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县委书记的承诺和 103 名村民的新家
“终于搬出来了， 娃娃们上学再也不

用翻两座大山了。 ”10 月 30 日，西宁市湟
中县海子沟乡黑沟村村民杨军站在自家的
新房前激动不已：以前上学时，孩子们必须
要翻大山、走土路，今天，从山大沟深的老
家搬到了离西宁不远的新家， 村里的娃娃
们今后再也不必承受跋山涉水之苦了。

黑沟村距离海子沟乡政府 47 公里，虽
说在湟中， 但村民出门必须穿过大通回族
土族自治县的一个村， 那是进村最好的一
条路。 尽管最好，但与其说是路，不如说是
在陡峭的山壁侧面开出的一条深沟， 那条
不过 9 公里的深沟， 越野车也要走上近 1
小时。

黑沟村自然条件恶劣，村民靠天吃饭，
村里居住的 25 户人家人均纯收入仅有
2500 元，家家吃低保；由于交通不便，村民

看病、孩子上幼儿园要翻两座山。“村里 17
年没娶过新媳妇……”81 岁的村民赵小兰
不到 20 岁就从拦隆口嫁到了黑沟，在她的
记忆里，60 年来只有一次花 2 分钱去了趟
西宁市的小桥， 岁月甚至让她忘记了外面
还有一个世界。

“一定要把你们从大山里搬出来， 一定
要让你们过上好日子。”第二次来到黑沟村，
西宁市委常委、湟中县委书记张启光给出了
一个承诺。 那是去年 5 月末的一天，张启光
带领着全县几十位县级领导干部把群众路
线教育的课堂， 搬到了全县最困难的黑沟
村。

张启光说：“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到实
地看一看。 黑沟村是湟中贫困地区的一个
缩影，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还有一部分群
众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我感到万分震撼。

当务之急我们要尽最大努力扭转黑沟村村
民行路难、 看病难、 入学难、 致富难的现
状，根本解决他们的生计生活问题，让他们
真正过上好日子。 ”

县领导挨家挨户走访， 把村民们搬出
大山，成了湟中县广大干部的共识。

一句重如千金的承诺， 让 103 名村民
看到了希望。为了这句承诺，大家开始忙碌
了。“为了这个新村建设，县上几乎所有的
领导干部、单位都竭尽全力想办法。 ”海子
沟乡政府负责人说，大家到处找地、协调资
金，所有领导干部、单位与村民结成对子，
详细了解他们的困难。过了一年半，通过易
地搬迁， 投资 800 万元的新村在西堡镇新
平村建成了。

住到了新房里， 每个村民脸上也都挂
着抑制不住的笑容。握着领导干部的手，村

民们感慨万千， 每个人的眼睛都是湿的：
“现在还恍如梦中一般……”

“搬到了新村， 以后大家就可以就近
务工， 总比原来种地的收入要好得多，现
在， 已经有村民在青藏高原农副产品集散
中心找到了活。 ”黑沟村党支部书记薛钧
告诉记者。如今，黑沟村的村民不但住进了
新家，也已经开始谋划起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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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大迎来
平安产险专场招聘会

本报讯 （记者 朱西全）10 月 29 日，中
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
在青海大学举行了专场招聘会，吸引了数百
名学生参加。

中国平安是中国第一家以保险为核心，
融证券、信托、银行、资产管理、企业年金等
多元金融业务为一体的综合金融服务集团，
也是第一个进入我省的股份制保险公司。通
过专场招聘会这种招聘形式，就是要直接与
大学毕业生面对面， 为他们提供相应的岗
位。 专场招聘会也受到了学生们的追捧，尤
其是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分公司总经理柳超和他的同事们，通过分享
自己经历的方式，为大家详细介绍了企业的
情况和发展前景。

一名参加招聘会的学生告诉记者，大学
校园内会有不少招聘会，但很多就是摆几张
桌子，发些材料，能有总经理亲自来介绍企
业， 和大家分享自身经历的还是第一次，他
们特别喜欢这种招聘方式，也会积极参加后
续的面试等工作。

倒计时！ 本月西宁创城迎国检
本报讯（记者 吴亚春）今年，西宁

市再次获得全国文明城市提名资格城
市。 11 月 2 日，西宁市召开创城行动部
工作安排部署会议， 会议听取了 8 个创
城工作组的工作汇报、 存在的问题和下
一步工作计划，全面安排部署创城工作。

今年以来， 西宁市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工作创建机制不断完善， 西宁市实施
一把手工程， 进一步健全完善了创城工
作的领导机制， 切实加强对创城工作的
领导； 创建活动形式多样， 通过项目帮
扶、扶贫帮扶、文化帮扶等形式，不断加
强对文明单位、文明行业的创建管理，组
织文明单位开展文明共建、 文化共享的

“结对子、种文化”活动，文明单位的社
会作用和示范带动作用日趋发挥， 城市
文明程度得到提升。

11 月，中央文明办将对西宁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工作进行年度测评。 新的
《测评体系》明确提出对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实行动态管理，并出台了《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动态管理措施 （负面清
单）》，列出了 30 条惩戒办法。 对出现
负面清单所列问题的城市，视情节严重
程度采取罚扣测评分数、停止提名城市
资格、 停止全国文明城市资格 1 年、取
消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号的惩戒办法。

