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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海东

本报讯（记者 吕锦武）近日,省科技
厅公布 2015 年全省第三期科技成果，全
国首个地市级国土空间利用规划———
《海东市国土空间利用规划》占得一席。

《海东市国土空间利用规划》 是海
东市范围内国土资源合理开发与保护、
国土空间统筹利用的总体部署， 推进海
东市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
体建设的重要依据，是基于城乡规划、土
地规划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等“多

规合一”的空间落实总体方案。
海东市委托在国土规划领域具有

顶尖水平的北京师范大学专家团队编
制规划。《规划》在综合国内外空间规
划分析、 “三生” 用地空间结构分
析、 生态保护红线规划、 农牧业发展
及潜力分区、 资源环境承载力分析、
交通与基础设施规划分析、 人口和城
镇化、 产业发展与空间布局、 扶贫开
发、 少数民族发展分析的基础上， 通

过GIS平台综合分析、 划定海东市国
土空间功能一级、 二级、 三级分区，
打造科学合理紧凑有序的国土空间开
发利用保护格局， 引导海东市城镇发
展、产业分布、人口集聚、资源承载、生
态环境保护， 促进海东市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

《规划》完成后，省科技厅召开科
研成果专家评审会， 各领域专家对此
给予高度评价。

乐都区中岭乡草场村生活着一位年
近八旬的老人，她有着 48 年的党龄。 48
年来， 老人坚持按时向村党支部交纳党
费，她叫应成梅。

11 月 12 日，青海日报社扶贫驻村工
作组来到草场村看望应成梅老人。 记者
顺着一条村道来到应成梅的家里， 庭院
收拾得干净整洁。 应成梅的儿媳妇看见
有客人进来，匆忙从堂屋出来，迎着客人
进去。 应成梅正坐在堂屋的沙发上照看
着小孙子，花白的头发，不高的个头，精
神矍铄。 应成梅说， 她今年快八十岁
了，1967 年 10 月，她怀着对党的热爱之
情， 将亲手写的入党申情书递交给党组
织，经过严格程序批准入党，当时，她激
动地一晚上没合眼。她说，上世纪六十年
代，生活相当困难，一天三顿吃的是粗粮
和洋芋，在生产队干活，每户按工分一年
最多能分到 10 斤清油 ，300 斤左右粮
食， 只有过年的时候， 才能吃上一两顿

肉，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上世纪八十年
代，土地下放后，一家人有了土地，种
上了洋芋、小麦、油菜等作物，生活逐
步好了起来。如今的生活，与上世纪六
十年代相比，大家几乎天天都在过年。

年近八旬的应成梅老人没有上过
小学，但她能说会道，有主见、明事理，
很受群众的尊敬。入党后，她曾担任村
委会副主任和妇联主任等职务， 每天
除了宣传党的政策， 帮助妇女们解决
婚姻、生育等问题外，还带领村里的妇
女发展生产，提高生活水平。她在工作
中， 难免会遇到坎坷和一些人的不理
解，但她都强忍泪水，任劳任怨，她说：
“作为一名党员， 就应该把吃苦留给
自己，把享受让给别人。 ”

草场村二社社长李森业告诉记
者， 应成梅是村里妇女党员中党龄最
长，也是妇女代表的积极分子，做人做
事很实在。那时，她带领村里的妇女发

展生产， 还凭借自己的威望， 走村入
户处理和化解邻里纠纷、 家庭矛盾。
随着年龄的增大，她不再担任妇联主
任，但她不忘村里的大小事，仍然以
一名老党员的身份，为村里的发展建
言献策。

应成梅老人忆往昔感慨万千，她
乐呵呵地说：“如今党和政府对农村
的优惠政策越来越多，种地不交‘皇
帝粮’，还每年给农民种粮补贴，实行
农村低保和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等一
系列好政策， 让广大农民得到了实
惠，生活得到了保障，这些福利是千
百年来农民想都不敢想的，而如今变
成了现实。”

谈起现在的生活， 应成梅激动地
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党
的恩情我三天三夜都说不完。现在，儿
孙们都对我很孝顺，我的生活像蜜一样
甜，这样的好日子，我还想多活几年。”

本报讯（记者 宋安 通讯员 郭邦隆） 11 月
6 日下午 16 时 50 分， 互助土族自治县五峰镇
转嘴尔村村民郭某到五峰派出所求助： “今天
下午 1 点左右， 我在纳家村喝完酒回家路上，
发现手机、 身份证及一张当日 22 时 50 分从西
宁开往青岛的火车票不见了， 请你们帮忙寻
找。”

经了解， 郭某发现手机丢失后， 曾借用他
人的手机拨打过自己的电话， 发现接听电话的
是一个小孩， 但对方没有说名字就挂了， 郭某
再次拨打电话， 电话却已关机。 派出所接警
后， 立即展开调查， 民警在纳家村的小卖部了
解到， 下午 1 点左右， 下纳家小学的十几名学
生到小卖部买过零食。 得知学生的姓名后， 民
警立即赶到学校， 却发现学生已经放学回家。
面对这一情况， 民警逐一到学生家中走访查
找， 终于了解到是一名学生捡到了手机， 经过
民警和家长一个多小时的努力， 学生任某承认
捡到了手机， 并将手机埋藏在河边的树林里，
最终， 民警将手机和夹在
手机套中的火车票找到 ，
并驾车将郭某送至西宁火
车站， 让郭某及时登上了
开往青岛的火车。

