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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后进村”到“后劲村”的蜕变
□时报记者 周晓华 通讯员 祁燕
在确定下台村易地搬迁后续产业发展工
“在过去，村‘两委’班子和群众各吹
“今年咱们村集体经济总收入是
作前夕，看到村“两委”干部在村级微信
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如今我们大家共同
24.3 万元，按照每人 300 元给大家分红
群内发的消息时，村民祝克刚有些愤愤
协作，为村级建设作出各自的贡献。”祝
后，剩下的 12 万元用于村集体经济后续
不平。
克刚颇有感触，在村务工作中，党支部靠
发展，对于这一提议，同意的请举手。”近
以前，
这样的思想在下台村党员和群
前了，阻力就变小了；干部的权力变小
日，海东市乐都区城台乡下台村“第一书
众之间屡见不鲜，
“四议两公开”
工作法让
了，
但干事更容易了。
记”邓生栋在村民代表会上就集体收入
村“两委”找到了工作的突破口。通过召
截至目前，该村集中连片种植饲用
分配问题征求大家意见。
开
“三会一课”
，
扶贫（驻村）
“第一书记”
邓
玉米 40 公顷，土豆 3.33 公顷，中藏药材
前不久，
经过村党支部会提议、
村
“两
生栋和党支部书记祝显金组织村“两委” 等 5.33 公顷。当看到公示栏上的实施结
委”
会商议、
党员大会评议、
村民代表会决
干部讲了一场党课，并用活“微党课”，在
果，群众发自内心的给“四议两公开”工
议，下台村出台了村集体收入分配方案， 田间地头，
在农户家中，
在村级微信群内， 作法“点赞”。与此同时，村民们争先恐
让全体村民更加公平地分配集体所得。
村“两委”干部大显身手，为群众讲述了
后地支持折股量化工作、土鸡养殖，电商
曾经的下台村还是一个支部班子不 “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在易地搬迁后续
销售土特产品，参与村庄美化等，只是为
健全、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后进村”，为
产业发展规划工作中，
该村坚持把
“四议” 了在评选“五星级文明户”
“ 最美家庭”
摘掉这顶扣在头上的“穷帽子”，下台村
开在“阳光”下，充分掌握了村、户基本信 “团结、和睦、整洁乡级示范户”时能拔得
让党组织做后盾，让党员冲在前，从“后
息、
实际困难，
分析研判了当前形势，
多方
头筹，
成为大家的榜样。
进村”蜕变成了创优争先、凝聚合力、决
听取意见，针对问题认真分析对策，编制
战决胜脱贫攻坚的
“后劲村”。
审定了《下台村易地搬迁后续产业发展规
划》，
使村级未来发展思路不断明晰，
村民
“村里的人搬迁后，怎么发展后续产
业，还不是你们村‘两委’干部说了算？” 积极参与发展建设的信心倍增。

