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2019..99..1111
责编/鲍吴辉 组版编辑/刘春元 主任/李玉芬

特22 特1515投稿邮箱：qinghfzb＠126.com

民和回族
土族自治县

■文 / 图 石延寿

发展经济 保障民生添福祉

精准发力 奏响脱贫攻坚最强音
脱贫攻坚 ,是全社会关注的民生焦点。民和县

高度重视扶贫工作 , 2012 年民和县被列为六盘山

片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重点县以来 ,扶贫

力度更大 ,扶贫举措更强 ,全县减少贫困人口 7.7 万

人 ,但民和县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 ,扶贫任务仍然

艰巨。2015 年打响脱贫攻坚战以来 ,民和县委县政

府带领全县各族人民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决

心 ,直面贫穷 ,精准发力 ,在青海东部门户大地奏响

脱贫攻坚最强音。

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 ,民和县建立了

“县有指挥部、乡镇有工作站、村有工作室”的脱贫

攻坚三级网络体系 ,确定了脱贫攻坚目标 ,制定出

台了全县脱贫攻坚实施方案和 21 个行业扶贫专项

方案 ,对精准识别确定的 125 个贫困村的 10641 户

42232 人建档立卡贫困户 ,严格按照“两不愁、三保

障”要求 ,对症下药 ,靶向治疗 , 同步推进健康扶贫、

就业扶贫、金融扶贫、教育扶贫等扶贫，三年来如

期完成 101 个贫困村退出、8140 户 3.56 万人脱贫的

年度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脱贫攻坚三年来,全县125个贫困村的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设施得到全面建设,实现了贫困村安全饮水、村道硬

化、村级服务中心、美丽乡村、电商中心、移动光纤、生产生

活用电、危房改造、学校、卫生室建设“十覆盖”,贫困户子女

15年免费教育以及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劳动力技能培训、

贫困户产业扶持、结对认亲帮扶、家庭签约医生“七覆盖”,
3800多户贫困户通过易地扶贫搬迁挪出“穷窝”奔向新生

活。同时坚持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依托新时代农

（居）民讲习所，教育引导群众摒弃“等靠要”思想，焕发“我

要脱贫”的内生动力，用勤劳双手创造美好幸福生活。特

别是2017年实施的北山乡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成为全省首

个整乡易地扶贫搬迁乡。来自北山乡的省人大代表李发

辉在今年全省两会上激动地说:“北山乡实施整乡易地扶贫

搬迁,几百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只交纳了1万元便住上楼房,
这都是党的好政策带给村民们的幸福生活,我们将永远牢

记党的恩情,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今年，民和县还出台“未贫先防”的精准防贫举

措，拿出 1000 万元资金作为防贫保险金，瞄准低收

入非贫困户和非高标准脱贫户两类临贫易贫重点

人群，抓住因学、因病、因灾等致贫返贫关键因素，

分类设置精准防贫标准和程序，用改革的办法防

贫堵贫，控制贫困增量，从源头上筑起发生贫困的

“截流闸”和“拦水坝”，着力构建“全面覆盖、具体

监测、精准防贫”的大防贫格局，全面提升脱贫质

量。

提质增效 经济建设实现新跨越
民和县是一个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农业县，但全县

