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兴海县便民服务大厅，集审批、办证、收费、综
合服务四位于一体，设置国土、民政、社保等窗口，
做到“一个窗口受理、一次性告知、一站式办理、一
条龙服务”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大大方便了农
牧民群众。 本报记者 李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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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祁万强 通讯员 冯
春辉） 近日， 海南藏族自治州召开中
心组扩大学习会， 专题传达学习党的
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和省委党员领导
干部会议精神， 研究部署海南州学习
贯彻工作。

会议指出， 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
四中全会精神， 要深刻把握党的领导
和依法治国的关系， 坚持党领导立
法、 保证执法、 支持司法、 带头守
法； 深刻把握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重大部署，
更好地保障公民民主权利， 更好地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 深刻把握推进依法
行政， 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重大部
署， 加快建设职能科学、 权责法定、
执法严明、 公开公正、 廉洁高效、 守
法诚信的法治政府； 深刻把握保证公

正司法， 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重大部
署，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
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深刻把握增强
全民法治观念， 推进法治社会建设的
重大部署， 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
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 自觉遵守者、
坚定捍卫者。

此次会议强调， 要立足海南州实
际， 全面推进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工
作。 一是深刻领会 《决定》 精神。 着
重理解和把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指
导思想、 总目标和基本原则； 着重理
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工作布局、 重
大任务和重要举措； 着重理解坚持党
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
证。 二是精心组织学习宣传。 各级党
组织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领导干部
要带头学习， 各级宣传文化部门和新

闻媒体要积极营造氛围， 及时向广大
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宣传好依法治国
的基本精神。 三是扎实推进依法治
州。 紧密结合海南实际尽早尽快地把
依法治国的思路举措转化为加强社会
管理、 维护藏区稳定和实施依法治理
的新优势、 新成果， 推动依法治州不
断迈出新步伐， 促进各项事业取得新
成效。

海南州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张琦
告诉记者， 四中全会精神内容丰富、
内涵深刻， 具有很强的思想性、 理论
性、 指导性。 我们要深刻领会、 精准
把握全会精神， 带头学习贯彻， 真正
做到以法治促改革发展、 促公平正
义、 保和谐稳定， 在法治轨道上提高
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进一步推进海
南依法治州的进程。

立足海南 依法治州
兴海建成保障性住房万余套

为了更好地推动全省冬春季旅游业的迅速发
展， 加深旅游交流与合作， 推动旅游共同发展， 冬
春季旅游宣传推介会于11月20日在贵德县黄河逸园
举行。 此次冬春季推介会， 不仅使全省的旅游业站
在了新的起点， 更是在冬春季旅游合作交流、 资源
共享上达成共识。

（记者 李茹 通讯员 马红梅 童学芳）

全省冬春季旅游产品推介会
在贵德召开

本报讯 （记者 李茹 通讯员 祁明德 欧力
宏） 兴海县坚持把保障性住房建设作为民生重
点工程来抓， 形成以 “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 、
多措并举、 快速推进” 的工作局面， 保障性住
房建设得以迅猛发展。

据了解，兴海县从2008年开始至今，建设各类
保障性住房10548套，总投资为72789.4万元。其中
建设廉租房4390套，投资36723.4万元； 建设棚改
房1824套 （包括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项目） 投
入资金 2449万元 （该项目与廉租住房捆绑实
施）。 建设公共租赁房 1410套， 投资7478万元。
在北大街原砖厂共建设39栋2924套， 其中廉租
住房34�栋2104套； 公共租赁房5栋820套， 总投
资为26139万元。 目前工程已全部竣工验收并入
住使用。

保障性住房的建设， 为城镇中低收入住房
困难家庭和外来务工人员、 新就业困难家庭 、
游牧民进城的困难家庭解决了住房困难问题，
实现了住有所居的目标， 对改善民生、 促进社
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生长在子科滩草原上的文化新苗
本报记者 李慧 通讯员 祁明德

在物质生活日益发展的今天， 人
们对文化发展的渴求与日俱增。 兴海
县文化产业示范园以满足农牧民群众
文化需要目标， 将文化产品和销售契
机结合起来， 取得了文化发展与经济
利益的双丰收。

藏文化银饰品夺人眼球
兴海县尖措藏文化银饰艺术有限

公司成立于2013年10月21日， 有业内
专业精英管理， 总部设在兴海县子科
滩镇西大街， 是县城一家专业的藏银
饰制造及销售公司。 公司主要加工生
活用品、 首饰、 服装饰品和宗教用具
等。

当我们走进大厅时， 里面摆满了
琳琅满目的银饰品。 44岁的银匠师傅
赵玉明， 12岁便跟着师傅学习银饰品
加工， 家里世辈以加工银饰为生， 现
在手艺逐渐成熟也开始带徒弟， 眼前
的银饰品都是他们师徒自己加工制作
的。

公司负责人龙藏尖措告诉我们，
公司经营范围是以雕塑工艺品制造及
销售为主的企业。 在经营中公司实行
严格质量管理， 公司拥有数名民间工
艺巧匠， 技术力量雄厚， 质保体系完
善， 深受客户欢迎。