互助出实招

让人才向基层流动
时报讯（记者 李富生 通讯员 王
克晖）近年来，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
县高度重视人才工作，牢牢把握人才
向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流动的工
作导向，在“选、育、管、用”上下
功夫，确保人才流向基层、留在基
层、服务基层、服务群众。
互助县打通人才向基层输送的通
道，通过选派全县各领域骨干人才到
村担任扶贫 （驻村）“第一书记”和
工作队员，助力精准扶贫；严格按照
选调生服务基层要求，将近年来分配
到互助县的 56 名选调生全部安排到
乡镇和专业技术岗位工作，充实了基
海东的一年四季都很美，而秋季的海东更是美出了不同的层次。位于互助土族
层一线。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
自治县境内的最美旅游公路——扎碾公路两侧层林尽染，
秋景宜人 。
原则，对基层人才队伍开展专业能力
时报记者 颜金梅 摄
提升工程，先后组织开展精准扶贫业
务培训、人才工作者培训、专业技术
人才等各类培训班；组织实施人才培
养“三百工程”，不断提升人才培养
□时报记者 李富生 通讯员 李长伟
约相挂钩，施行积分制管理，奖励加分和
精准度。坚持把精准扶贫、联系服务
“由于你违反《泽林村村规民约》中
违规扣分同步实施。积分管理制度内容
群众、挂职锻炼等工作实践作为年轻
‘言而有信，诚实做人’的规定，村民评分
涵盖了遵守法纪、环境保护、文明乡风、
优秀人才成长锻炼的重要途径。
管理委员会根据《泽林村积分评分办法》 传统美德等村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为保证人才在基层留得住，互
扣除你家积分 5 分，请你签字确认。”这是
对于带头履行村规民约，各方面表现出
助县加强乡镇基础设施建设，优化
色的村民给予加分奖励，对于违反村规
基 层 干 部 办 公 、 住 宿 、 就 餐 环 境 ， 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丹麻镇泽林村
民约，思想觉悟较低者给予扣分处罚，并
丰富干部业余文化生活，让基层干 “两委”探索村民积分制管理办法施行以
来开出的第一张积分扣除
“罚单”。
下达处罚通知书，定期进行公示。年底，
部安心、安身、安业。严格执行
近年来，互助县丹麻镇泽林村大力
该村将村集体经济收益的 10%作为浮动
《关于做好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公务员
发展以文化旅游为主的村集体经济，不
收益，以积分考核结果为依据对积分增
考试录用工作的意见》，坚持新录用
断带动困难群众和全村整体经济发展。 加户给予相应的收益奖励，积分无增减
的乡镇公务员在乡镇机关最低服务
但由于陈旧的思想观念和落后的生产生
户正常发放，积分被扣除户扣除发放相
年限为 5 年的要求，为基层留住年
活习惯，
部分村民思想道德素质仍然较
应浮动收益。
轻优秀人才。
低，
村内
“六乱”
现象依然存在，
文明村风
目前，泽林村积分式管理有效激励
同时，互助县注重在基层一线、
远未形成。精神文明建设已然跟不上生
了村民维护村规民约的自觉，村庄逐步
困难艰苦地区、脱贫攻坚主战场选拔
产发展的需求。
形成了自我约束、相互监督、共同进步的
任用干部，在综治维稳、项目建设等
如何加强对群众的日常管理，巩固
良好风尚，促使广大群众崇尚传统美德、
工作中表现突出的36名干部和21名在
脱贫成果，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
树立文明新风、破除陈规陋习，推动该村
精准扶贫工作中表现优秀的“第一书
记”和驻村工作队员得到选拔任用， 步发展成为扶贫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 环境改善、乡风文明、民族团结、社会经
班子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泽林村扶
济等方面同步发展。
形成了重视基层的选人用人导向，让
贫工作队和村“两委”经多次深入农户走
扎根基层、甘于奉献、群众认可的好
访了解、广泛征求意见，分层分类多次召
干部不被埋没，也充分调动了干部干
开会议讨论研究，制定出了《泽林村积分
事创业的积极性，激发了干部队伍活
评分办法》，将村集体经济收益与村规民
力。

“积分银行”提升文明乡风

平安实施猪肉价格

临时干预措施
时报讯 （实习记者 蒋晖） 近日，海
东市平安区政府下发了 《海东市平安区人
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海东市平安区实施
限价销售猪肉实施方案的通知》，成立检
查组监督检查猪肉平价销售情况，实行猪
肉临时价格干预措施。
此举措开展以来，平安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带队，平安区公安局、发改局、工业
商务局等同志联合监督检查，各单位平均
每日抽调两人次，保证对该区猪肉市场进
行全面监督检查。检查内容围绕是否存在
高于限价销售、欺行霸市、缺斤少两等价
格违法违规行为和不如实填写台账、肉质
量是否安全、“两证一票一报告”是否齐
全等，确保平价销售工作平稳推进，达到
人民满意的效果。
截至 10 月 4 日上午，共检查平安区猪
肉经营门户 112 户次，其中未开门 9 户。
期间，销售平价猪肉 14911.41 斤，检查期
间未发现有高于限价、欺行霸市、缺斤少
两、哄抬价格、串通涨价等违法违规行
为。
据了解，本次限量限价销售猪肉工作
得到了民众的充分肯定与支持，监督检查
工作的开展，及时遏止了猪肉市场的价格
飞涨，并且监督商户建立完整购货台账，
让老百姓吃到有“两证一票一报告”的放
心猪肉。通过检查，猪肉经营个体户也对
未来的经营模式和方式有了更深刻的认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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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等级：无
建议采取措施：各类人群
可正常活动。
对健康的影响：空气质量
令人满意，基本无空气污染首
要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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