60%以上的可耕种土地却都在干旱浅山地区，农业处

于“靠天吃饭、广种薄收”现状。改革开放以来，伴随

着普遍实行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

责任制，农业生产快速发展，粮油产量逐年上升，养

殖产业持续壮大，为民和农村带来了勃勃生机。特

别是 40 万亩全膜覆盖双垄栽培技术的推广，全县

60%以上的干旱山地种出“千斤粮”，实现了全县粮食

产量的一路迅速攀升，并走在全省前列。同时依托

丰富的秸秆资源,加快推进农牧联动发展,形成了以

农带牧、以牧促农、农牧互补、良性循环的一个立体

高效发展模式——“民和模式”，并着眼于延伸“民和

模式”内涵,建成了民和县高原特色现代农业科技示

范园区，实现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发展，带

动了以“黄河彩篮”为核心的设施农业发展。截至

2018 年底，全县农作物总播种面积达 3.8 万公顷，实

现粮食产量 32万吨、油料产量 0.95万吨、蔬菜产量达

12万吨，累计建成规模养殖小区(场)196家、家庭牧场

5800 多户，秸秆饲草加工利用率达到 40%以上,全年

出栏牛羊猪等 33.6万头只，民和县先后两年获得“全国

粮食生产先进县”的殊荣。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蓬

勃兴起，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 109国道老鸦峡至川口

的狭长地带上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兴起，形成

了我省有名的“硅铁走廊”。2008年，在落后产能淘汰

政策下，加速工业转型升级，催生了下川口新型工业

园，以铝产品深加工为主导，以新型材料加工和能源

产业为特色的民和县新材料产业园正在建设,标志着

民和工业正朝着低碳、绿色、循环产业方向转型升级,
正努力培育新能源、新材料、轻工业等新的工业经济

增长极。

全力强植三产后发优势，加快电子商务、信息技

术、劳务经济等产业发展。目前全县乡镇电商覆盖率

达 100%、行政村电商覆盖率达 44%，全县实现网上交

易额 1亿元。2018年全县劳务输出 10.8万人次，实现

劳务收入 11.2亿元。喇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在抓紧

建设，永录民俗博物馆、天路桃源、七里花海等乡村旅

游悄然兴起,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趋势愈加明显。

2018年全县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233.6万人次,同比增长

19.6%，实现旅游总收入 7.2亿元，同比增长 30.5%。

统筹推进 城乡建设催生新气象
近年来，民和县紧紧围绕建设兰西经济区重要节

点城市这一发展目标，本着“富规划、精建设”的理念,
以大投资加快对旧城的有效改造,高起点开发建设新

城区。目前，民和县城规划建成区面积达到 10.3平方

公里,城区绿化率达 26%,城镇化率达到 33.76%，全县

城乡面貌处处焕发出新气象。

在加快城镇化建设中,民和县更加重视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川海大桥、团结大桥加快建设,
县政务服务中心、县人民医院、民和一中、民和三中、

市民健身中心、川大高速、民小公路、综合客运枢纽

站等已投入使用,农村公路通畅率达 100%、村道硬化

率达 88% ,客运班车通乡、通村覆盖率和城乡公交车

通乡、通村覆盖率持续提升。水库、贫困村水利基础

设施、贫困村人畜饮水安全等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卓

有成效,实现河长制全覆盖。

在 8 月下旬召开的民和县委十六届九次全体会

议上，民和县委提出：突出以人定城、以水定城、以地

定城、以文定城，推进产城融合、园城融合、乡城融

合、文城融合，不断开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新局

面，精心塑造青海东部门户城市新形象，努力走出一

条具有民和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到 2020 年

全县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40%，特色小镇和美丽城

镇建设初具雏形；到 2025 年全县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达到 50%，川海一体化基本骨架初步形成；到 2035 年

