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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新型城镇化向高质量发展
时报讯（记者 李富生）近年来，海东
市互助土族自治县按照省委、省政府提
出的“互助规划建设管理由县城向城市
体制转变”的要求，加强规划统领，狠抓
项目建设，完善城市功能，新型城镇化
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
互助县以“打造具有地域民族特
色、高原田园风光的国家级旅游休闲度
假名城”为目标定位，编制完成了城市
总体规划和各类专项规划 21 项、村庄
规划 255 项，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和村
镇规划基本全覆盖。城市框架全面拉
开，大力实施“东进、南拓、西调、北控、

中优”的城市发展战略，建成区面积达
施项目建成，城镇基础设施投资达到了
12.7 平方公里，较“十一五”增加 5.1 平 “十一五”
期间的 4 倍多。
方公里。
互助县的人居环境也有所改善，县
同时，
为了彰显城市内涵，
互助县将
城绿化覆盖率达 29.4%，人均绿地面积
土族民俗文化元素与旅游服务、餐饮娱
达 9.2 平方米，空气质量优良率达 80%
乐、
建筑风貌等不断结合，
浓郁的地域民
以上，自来水普及率达 98%以上，污水
俗特色得到有效彰显。按照打造“南北
处理率达 90%，建成各类住房 132.2 万
融合、
东西串联、
格局新塑、
城水相依”
的
平方米，城镇化率达 46%，人民群众的
城市格局思路，以迎宾大道和振兴大道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大幅提升。
为城市发展轴，
初步形成了
“六心双轴一
深入实施
环三组团”
的城市结构，
城市路网体系基
本形成，县城第二水源地、毛斯湖公园、
奋力推进
吐谷浑广场、
“三馆”等一批市政基础设

五四战略
一优两高

大庄台集：脱贫村里好秋色
□时报记者 张娜 通讯员 岩子 摄影报道
夏末秋初时节，走进大山深处的海
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大庄乡台集
村，庄稼地里麦田金黄、玉米葱翠，热火
朝天的麦收场景，勾勒出台集村里的一
幅好秋景。
在村民海彦杰的麦田里，一家四口
人正在挥镰扎捆，抢时抢收，丰收的喜
悦不言而喻。聊起今年的粮食收成，海
彦杰乐呵呵地说：
“ 今年我家种了七八
亩小麦，遇上了雨水充足的好年份，庄
稼长势好，小麦产量预计能达到 300 公
斤以上。
”
台集村是大庄乡的一个贫困村，属
于纯浅山地区，农业生产基本“靠天吃
饭”。迫于生计压力，大部分农户已外
出谋生，全村原有的 168 户农户中仅剩
下 89 户农户依然在这入不敷出的山沟
里耕作生息。
因为台集村地处纯浅山地区，风调
雨顺的好年景并不是年年有，在台集村
村民的记忆里几乎是“十年九旱”，小麦
产量基本徘徊在一二百公斤左右，旱势
严重的时候，连籽种都很难收回，更甚
者颗粒无收。
尽管如此，但在党的精准扶贫政策
扶持下，摘取贫困“帽子”的台集村村民
们始终把土地视为珍宝，精心耕种。据
台集村“第一书记”王斌云介绍，今年全
村植的 1000 余亩全膜玉米预计亩均产
量达到 500 公斤，500 多亩春小麦估计
比往年亩增产 50 公斤以上。
以牛羊为主的养殖业既是台集村

“第一书记
第一书记”
”
王斌云与村民一起忙收麦
的传统产业，也是台集村脱贫摘帽的
重要支撑产业。台集村村民海学清是
靠养牛摘取贫困“帽子”的贫困户，
2016 年和其他农户一样用产业扶持资
金和互助资金修建了养殖棚圈，购买
了 2 头西门塔肉牛，养殖两年也新增
了 2 头小牛，由于种种原因，今年年
初弃牛养羊，用卖牛得来的钱选购了
十几只母羊，通过今年大半年的发
展，羊的数量已经达到 30 多只了，而
这 30 多只羊就是他巩固脱贫成果的产
业支撑。
据王斌云介绍，2015 年年底，全
村羊存栏量不足 500 只、牛存栏只有
46 头，精准扶贫实施以来，在脱贫产
业项目及村级互助资金扶持下，台集
村的养殖业得到加快发展，目前，台

集 村 羊 存 栏 量 保 持 在 1000 只 至 1500
只，牛存栏量达到 170 头左右，特别
是 2018 年 全 村 牛 存 栏 量 最 高 达 到 了
254 头 ， 而 且 还 出 现 了 1 户 100 只 规
模、3 户 50 只以上规模、5 户 30 只以上
规模的养羊大户。蓬勃发展的养殖业
不仅让农户有了稳定的收入支撑，也
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奠定了产业支撑
基础。
好政策催生好生活，好年景催生好
收成。相信在党的精准扶贫阳光沐浴
下，台集村群众一定会用勤劳双手把生
活过得红红火火……