本报讯（记者 张得桂 通讯员 解雁） “以
前出门， 道路坑坑洼洼， 尘土飞扬， 要是遇上
下雨天， 弄得全身都是泥。 现在好了， 水泥路
通到了家门口， 出门不仅方便了， 而且更省时
间了。” 互助土族自治县加定镇浪士当村的一
名村民高兴地对记者说。

据了解， 互助县加定镇浪士当村属于后进
村， 地处偏远、 居住分散， 村民出行困难， 信
息闭塞， 经济条件较差。 为改变落后现状， 加
定镇党委、 政府想方设法， 积极向上级相关部
门申报立项， 争取资金， 认真做好走访村民、
实地勘测、 召开群众大会等前期准备工作， 争
取早日实现道路村村通。 为做好群众思想工
作， 针对有农户不愿意自付自筹款的问题， 工
作人员利用晚上闲暇时间入户做思想工作， 耐
心地讲解、 诚心地交流和热心地服务， 换取群
众对工作人员的信任和对工作的支持， 确保项
目有序进行。 据了解， 此项目总投资20余万元
（其中群众自筹8.5万元）， 全长10公里， 直接
受益群众300多人。

眼看着一条条村道即将建成， 村民们都露
出了满意的笑容， 由衷地感叹 : “过去出门无
路走， 如今村道修到家门口， 告别泥泞坑洼，
迎来宽阔平坦。 这是一条通往幸福的路， 更是
一条致富的路、 连心的路。”

互助
乡村硬化路 暖了群众心

11月 16 日，记者在海东市乐都
区中岭乡草场村了解到， 经过 3 年
的培育种植， 草场村试验性种植的
一百多亩百合试种成功。 图为村民
余全昌试种的百合丰收。

本报记者 吕锦武 摄

火车票丢了 民警帮找回

《海东市国土空间利用规划》入选2015年全省科技成果

新蓝图：五位一体建设新海东

一位年近八旬老人的爱党情结
本报记者 吕锦武

本报讯 （记者 周雪嵘 通讯员 祁
宏民）冬日的古驿平安，寒风习习。 平
安镇沈家村村委会的教室内却是暖意
融融， 来自沈家村的 50 名学员正在认
真听取农艺师李世云讲授温棚番茄病
害综合防治技术。 这是平安区为全面
提升广大菜农的科技素质， 了解现代
设施农业各项技能， 掌握病虫害综合
防治技术 ， 培育一批有文化、 懂技

术、 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而开展的
培训。

通过这种培训方式，使大家基本认
识和掌握了番茄几种病害的症状和防
治方法，得到学员的一致好评和欢迎，
收效显著。 学员沈延朋说， 今年的新
型职业农民培训系统、 详细、 实用，
培训效果特别好， 通过多样的授课，
我们学到了许多以前没有学到的实用

技术， 为今后种好蔬菜增添了信心。”
据了解， 这次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工程是一次全新的培训， 从现代农业
的发展、 温棚蔬菜栽培和病虫害防
治、 富硒产业的开发利用、 农产品市
场营销、 农产品质量安全、 计算机信
息技术的应用到新农村建设、 农村政
策法律法规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详细的
授课。

平安: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效果显著

本报讯（记者 周雪嵘 通讯员 祁宏
民）今年以来，海东市平安区切实把农
村“两房”建设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
突破点， 从 “最危险住房、 最困难群
众” 入手， 重点向居住在危险房屋中
的五保户、低保户、残疾户、重点优抚对

象及因灾房屋倒塌的弱势群体家庭倾
斜，严把村民申报关、会议审查关、政府
审核关、张榜公示关、建设质量关，使农
村住房建设工作成为惠及广大群众的
民生工程、实事工程，有效改善了农村
住房条件和人居环境，提高了群众幸福

生活指数。 全区实施农村“两房”建设
任务 1574 户，其中，困难群众危房改造
任务 530 户，奖励性住房建设任务 1044
户。 截至目前，农村住房开工建设 1416
户，开工率 90%，已竣工 1154 户，竣工
率为 81%。

平安区农村“两房”建设扎实推进

本报讯（记者 张得桂 通讯员 丁永芳） 互
助土族自治县文化馆荣获 2015 年全国优秀文
化馆荣誉称号。

据了解， 此次评选活动由文化部、 重庆市
政府主办， 以“文化艺术普及———文化馆的责
任与使命” 为主题。 活动内容涵盖群众文化艺
术精品创作、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 群众
广场舞、 互联网 + 文化馆等方面。 全国优秀文
化馆、 全国优秀文化站、 中国文化馆榜样人物
是由活动主办方邀请到的 20 余名专家， 在为
期三天的活动中围绕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等问题讨论评比后选出的。

据了解， 近几年来互助县委、 县政府实施
“文化兴县” 战略， 大力发展文化事业， 实现
了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的 “比翼齐飞”， 先后
获得了“全国文化先进县” “中国民间文化艺
术之乡”、 全国 “非遗” 保护先进集体、 全省
“曲艺示范基地” “‘花儿’ 传承基地” “促进
文化产业发展先进集体” 等殊荣。

互助再获一项国家级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