全县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60%，川海一体化发展机

制更加完善，城镇辐射功能显著增强，撤县建市目标

基本实现。

为使“好蓝图”早日变成“实景图”，民和县提出高

起点规划，做到统筹多规合一，形成规划一张蓝图，

高标准建设，突出川海一体化发展、坚持生态宜居发

展、突出产业集聚发展，打造兰西经济区重要节点城

市。高质量推动，大力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进一

步改善城镇人居环境；高质量、特色化建设美丽城镇

和美丽乡村，完善城镇公共服务设施，补齐基础短

板，弥补功能缺失，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高水

平管理，提升城镇依法依规和常态化、精细化管理水

平，着力塑造青海东部门户城市新形象。

造绿治污 筑牢青海门户生态屏障
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近年来，民和县将生

态文明建设融入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始终坚持

生态优先理念，扎扎实实推进生态工程、节能减排、环

境治理，坚决守牢生态红线，扎扎实实推进生态环境保

护，倾力打造天蓝水清山秀的青海门户城市生态宜居

新形象。

着眼“造绿”，扎扎实实推进生态建设。近年来，

民和县立足“生态立县”战略，以创建生态文明先行

区为契机，以林业重点工程建设为抓手，以城镇、村

庄绿化为重点，深入推进荒山绿化、农田林网、天然

林保护工程建设，持续加快“三绿”建设步伐，筑牢生

态屏障，改善人居环境。按照“城市园林化、道路林

荫化、庭院花园化”的总体思路和“一路一品、一街一

景”等绿化理念，加快县城及南山绿化，以“绿化、美

化、香化、净化”为目标，加强集镇和村庄绿化，不断

改善农村群众居住环境。目前，全县林地面积 10.5万

公顷，有林地面积 2.2万公顷，活立木蓄积量 176.01万

立方米、增长 42%，森林覆盖率达到 28.5%，县城新增

绿地面积 25.3万平方米、绿地覆盖率 24%。

着眼于“治污”，坚定不移狠抓环境治理。扎实

开展“三高”企业改造，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严格控制

污染物排放。深入推进湟水流域综合整治，持续做

好城乡污水、垃圾处理，强化工业废气、建筑工地、道

路扬尘、餐饮油烟排放等综合治理，常态化开展河湖

管理，狠抓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治理，全县生态环境明

显改善，更加宜居。目前，民和县城生活污水处理率

达 83%以上，县城空气优良率达到 81%以上，湟水河

民和桥断面近三年水质达标率为 83.8%以上。

综合施策 民生福祉持续增进
近年来，民和县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路，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作为工作的着力点和

出发点，坚持民生优先发展取向，以 80%以上财力全力

提升民生保障水平，坚定不移推进人民福祉持续改善，

让民和的发展更有“温度”，让百姓的生活更有获得感。

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不动摇。“十二五”

以来投资 7.27亿元实施教育基建项目 210个,改建、新

建校舍面积 34 万平方米,消除 D 级危房 3.5 万平方

米。2018年对 89所贫困村学校实施校舍改造，119所

学校实施教育装备“全面改薄”项目。

卫计事业全面进步。新农合参合率、城镇居民参

保率均达 99%以上,民和县人民医院顺利迁入新址并

运行,县二医院搬迁及门诊医技综合楼顺利推进,5 个

乡镇卫生院业务用房已交付使用。同时医改工作成效

显著,分级医疗实现双向转诊，公共卫生工作扎实推

进，县域整体医疗服务能力明显提升。

社会保障能力显著增强。实施农村危旧房改造

9500 多户，确保住房困难群众住有所居。城乡低保、

特困供养、优抚对象、重度残疾对象实现应保尽保,临
时救助、大病救助、居家养老力度不断加大,全县贫困

人口医疗救助覆盖率达 100%。

城乡公共文化建设全面推进,文艺事业得到较快发

展,文化软实力进一步增强。全县22个乡镇建有乡镇综

合文化站、312个行政村已建成村级文化活动室,“送戏

下乡”、文化“进村入户”、流动图书服务、民间群众文化

活动等有效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区创建取得显著

成效,全县上下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民

族关系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提升。

七十年励精图治，七十年激情跨越。催生了民和

大地的辉煌巨变。站在历史的新起点，民和县各族

人民更加众志成城，正豪情满怀地奋进在建设兰西

经济区重要节点城市的新征程上，谱写着更加美好更加美好

的新篇章。

地处甘青交界的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是一个汉、回、土、藏等民族为主的民族自治县，历史悠久，文化积淀丰厚，是青藏高原河湟流域的一块沃野之地，被誉为青海的“东大门”。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下，民和历届县委县政府团结带领全县各族人民励精图治，砥砺奋进，全县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民和县委县政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紧紧围绕“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聚焦脱贫攻坚，全县经济实现了平稳较快发展，综合实力显著提升，人民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全县生产总值92亿元，地方财政收入2.53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达26.54亿元，固定资产投资达54.6亿元，比改革开放之初分别增长93.88倍、47倍、88.5倍、780倍，2018年农村常

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791元，而1978年全县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仅仅为64元。

这一组组数据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暨青海解放70周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民和大地所发生的辉煌巨变……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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