银饰在我国各个民族中的服饰文
化中， 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兴海县
藏文化银饰品不仅传承了当地优秀的
手工艺人文化， 而且在今天得到新的
发展。

奘森民族布艺品引人注目
兴海县奘森民族布艺品文化产业

有限公司， 厂址建在兴海县子科滩镇
莫多新村， 面积1000平方米， 总投资
620000元。 公司借鉴了先进篷房技术，
采用传统设计， 生产销售提供篷房展
览服务。 其主要产品有藏式各类帐篷
和活动帐篷、 救灾帐篷、 旅游的帐篷。
帐篷形式主要以组合式、 圆八角、 锥
顶帐篷及其民族式为主。

负责人多旦才让说， 他在西宁接
受了为期4个月的培训， 2013年12月开
始营业， 年销量可达1600顶， 年收入
达16万元。 制作帐篷的六台机器都是
由兴海县交通局扶持购买的， 厂房的
基础设施都是由政府扶持的。

奘森帐篷稳固安全、美观大方、色
泽鲜艳、储存方便，被广泛应用于户外
节庆活动。由于帐篷储备资源丰富，有
可靠质量安全性能， 公司多次参与了
各州县组织举办的盛夏草原节庆和民
族艺术节等活动。现在不断扩建规模，
在原有的基础上，在同德、共和等地开
办分厂， 作为一种先进的户外布艺建
筑， 公司将继续为客户创建无限精彩
的高雅空间。

三江源安多藏绣文化展出新姿态
兴海县三江源安多文化产业有限

公司， 是在原有的兴海县三江源安多
藏绣技能培训中心的基础上成立的。
创建于2006年9月， 是为了兴海县三江
源自然保护区转产牧民增加经济收入

而设立的公司。 这家公司在贵南、 同
德、 共和县建有多处藏绣生产基地，
生产加工点分布海南藏族自治州9个村
镇， 就业覆盖面遍及全州5县21个村，
参与藏绣从业人员有三百多人， 使藏
绣这一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现象成为兴
海县广大农牧民群众增加经济收入的
一个重要产业。

如今， 公司弘扬以藏绣为主的藏
族传统文化， 通过挖掘开发藏绣文化
艺术， 力求藏族传统文化与商业结合，
并将藏绣文化资源优势转化成产业优
势是公司追求的最终目标。 通过几年
的不懈努力和健康发展， 公司已成为
一家藏绣技能培训及研究开发与生产，
销售为一体的小型企业。

三江源惠民服饰文化炫出风采
兴海县三江源惠民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是一家藏式服装制作、 藏式歌舞
培训、 演艺为一体的藏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负责人拉毛卓玛说， 目前公司
主要经营藏族服饰加工包括服装设计、
定做团服、 校服、 演出服， 制作妇女
发饰等， 还负责藏族歌舞培训等。

从这一系列文化项目建设中， 我
们不难看出兴海县全面发展文化事业，
扩大文化发展空间， 加快发展文化产
业， 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着力打
造特色文化品牌， 全面提升文化品位
不是一句空话套话， 而是实实在在、
踏踏实实发展文化产业， 寻找农牧民
群众致富的新路子。

贵德一教师失联
本报讯 （记者 李慧） 11月 7日 21点 30分左

右， 龙锡明与同事在贵德县金水源生态园聚会
后 ， 独自驾车 （车 型 为 夏 利 N5， 车 号 为 青
E21126， 颜色为宝石蓝） 回家， 回家途中与家
人失去联系 （贵德县城旧桥头处）， 至今未归。

11月24日， 据龙锡明兄长龙西才介绍， 龙
锡明今年35岁， 男， 汉族， 身高1.9米， 身材偏
瘦 ， 身份证号为 632523197906150519。 自 2003年
参加工作至今在贵德县新街中心学校任职。 龙
锡明失踪后， 家人及时向贵德县公安局报警 ，
但因线索不全尚未找到。 据相关人士透露， 龙
锡明是一名家喻户晓的孝子， 家中兄弟姐妹四
人他排行老二， 主动要求赡养老人， 家庭和睦。
作为老师他恪尽职守， 任劳任怨， 同时也是学
校的骨干教师， 与同事相处融洽 ， 口碑甚好，
没有冲突。

距离龙锡明失踪已数日， 家中父母、 妻儿
焦急万分。 希知情人士见到后提供线索， 望龙
锡明本人看到信息后马上与家人取得联系， 联
系方式为13909742650、 13619749500。

☆微信☆

邮储银行海南藏族自治州支行联合海南州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海南州社保局深入兴海等 5 县 7 乡镇 13 个边远村落，宣
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一体化政策， 以及邮储银行信贷及相关业务
知识， 现场为农牧民提供城乡一体化养老保险金便捷存、 取款服
务。 图为兴海县曲什安镇大米滩村村民在等待领取养老金。

本报记者 李茹 通讯员 沈海娥 摄

兴海县子科滩镇高标准基本农田整理项目预计明
年 7 月投入使用，为当地农田灌溉将起到重大作用。 图
为在子科滩镇泉曲村段，工人正在制作 U 形槽。

本报记者 李慧 摄

海南州学贯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