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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东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
时报讯（记者 胡生敏）近年来，海东市
将建设“四好农村路”作为乡村振兴重要
任务之一，采取多种措施建好、管好、护
好、运营好农村公路，加快推进“四好农村
路”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在农村公路管理养护工作
中，海东实行“统一领导、分级负责、以县
为主、乡村配合、多方投入、保障畅通”的
模式，在全市范围建立乡村公路管理站 94
个，乡镇管理机构建成比达 100%。乐都
区、平安区被交通运输部、国家扶贫办、农
业农村部评为全国“四好农村路”示范县，
乐都区被评为全国第一批城乡交通一体
化试点县。
为推进“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海
东市编制完成了《海东市农村公路网规划
（2014-2030 年）》，及时对全市农村公路网
规划进行调整；持续加大农村公路建设力
度，着力提标升级，提高农村公路通达深
度、抗灾能力和安全水平。细化工作职
责，建立起行业路政管理和乡、村协管相
结合的三级农村公路路政管理模式，推行
养护、管理巡查结合新机制，不断强化路
政管理，有效维护了农村公路路产、路权；
加强超限超载治理，联合开展集中整治，
有效防止超载车辆绕行农村公路，保护农
村公路建设成果；全面排查治理农村公路

安全隐患，加大农村公路病害路段和危桥
整治力度，农村公路安全通行水平逐步提
升，公路通行环境得到大力改善。
此外，加大资金投入和养护管理力
度，农村公路养护资金到位率达到 100%，
积极开展农村公路技术状况评定、农村公
路管理养护年和农村公路养护管理示范
路创建活动，加大日常养护和预防性养护
力度，加快实现“有路必养”。积极探索适
合我市实际的农村公路养护管理新途径、
新模式，发挥乡镇政府、村民群众的积极
性，鼓励农村公路沿线村民积极参与养护
工作，不断推动农村公路向规范化、专业
化、机械化、市场化的方向发展。不断强
化对各县区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工作的督
查，通过加强养护管理，提高农村公路通
畅水平和服务水平。
截至 2018 年底，全市公路通车里程达
11946.1 公里，全市 94 个乡镇、1587 个行政
村全部通沥青水泥路，公路通畅率 100%；
行政村村内道路硬化全部完成，村道硬化
率为 100%，实现了所有行政村村道硬化
全覆盖。

我市建设系统为脱贫攻坚加足马力
时报讯（记者 张娜）近年来，海东市住
发改、交通、林业等各部门互相配合，将房
房和城乡建设局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头
屋建设、村庄道路硬化、人饮灌溉、环境综
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深入实施“八个
合整治、土地整理、村容村貌整治等资金
一批”脱贫攻坚行动计划，坚持整体推进
进行整合，全方位推进高原美丽乡村建
与精准到村到户相结合、各方支持与农户
设。严格农牧民危旧房改造程序，实行
自身相结合，全面推进以农牧民危旧房改 “三级审核、三榜公示”制度，严把村社评
造、高原美丽乡村建设为主的行业扶贫工
议关，逐一核查申报对象，做到了改造计
作，全力打好建设系统精准扶贫攻坚战。
划公开、对象家庭情况公开、享受补助标
海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把农牧民
准公开，项目建设资金实行封闭管理、专
危旧房改造、美丽乡村建设与精准扶贫工
户储存、专帐管理、
“一卡通”发放，确保了
作结合起来，牢牢把握全面改善农村贫困
项目资金的安全。根据农村人口居住情
户安全住房这一主线，充分尊重群众意
况，以农村社区为节点，农村集体经济组
愿，按照农村危旧房改造工作要求，切实
织成员身份与权利不变以及社区居民属
改善了贫困户居住条件，提高了生活质
地化管理的原则，探索中心村组织机构设
量。在统筹安排的基础上，重点解决农村
置新模式，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选优
建档立卡等 4 类重点对象的住房问题，优
配强村“两委”班子，不断优化村干部队伍
先考虑精准扶贫工作统筹考虑偏远贫困
结构，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组织保障。大
山区、脑山地区农牧民住房建设的需要。 力宣传高原美丽乡村建设及农牧民危旧
在农牧民危旧房改造对象的审核确定工
房改造的各项扶贫政策、
“两不愁三保障”
作中，坚持民主评议，
“ 三级审核、三榜公
住房建设等内容，通过宣传好典型、好经
示”，确保建档立卡户对 4 类重点对象纳入
验、好做法，充分调动群众参与建设的积
补助范围。在改造中注重彰显地方特色
极性和主观能动性。
理念，规范运作程序，做到管理与规划建
设有机结合。
此外，通过积极沟通、主动对接，落实
省级各相关部门帮扶联建资金，市、县区

海东公路养护应急保障大队挂牌
时报讯（记者 陶成君）近日，海东公路
养护应急保障大队举行挂牌仪式。据悉，
成立海东公路养护应急保障大队既是健
全海东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养护应急保障
体系，增强应急保障能力建设的一件大
事，也是规范公路养护应急保障队伍建
设，提升公路通行能力的重要举措。
公路养护应急保障工作事关人民群众
安全便捷出行，
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是

