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报讯（记者 蒋晖）近年来，海东市
平安区围绕生态文明建设“两山行动”，
加大资金投入，扎实开展湟水河流域水
污染防治与水生态等一系列河道治理工
程，确保了河畅、水清、岸绿、景美。

平安区把生态文明建设、河（湖）长
制纳入责任单位年度目标责任制考核，
制定了《平安区河（湖）长制联防联控工
作制度》等文件，出台河（湖）长制会议、
督查考核问责、河（湖）长巡河等 8 项配
套制度，建立起河道巡查保洁、资金保
障、部门分工协作、公众参与和司法协作
五大机制，水域管护责任得到有效落
实。在环保督察问题整改方面，平安区
全力推进西沟峡砂石开采和养殖企业污
水排放等乱象整治，一大批群众关心、社
会关切的生态环保问题切实得到整改。
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涉及平安
区的12项已全部完成整改和区级销号，
9 项完成市级销号，7 项完成省级销号。
第二轮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涉及平安
区的共有4项，目前正在整改当中。

同时，平安区紧盯河（湖）长制工作
“六大任务”，全力推进“清河”“清四乱”
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乱搭乱建、乱采
乱挖、乱排乱放等现象，河（湖）长制从

“有名”全面转向“有实”。 2019年，平安
区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到或优
于Ⅲ类的比例为100%；黑臭水体治理达
标率为100%；区域内5条湟水河主要支
流水质达标率为100%；湟水河水质达到
IV类水功能区要求。

此外，平安区投资2.59亿元，分两期
实施平安污水处理厂项目，目前日处理
生活污水 3 万吨；投资 3880.23 万元，实
施平安污泥处理厂项目，实现污泥、餐厨
垃圾减量化、无害化综合治理。投资
1.68亿元实施湟水河流域白沈沟支流水
污染防治与水生态修复工程；投资1.35
亿元建成驿州湿地公园；投资7900万元
实施祁家川支流生态修复及环境综合整
治项目，极大地改善和提升了湟水河流
域和城区人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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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颜金梅 通讯员
李国强）连日来，青海省高速公路
交警支队各大队紧盯道路交通秩
序管理的“顽疾”“痛点”，全力补齐
夜间道路交通安全监管短板，在辖
区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整治风暴。

从 9月 1日至 9月 5日，高速交
警支队共出动警力 110余人次，警
车25辆次，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260起。

期间，高速交警支队针对夜间
0 时至 5 时的交通特点、交通事故
多发等实际情况，强化路检路查，
领导班子成员深入各大队抓督导，
确保各项工作压力传导到最基层、
落实到第一线。同时，结合当前正
在开展的危险化学品运输交通安
全“除隐患、防风险”专项整治行
动、“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以
及酒驾醉驾治理统一行动，在辖区
主要收费站或高速公路出入口设
立夜间交通秩序集中整治检查点，
轮流开展夜间集中整治工作。采
取现场查处和巡逻管控相结合的
方式，及时拦截预警车辆并查纠处
罚“红眼”客车、涉嫌非法营运车辆
通行轨迹，坚决做到整治“零容忍”

“无盲区”“不间断”。

高速交警

查处交通违法260起

□时报记者 张璐通讯员 柴明杰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

新奋斗的起点。要有利于激发欠发达地
区和农村低收入人口发展的内生动力，
有利于实施精准帮扶，促进逐步实现共
同富裕……”日前，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
县台子乡哇麻村党员活动室里，传来了
哇麻村“第一书记”徐现臣给村民宣讲习
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的声音。

除了学习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
外，还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讨论今年发
展旅游的主要项目，收集大家的意见建议。

“徐书记，今年的售货摊位，我能不
能租一个，我想卖点酿皮子。”“今年我们
的旅游景区能不能上一些娱乐设施，这
样来的游客既有看的又有玩的……”

会议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讨论得
热闹非凡。

自 2018年 4月，徐现臣被单位选派
到哇麻村驻村扶贫以来，哇麻村村庄变
美了，道路变宽了，产业兴旺了，大家脸
上的笑容也比以前增多了。

“这都得归功于党的好政策和省委
组织部的好干部对我们的帮扶，没有他
们，我们做梦也想不到能住上今天的新
房子，过上这样的好日子。”眼见着村庄
越变越美，道路越变越宽，日子越过越
好，家住三社的王秀梅老人看到村庄近
几年的变化，言语里满是感激。

哇麻村是省委组织部联点帮扶的贫
困村。自 2015年以来，在省委组织部的

大力帮扶下，驻村工作队实干苦干，通过
发展到户产业，开展技能培训，推动劳动
力转移，建设高原美丽乡村，乡风民风大
变模样，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全村脱贫率
实现100%，2019年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到9118元。

