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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都精准扶贫助群众“精准脱贫”
□时报记者 李富生
脱贫攻坚号角吹响以来，海
东市乐都区从易地搬迁、旅游扶
贫、产业发展等方面精准扶贫，
改变了穷山乡的面貌，奏响了脱
贫攻坚最强音，
“绣”出了脱贫致
富奔小康的新画卷。
走进乐都区达拉土族乡白
草台新村赵成梅家，赵成梅正在
客厅里缝制灯笼，一针一线，特
别仔细。2018 年 10 月，赵成梅
一家从山上搬了下来，除了照顾
两个孙子，她闲暇时间靠做灯笼
和手工艺品增加收入。赵成梅
说：
“ 灯 笼 成 本 是 120 元 到 130
元，制作完成一个灯笼要四、五
天，收购一个是 350 元，一个月下
来能挣 2000 到 3000 元。
”
白草台新村由达拉乡的 15
个贫困村组成，为了让这些贫困
村有更加舒适和方便的居住环
境 。 2012 年 白 草 台 新 村 开 建 ，
2015 年 9 月竣工。现在，白草台
新村里家家户户都住上了新房
子，自来水、天然气、太阳能热水
器等设施全部入户，人均收入稳
步增长。
因为易地搬迁，白草台新村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得
益于乡村旅游，高庙镇新庄村村
民们也过上了不一样的生活。
位于高庙镇新庄村的卯寨景
区是一个集民俗农事体验、住宿
餐饮娱乐为一体的休闲农业和乡
村旅游示范点。近年来，借助乡

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通过
“政府搭
台，能人唱戏”，新庄村走上了一
条
“党建+旅游”
“生态+扶贫”
的乡
村振兴之路，实现了从“穷山沟”
到“金窝窝”的“蝶变”，成了如今
集体经济收入过百万、贫困户增
收明显的旅游乡村。村民祁桃
花就在卯寨景区上班，每个月拿
着 3000 多元的工资，既照顾到了
家里，
还有了收入。
同时，卯寨景区采取“公
司+合作社+农户”景区管理运
营模式，大力发展有机蔬菜种
植、特色家禽养殖、农家院等
旅游配套产业，重点打造了 100
多个小吃餐饮商铺，免费提供
给当地群众和贫困户经营。借
助景区发展，20 户建档立卡贫
困户近 30 名贫困人口脱贫，间
接带动周边近千人就业，村民
吃上了“旅游饭”
。
在此基础上，乐都区整合产
业扶贫项目资金，积极打造洪水
镇大果樱桃、
峰堆乡分布式光伏、
高庙镇卯寨景区旅游扶贫等产
业，紧紧围绕特色种植、规模养
殖、
生态观光等具有特色鲜明、
带
动力强的扶贫产业，为贫困群众
谋“钱途”，让一项项扶贫政策落
地有声，
实现了113个贫困村如期
退出，
7569户25663人如期脱贫。

互助巧打
“三张牌”走特色农业路
时报讯（记者 李富生）近年来，海东市互助土
施农牧业品牌化发展战略，特色优势农畜产品
族自治县围绕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的
影响力和产业竞争力不断提升。目前，全县注
要求，积极开展农业标准示范，巧打“绿色牌”
“品
册农畜产品商标 91 个，认证无公害农畜产品 25
牌牌”
“ 融合牌”，不断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
个、农产品地理标志 5 个、绿色食品 7 个、绿色
体系，着力打造优势农畜产品，大力提升农畜产
食品原料燕麦和蚕豆标准化生产基地 15 万亩，
品价值链，
促进全县农牧业提质增效。
“三品一标”农产品占全县农产品总量的 60%以
互助县坚持以产业发展促进乡村振兴战略
上，标准入户率达 80%以上。积极培育互助特
的全面实施，坚持创新驱动、绿色引领、质量兴
色农产品，“互助马铃薯”、“互媚牌”八眉猪、
农，集聚要素资源，着力打造地域特色鲜明、生产
互助葱花土鸡、“汉尧”菜籽油等农畜产品知名
经营体系完备、业态类型丰富的特色农业品牌。 度和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
全县共建成油菜、马铃薯、蚕豆、蔬菜无公害农产
此外，互助县紧紧围绕建设高原旅游名县的
品标准化生产基地 60 万亩、千亩标准化生产示范
发展定位，把发展乡村休闲产业作为现代农业的
基地 31 个。开展统防统治，初步实现农药使用量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开发山区生态资源和县
负增长。全县 18 个乡镇成立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城近郊农业资源，发展“旅游+现代农业”，结合美
管站，在全省率先实现乡级检测机构全覆盖，在 6
丽乡村和乡村振兴示范点建设，建成集休闲、观
个乡镇设立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点 17 个，并安装
光、
娱乐、
采摘、
体验、
示范为一体的东和乡麻吉油
网络视频系统，
实行远程实时监控。
嘴湾花海、
威远镇卓扎滩原生态景区、
塘川等休闲
同时，互助县依托区位、气候、环境优势
农业和乡村旅游基地 13 个。培育出通达油脂、汉
和产业基础，以互助马铃薯、菜籽油、八眉
尧等一批农产品生产加工的龙头企业，不断做强
猪、葱花土鸡等特色农畜产品为重点，大力实
做大青稞酒产业，
延伸全县农产品价值链条。

