发展。今后将充
分挖掘和发挥海东市旅游文化资源，充
分利用高铁、高新产业园等便利条件,进
一步开发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乡村旅
游产业，
推进区域乡村振兴发展。

近 日 ，海 东 市 乐 都 区 七
里店安置点分房工作接近尾
声，该安置点 45 栋楼 1892 套
房屋已全部建成，水、电、路、
天然气等基础设施已全面配
套，达到了入住条件。据了
解，乐都区七里店易地扶贫
搬迁项目总投资约 4.8 亿元，
占地面积约 13.3 公顷，总建
筑面积 15.6 万平方米，是全
省大型集中安置点之一。图
为七里店安置小区。时报记
者 周晓华 摄

乐都修建完工 3391 座厕所
时报讯（记者 周晓华）近年来，海东
市乐都区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各项决策
部署，始终坚持把提高民生幸福指数作
为践行“一优两高”战略部署的具体要
求，聚焦民生目标，落实民生项目，全力
推进“厕所革命”
建设。
据悉，按照“厕所革命”三年行动计
划，2019 年，乐都区计划建设 7200 座户
用卫生厕所和 112 座公共卫生厕所，力
争实现乐都区卫生厕所覆盖率 80%以
上。截至目前，已建设完工 3391 座，在

建 2539 座。
为确保农户改厕项目工作顺利开
展，乐都区下发了《关于乐都区 2019 年
户厕改造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农户厕
所改造工作实施方案》，召开了 2019 年
“厕所革命”工作部署会，组建了农户厕
所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督导组，加
强了对改厕工程的组织管理、质量监督、
技术指导和检查考核等工作，强化了各
相关部门之间改厕工程协调。各乡镇政
府成立相应工作领导小组，做到了工作

有计划、有安排、有总结。
同时，乐都区成立了区农户“厕所革
命”三年行动工作督导组，召集各乡镇卫
生院院长举办改厕技术督导培训班，
系统
讲解了户厕建设标准，
并现场参观迭尔沟
安置点户厕样板房，
为各乡镇修建标准化
卫生厕所提供技术支撑。各乡镇相继组
织召开乡镇级、村级安排及动员大会，走
村入户宣传修建卫生厕所的好处，
鼓励农
户以自备砖、砂石、水泥建筑材料或以出
资、
出工等形式参与改厕。

祁家川河防洪工程“升级”

防洪标准 20 年一遇
□时报记者 胡生敏 通讯员 崔建乐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海东市平安区
三合镇的祁家川河三期防洪工程施工现
场，工人们正在搭建河道两侧的防
洪堤。
和传统的混凝土护坡不同的是，祁
家川河防洪工程的两岸堤防采用了固滨
笼护脚绿滨垫这一先进工艺，既有利于
保护河道、堤防岸坡的安全稳定，同时
又可以实现河道边坡植被绿化，实现了
工程建筑与生态环境保护有机结合。
海东市地处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
过渡地带，属生态环境的脆弱带和敏感
带，生态地位极其重要。为提高城乡防
御洪水能力，最大限度地保障农业生
产，形成一套完整的河道防洪体系，今
年，平安区全面实施祁家川河防洪工
程，将防洪标准由目前的不足 5 年一遇
提高到 20 年一遇。
平安区祁家川河三期防洪工程项目
经理郭生福说：“以前的防洪堤采用的
是普通的混凝土面板、浆砌石，不利于
生态修复。现在采用固滨笼护脚绿滨
垫，把网、块石一铺以后，上面有利于
播撒草籽，对两岸的生态修复有很大
好处。
祁家川河三期防洪工程是 2017 年
平安区灾后水利薄弱环节建设新增的中
小河流重点治理工程，工程批复投资
3654 万元，治理河道全长 8.67 公里，修
建防洪堤 17.27 公里。截至目前，共完
成基础开挖 10974 米，基础固滨石笼砌
筑 9130 米，工程建成后，可将平安区
祁家川河道干流段形成完整的防洪体
系，防洪能力得到极大提升。
平安区水务局副局长王林说：“祁
家川三期防洪工程建成以后，可以保证
下游 580 公顷农田、2300 多人的安全，
使祁家川下游的居民生命财产得到保
障，免受洪涝灾害，同时还可改善当地
群众的居住环境，保障农业生产。

循化 154 个村完成清产核资

海东市今日天气

语、6300 本政策问答、4000 本政策培训
资料，并通过县内电视、广播、微信宣传，
发放明白卡，进行村务公开等多种形式，
持续加大宣传力度，让群众了解改革目
的、意义和政策，营造了浓厚的改革氛
围，调动了基层干群众支持、参与改革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
同时，该县强化督查，建立通报制
度，在工作推进过程中，要求各乡（镇）统
一部署，全面铺开，严格程序，有序推进，
坚 持 问 题 导 向 ，着 力 在 关 键 环 节 求 突
破。进一步细化任务清单，完善机制，做
好制度保障，建立改革监督检查制度，乡

海东市气象局提供 制图/时报记者 张峰

时报讯（记者 王桂萍）今年以来，海
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以明晰农村集体
产权归属、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权利为目的，以推进集体经营性资产改
革为重点任务，以发展股份合作等多种
形 式 的 合 作 模 式 为 导 向 ，扎 实 推 进 改
革。截至目前，该县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身份界定共完成 9 个乡镇 154 个村 3.5 万
户 14.5 万人，清产核资工作核实资产总
额 2.67 亿元。
在清产核资工作核实期间，循化县
抓好组织保障，预拨了专项经费 100 万
元，提供资金保障；发放 300 条宣传标

村两级设立意见箱、公布监督电话，广泛
听取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坚持例
会制度，每周一召开工作联席会，乡（镇）
分管领导、经管站站长、各下乡包片组组
长向县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领导
小组汇报工作，分析研判，解决问题，改
革工作稳步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