自 10 月 8 日西宁市召开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推进会以来， 由西宁市委宣传
部长、西宁市纪委书记、西宁市分管副市
长任组长的一个办公室和政务环境建设
工作组、法制环境建设工作组、市场环境
建设工作组、人文环境建设工作组、青少
年社会文化环境建设组、 生活环境建设
工作组、社会环境建设组、生态环境建设
组 8 个工作组， 按照各自职责分工推进
创城工作，创城各项工作有序推进。但工
作中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
11 月， 西宁创城迎国检将进入倒计时，
西宁市将细化、分解创城任务目标，突出
重点、突破难点和薄弱环节，及时查漏补
缺，全力做好迎检各项工作。

新型社区：省去好多麻烦事儿
本报讯（记者 周建萍）从五年前的

“一柜式”服务试点工作，到如今努力打
造具有医疗保健、体育健身、教育培训、
为老服务等功能的商业、生活、文体娱乐
等全方位的“一刻钟社区便民利民服务
圈”，西宁市的社区变革惠利于民。 “多
变一”的程序简化，逐渐形成西宁模式，
也让办事群众省去好多麻烦事。

11月 2 日， 记者从西宁市民政局了
解到，从 2010 年起，西宁市通过社区综
合服务中心试点项目建设， 把社区服务
主要功能划分为公共服务、 便民利民服
务和志愿服务三大块， 全方位打造符合

现代社会发展的社区服务模式， 使全市
社区呈现出一个平台、 三级社区服务网
络、三类服务圈、五支队伍、八个系列服
务的“13358”基本构架。

今年以来， 西宁市还进一步加大城
乡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争取总投入
达 1.6 亿元的城乡社区基础设施项目
192 项，让许多社区的办事环境、服务质
量有了大幅度提升。值得一提的是，按照
“让群众少跑一趟路、少跨一个门槛、少
走一道程序”的要求，西宁市各社区在
服务功能、办事流程、资源配置、内部管
理和办事环境等方面展开了一系列的探

索和实践，实现居民办事从“多口受理”
向“一口受理”转变，使社区综合服务平
台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水平不断提升。

同时，积极推行“一柜式”服务，实行
首问责任、分办落实、组织协调、投诉处理
等规范的业务管理制度，从细节处入手，让
人性化服务深入社区。 按照网格化管理的
要求，实现了“多网合一，一网多格，一格
多员，责任捆绑，组团服务”的管理与服务
模式， 初步形成了从以管理为主向服务为
主的转变，从一个平台到一张网络的发展，
形成了上面千条线汇聚到基层一张网的工
作格局，提高社区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由旭峰会展公司承办的“2015 秋冬服
装服饰全国巡回展（西宁站）”将于 11 月
8 日结束，仅剩五天，全场商品将以优惠价
清仓甩卖！

据悉，促销商品涵盖服装服饰、裘皮
貂皮 、羊绒羽绒 、家纺用品 、家居用品 、

农副产品等各地名优商品万余种，展品
种类繁多、琳琅满目 ,一站式交易盛会让
你不出会展中心即可买到心仪的商品。

据组委会介绍， 为回馈广大消费者，
在 11 月 5 日前， 市民朋友凭本人身份证
免费注册旭峰会展 VIP 会员即可获得 10

元代金券，全场可无限制使用，实在的赠
送惠及广大市民朋友。

为方便大家参观采购， 组委会特开通
免费直通车，接送点有：西钢站（招待所对
面）、小桥站（新华书店）、西门站（原省农
行对面）、湟光华联站（花园南街站）、康乐

站（21 路、25 路终点站），接车时间为 9:00
到 16:00，送回时间为 10:00 至 17:20。 也可
乘坐 58 路、34 路、84 路、3 路、80 路、 快速
公交 302 路到“城南会展中心站”下车。

2015 旭峰秋季服装巡回展，惠动全城、
疯狂抢购，与您相约城南国际会展中心！

2015秋冬服装服饰全国巡回展（西宁站）
仅剩五天，特价清仓进行时， 快到城南会展中心抢购吧！

10月 28 日， 中国保健酒行业高峰论坛
暨“健康饮酒中国行”启动仪式在南京举
行， 以劲牌有限公司为代表的十家国内知
名保健酒企业， 与中国酒业协会理事长王
延才，中国酒业协会常务副理事长王琦，台
湾中华酒协秘书长欧阳港生、 中国中医科
学院首席研究员、中医药大师叶祖光，中国
社会科学院食品药品产业发展与监管研究
中心主任张永建，《华夏酒报》总编辑韩文
友等来自政府、协会、专业机构和媒体的多
方嘉宾， 就新形势下保健酒行业发展面临
的机遇挑战和应对方法， 进行了深入广泛
交流。

当天下午，由卫生部健康教育中心与中
国酒业协会指导，保健酒联盟与南方周末报
社联合主办、劲牌公司承办的“健康饮酒中
国行”同步在南京启动了公益征程。

劲牌公司副总裁王楠波指出， 本年度
“健康饮酒中国行”将着眼于行业高度与广
度，整合行业力量发声，在以往关注“健康
饮酒”的基础上，进一步导入“理性消费”
的话题。

◇本报记者 杨健

健康饮酒，理性消费，
保健酒行业协作面对新形势

11月 2 日，为期一
个月的省城南山路延
伸段全幅路面修复工
程于当日完工。 修复
后， 宽敞整洁的道路
保障车辆通行。
本报记者 祁晓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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