海东供电公司开展主题教育

“五个一”活动
时报讯（记者 张娜 通讯员
和乐都区城镇学校开展用电隐患
李永鹏 ）近日，国网海东供电公
排查，对用户的用电设备、线路、
司各党（总）支部陆续开展“不忘
自备电源等开展拉网式检查维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五个
护，
对发现的隐患及时消缺，
全面
一”主题活动，通过一次政治仪
消除安全隐患；互助县供电公司
式、一次专题党课、一次学习交
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参观青海农
流、一次观影活动、一次岗位实
村第一党支部红色双树展览馆，
践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并重温入党誓词，
齐唱《我和我的
立 70 周年。
祖国》，对互助县中医院、县人民
活动中，海东供电公司各党
医院、土族故土园景点等重要客
（总）分别组织开展升国旗、奏国
户进行用电检查，保障国庆期间
歌仪式。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 安全用电。
让每一位党员接受了一次深刻的
下一阶段，海东供电公司将
党性教育和思想洗礼。仪式过
继续围绕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生
后，各党（总）支部分别开展专题
态文明建设、
电力脱贫攻坚、
三型
党课，
并开展先进典型学习交流， 两网等主题开展交流研讨，拓展
让广大党员干部提升思想认识、 参观红色教育基地、听党史专题
转变工作作风，
以履职尽责、
务实
辅导、
看专题教育片等，
持续深化
高效的作风扎实推进年度各项工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
作任务目标全面完成。
牢记新时代国家电网公司的使命
在党员岗位实践活动中，运
与担当，全心全意服务党和国家
维检修部党支部结合
“防风险、
保
工作大局，迎难而上、不断进取，
安全、迎大庆”安全生产专项行
奋力在
“三型两网”
战略实践中贡
动，开展辖区输电线路及变电设
献海东力量。
备特巡，
开展隐患排查治理，
全面
做好保电期间线路施工、检修管
理；乐都区供电公司党支部开展
安全用电检查进社区、
学校活动，
对七里店易地搬迁集中安置小区

近年来，海东市按照“扶贫先扶智、治贫先治愚”的工作思路，精确瞄准教育薄弱领域和贫困群体，
聚焦教育脱贫攻坚，不折不和落实各项惠民政策。今年 7 月，在共青团平安区委和浙江大学团委的积
极对接下，浙江大学“文化之光”公益实践团一行十余人，赴平安区石灰窑乡上唐隆台村开展支教夏令
营活动，用知识和关怀陪伴村里的孩子们度过一个欢乐而有意义的暑假。图为老师和同学们一起欣
赏美术课上完成的手工作品。
时报记者 胡生敏 通讯员 曾亿诚 摄

民和警方规劝 19 年命案逃犯自首
时报讯（记者 颜金梅 通讯员 刘英福）近日，
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公安局核桃庄乡派
出所成功规劝一名潜逃 19 年的命案在逃人员投
案自首，
有力消除了社会隐患。
据了解，2000 年 2 月 10 日晚，在民和县核桃
庄乡大庄村发生一起故意伤害致他人死亡的案
件。案发后，民和县公安局立即成立专案组展开
调查，先后将韩某东、冶某成等 11 名犯罪嫌疑人
抓获归案，其中一名绰号为“尕姑父”的犯罪嫌疑
人潜逃至今。
19 年来，民和县公安局始终积极挖掘各种线
索摸排查找其踪迹，从未放弃对其的追捕工作。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民和县公安局核桃
庄乡派出所以超常规的措施加大对辖区在逃人
员的追逃力度，强化踪迹摸排分析，坚持精准抓
捕和敦促规劝相结合，力争实现“在逃人员清零”

的工作目标。同时，该局迅速成立缉捕组，对其
有可能藏匿点进行深入研究和系统分析，辗转多
地摸排其踪迹。经三个多月的不懈努力，缉捕组
民警终于证实马某福为该案潜逃的犯罪嫌疑人，
并获悉其可能在海南州活动的信息后，一边进行
精准摸排，一边做其家属思想工作，敦促其尽快
投案自首。
在公安机关的强大攻势下，在逃人员马某福
在家人的陪同下于近日到核桃庄派出所投案自
首，并对其涉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犯罪事实供
认不讳。
目前，犯罪嫌疑人马某福已被依法取保候
审 ，案 件
正在进一
步侦审之
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