2016年哇麻村实现整村脱贫后，如
何进一步提升扶贫工作力度，巩固脱贫
攻坚成效，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工作队”，
成了驻村工作队最关心的问题。

哇麻村位于互助县半脑山地区，这
里山大沟深，气候寒冷，地理位置偏僻，
发展种植业不具备优势，发展养殖业形
不成规模。驻村工作队在深入考察环
境，征求群众意见中，发现村中山势峻
秀、造型各异，植被茂密、风光旖旎，逢年
过节常有周边村民自发来哇麻登高祈
福，畅游山水。这启发了驻村工作队：合
理利用好这一独特的自然资源，因村施
策，发展乡村旅游业也许是一条可以实
现致富小康的可行之路。

在同村“两委”干部共同商讨，大家
一致同意后，哇麻村最终确立了发展乡
村生态旅游的思路。方向明确后，剩下
的就是全力以赴走下去。然而成功的路
上并不总是鲜花和掌声。驻村工作队经
历过争取项目无功而返的失落，饱尝过
规划设计不能实现的沮丧，也享受过规
模初显、效益渐佳的喜悦，分享过凝心聚
力、共创事业的振奋。

工作队员柴明杰至今仍记得发展乡
村旅游刚起步时的艰辛：“我们曾经为了

讨论规划景区方案，连续熬夜通宵，为了
加快督促项目落地废寝忘食，为了购置
旅游景区设备设施风雨无阻，为了挖掘
景区文化内涵绞尽脑汁。”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几年来，在驻村
工作队和村干部的努力下，哇麻村已成功
打造出了龙头山风景区、寺滩沟徒步旅游
基地等特色景点，乡村旅游已初具规模。

为了带动村民从事旅游业的积极
性，驻村工作队还大力扶持家庭基础条
件好的农户发展“农家乐”，举办“创业+
厨师”技能培训班，带领大家赴卓扎滩
村、边麻沟村、油嘴湾村等地借鉴学习优
秀的旅游经验，通过找差距、补短板，提
升旅游管理服务水平。

去年，哇麻村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量达10万人次，通过带动“农家乐”，农副
产品销售等，实现经济收入近20余万元。
今年年初还入选了第二批“国家森林乡
村”以及“全省乡村旅游重点村”。看着乡
村旅游给村民们致富奔小康带来了财富
和希望，徐现臣笑在脸上，甜在心上。

“下一步，我们要在大力保护和合理
开发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旅游基础设
施，提升景区服务质量和知名度，让更多
群众吃上‘旅游饭’，摘下穷帽，鼓起腰包，
相信哇麻村的明天会越来越好，老百姓的
日子会越过越好！”徐现臣自信地说。

哇麻村走出“旅游兴村”致富路

时报讯（记者 周晓华）近年来，海东
市乐都区将餐饮单位量化分级管理作为全
面提升餐饮单位质量水准的重要手段，严
格落实主体责任，推进示范引领建设，全
面提升餐饮质量安全、环境设施标准、文
明服务和规范管理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
众对餐饮业的新期待、新要求。

乐都区重点从规范食品经营企业的证
照、台账、索证索票等入手，要求企业做
到 100%保证店铺内外环境整洁有序、
100%统一悬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公示
牌、100%保证亮照经营和人员持健康
证、100%原材料可追溯、100%达到保障

食品安全的各项要求和条件、100%量化
分级公示管理。严格规范进货查验索票索
证、规范加工操作流程，统一防蝇防尘设
施、从业人员工作服、厨房用具存放处，
做到公示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业人员健康
证、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监管人员信息、
食品添加剂、检疫检验证明，进一步规范
食品监管操作流程。

同时，督促经营者建立健全各项制
度，公开食品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从
业人员健康证明、监管人员联系电话等，
确保食品经营门店做到“依法经营、诚信
公道、证照齐全、干净整洁、热情友好、

文明有礼”。实行片区监管人员坐班制管
理，促使餐饮单位、食品经营者食品安全
监督和管理措施落实到位，明确各级监管
机构的工作职责和事权划分，统筹配置监
管资源，细化责任落实，推行执法检查网
格化、痕迹化，实现日常监管全覆盖。

截至目前，乐都区量化分级等级评
定 A 级单位 17 家，B 级单位 51 家，C 级
单位 637 家。乐都区实行餐饮服务食品
安全监督量化分级管理的餐饮单位达到
705家，占餐饮单位总数的 98%，餐饮服
务食品安全量化分级管理进入标准化、
规范化轨道。

乐都餐饮量化分级管理率达98％

平安力促湟水河流域

水环境改善

9月7日，
海 东 市 化 隆
回 族 自 治 县
中 医 院 开 展
了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防 控 模
拟 演 练 。 图
为 医 护 人 员
在 采 集 核 酸
检测样本。

时报记者
尕桑才让 通
讯员 韩伟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