法律援助贴心服务残疾人
时报讯（记者 李晓娟）近日，以“法援
惠民生 关爱残疾人”为主题的集中宣
传暨文艺演出活动在海东市民和回族
土族自治县举办。此次活动也是海东
市“助残日”系列活动之一。活动当天
为民和县 200 余名残疾人免费发放价
值一万余元的宣传品，免费为残疾人提
供法律援助服务 100 人次以上。
活动现场，省残疾人法律服务团、
省法律援助基金会、海东市、民和县县
司法局法律工作者、市县两级残联工作
人员开展了法律法规、扶残助残优惠政
策及康复知识咨询服务。累计发放法

制手册、
《残疾人优惠政策汇编》、
《康复
宣传手册》等宣传资料近 3000 余份。悬
挂横幅 4 条、展板 25 块，设置法律援助、
公证、律师咨询点 10 处。
通过“法援惠民生 关爱残疾人”为
主题的集中宣传暨文艺演出活动的开
展，增进了社会对残疾人事业的理解和
支持，强化了我市残疾人法律援助工作
力度，推进了残疾人法律援助工作的健
康发展，不断扩大了残疾人法律援助的
社会影响力，
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据了解，自 2016 年以来,海东市各
级司法行政机关、残联组织和法律援助

机构大力开展残疾人法律服务工作,成
立海东市残疾人权益保障法律服务团,
设立海东市级和六县区残疾人法律服
务维权岗,并实行“双考核”。累计为全
市 6.2 万多名持证残疾人发放了残疾人
法律服务便民联系卡，通过各类普法宣
传累计受益残疾数 3.4 万人次，为 500 多
名残疾人提供了法律援助。

乐都为汛期安全生产

“上保险”
时报讯（记者 张璐 通讯员 孙林杰）根
据气象预报，7 月下旬至 8 月中旬降雨量比
往年增多、强对流天气增加，发生各种自然
灾害事故的可能性加大。目前，海东市乐都
区已进入了主汛期，乐都区城市管理综合执
法局提前部署、深入排查、消除隐患、强化应
急值守制度积极做好防汛和应急突发情况
处置工作，
确保市民生命和财产安全。
前期，乐都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对城
区内主要路段的 1000 多个雨水篦子、400 多
个雨水井进行了全面清理疏通，并加强日常
巡查，对堵塞的污水井发现一处、清理疏通
一处，以防范强降水引发城市内涝。对城区
内的防洪渠进行专项清理，西沙沟共清挖排
洪渠道 400 多米，清理清运垃圾、淤泥 2800
方；
民生路水渠清理垃圾 30 方。
在主汛期间，乐都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
局对重点区域重点设施进行了拉网式隐患
排查整治，对排查出的隐患问题立即整改，
及时消除各种隐患和不稳定因素。此外，加
强汛期人员值班管理，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和
工作人员 24 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并要求值
班人员做到坚持在岗在位，切实履行职责，
严禁擅离职守，随时保持通讯畅通，并做好
值班记录。

安全生产
责任大于

天

平安露地蔬菜

喜获丰收
时报讯（记者 李玉娇）近日，在海东市
平安区三合镇祁新庄村、东村的田间地头，
西兰花、有机菜花、大小均匀的娃娃菜正在
采收、打包、装车，现场一派丰收繁忙的景
象，
该区露地蔬菜进入了丰收期。
近年来，平安区的蔬菜产业得到了较快
发展，相继建成了一批规模化高原夏菜生产
基地，引进了一批名、特、优、新蔬菜品种，蔬
菜产业已逐步成为该区实现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的新型产业之一。
每年 6 至 9 月份内地气候炎热之时，正
是平安区河湟谷地雨热同季期，是各类蔬菜
生产旺盛的最佳时期，最适宜于耐寒蔬菜的
生长发育，且产品色艳质优。相对于内地，
叶菜类、根菜类和茄果类蔬菜反季节生产优
势明显。同时，由于平安区独特的高原冷凉
性气候条件和大面积富含钾、硒元素的土
壤，生产出的露地蔬菜品质优良、绿色无公
害、营养丰富，深受市场青睐，产品远销广
东、西安、重庆等地。
据了解，为进一步规范实施 2019 年露
地蔬菜种植补贴项目，杜绝出现虚报冒领等
问题，自 7 月 29 日以来，该区蔬菜技术服务
中心技术人员分赴各乡镇开展露地蔬菜种
植大户现场核查丈量工作。目前，已完成三
合镇、平安镇、巴藏沟乡、古城乡 10 家种植
企业、合作社、种植大户露地蔬菜现场核查
丈量工作，
确保了露地蔬菜种植产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