广大群众和社会关注的焦点。下一步，海
东公路养护应急保障大队将尽快规范完善
内部管理体制，
形成工作合力，
实现工作整
体效能提升。同时，将切实承担好海东总
段管养范围内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应急抢
险保通和突发公路灾害处治工作，时刻把
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真正
把应急保障大队建设成一支
“装备精良、
训
练有素”
的公路应急保障力量。

近日，海东市老干部局主办“礼赞新中国·点赞新青海·赞美新海东”书画展，活
动共征集了 80 幅书法作品、41 幅美术作品进行展览，以书画艺术讴歌党、讴歌祖
国、
讴歌人民。
时报实习记者 蒋晖 摄

海东露天矿山综合整治再提速
时报讯（记者 李玉娇）近日，海东市
印发《海东市加快推进露天矿山综合整
治工作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
对切实做好露天矿山综合整治工作，坚
决打赢蓝天保卫战各项工作作了安排
部署。
《方案》明确，到 2020 年底前，全面
完成全市露天矿山综合整治工作。
开展露天矿山综合整治是打赢蓝
天保卫战三年行动，加快建设青藏高原
山水田园、生态绿色、宜业宜居的现代
化新城，实现兰西城市群节点崛起的有
力保证。海东市计划到 2020 年底前，通
过综合整治，实现资源利用更高效、矿
容矿貌更美化、生态环境更优化、开发
秩序更有序、持证露天矿山开采更规范
等目标任务。
据了解，此次综合整治主要包括全
面摸底排查露天矿山情况、依法开展露
天矿山综合整治、加强露天矿山生态修
复、建立健全露天矿山监督管理长效机
制 4 项内容。
《方案》要求，各县区要全面
核查本地区露天矿山基本情况，重点排
查违法违规审批露天矿山采矿权，无环
评手续、采矿许可证和不按批准的开发
利用方案进行开采、乱采滥挖、无证开
采、超层越界开采等违法违规行为。在
今年 12 月底前，对发现存在违法违规行

为进行集中打击和整治。对不符合相
关规划、无法按期完成环境生态整治
的、拒不停产或擅自恢复生产的依法强
制关闭；对责任主体灭失的露天矿山，
加强修复绿化，消除地质灾害隐患；对
在摸底排查中发现的涉黑涉恶线索，及
时移交当地扫黑办及相关部门。同时，
按照“谁治理、谁受益”的原则，结合矿
山旅游、生态产业等项目探索多渠道多
方式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新
模式，
加快生态修复进度。
《方案》中还对建立健全露天矿山
监督管理长效机制等工作作了安排。
要求各县区严格控制新建露天矿山建
设项目，重点区域原则上禁止新建露天
矿山建设项目；符合条件确需设立的新
建露天矿山建设项目，要严格执行生态
环境保护、矿产资源规划和绿色矿山建
设行业标准等准入要求。在此基础上，
加快推进辖区内绿色矿山建设，建立本
级考评机制，健全露天矿山综合整治监
管体系，推动全市露天矿山综合整治取
得实效。

(上接A01版)
走进河湟新区，一座投资 78 亿元、
占地 3500 亩、可容纳 5 万人居住的高铁
新城拔地而起，
市民公园、
医院、
车站、
九
年一贯制学校和完全小学、
6 所幼儿园等
公共配套设施已全部交付使用，近 5 万
拆迁群众入住新区成为市民。人气商气
聚集，
让新区的发展活力全面显现。
同时，随着双创平台日渐成熟，河
湟新区创新氛围更加浓厚。目前新区
已建成 1000 多平方米、可提供 100 多个
免费工位的众创空间、7 万平方米的孵
化器大楼，10 万平方米的标准厂房以及
中关村基地人才公寓、柳湾咖啡馆创业
服务楼等一系列配套服务设施，已形成
了一条从“众创-孵化-加速-产业化”的
创新生态链。目前，已累计入驻企业近
200 家，拥有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

家，培育高新技术企业近 20 家，申请各
类专利 300 多项。
依托综合立体交通优势，海东河湟
新区着力推动青藏高原东部独具特色
的现代物流商贸中心建设。目前，省内
第一家海关特殊监管场所曹家堡保税
物流中心（B 型）已封关运营。自保税物
流中心运营以来，进入中心的货物总值
约 11 亿元，保税物流中心（B 型）作为全
省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平台作用逐渐显
现。通过全面推进“绿交通、绿河谷、绿
屏障、绿庭院、绿厂区”行动，河湟新区
相继实施了新区道路景观绿化、柳湾湿
地生态水系公园、平西经济区南山绿化
等 13 项永久性绿化工程。目前，已累计
投 入 资 金 约 10 亿 元 实 施 国 土 绿 化
1333 余公顷，绿化率达到 60％以上，绿
色已成为新区最美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