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委、州政府认
真学习贯彻关于扶贫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以精准的视角审视扶贫开发,以精
准的思维谋划扶贫开发,以精准的措施推
进扶贫开发，结合海西州情,关切群众期盼,
拿出一揽子过硬举措，打出一整套脱贫攻
坚“组合拳”，推出一系列“率先在全省实现
整体脱贫”的管用措施。精准扶贫工作呈
现出脱贫提速、发展提效、民生提质的良好
态势，群众感恩党的富民惠民政策，全面认
可脱贫的喜人局面。

“组合拳”打开致富路。州委十一届
十五次全会通过了《关于年内实现贫困人
口全部清零的决议》，建立了党政“一把
手”为组长的组织领导机制，构建了“1+8+
10+3”脱贫攻坚政策保障机制，完善了扶
贫对象、项目管理、资金管理三个模块的
建档立卡大数据平台及宣传引导、脱贫责
任、工作督导等机制，确保了各项脱贫攻
坚工作扎实有序推进。全州各地区与时
间赛跑，立“军令状”、签“承诺书”、表“决
心书”，全面向贫困宣战。

“八个一批”敲开致富门。易地搬迁
方面，投入资金 7000 余万元，搬迁安置
1075户 3007人。产业发展方面，投入旅游
扶贫资金 1500 万元，惠及 513 户 1417 人；
投入绩效考评资金 1000 万元，惠及 1031
户 2559 人；119 个贫困村均成立了扶贫互
助协会，50万元互助资金投入主办银行撬
动金融贷款，用于贫困村或贫困户短期低
息借款发展生产，惠及贫困村农牧民 5752
户 17993 人。资产受益方面，投入 1967 万

元产业发展资金入股柴达木农商银行、企
业公司、合作社等，惠及 3069名贫困人口;
全州财政投入 3500 万元用于支持贫困村
购置商业铺面、入股企业或合作社壮大村
集体经济。转移就业方面，安排 2388人在
公益性岗位、企业等就业，月收入在 1200-
3000 余元不等，长期收益。医疗救助方
面，投入 348.9 万元补齐不达标贫困村卫
生室短板，发放医疗救助资金 458.66 万
元。教育脱贫方面，完成 219 名贫困学生
建档立卡，实现 355 名贫困大学生和职业
学历教育学生网上报名审核，对符合条件
的 312名贫困学生补助 226.3万元；低保兜
底方面，提高农村低保标准为 4000元/年，
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享受低保政策。生
态保护与服务方面，安排林业生态管护员
935 人、草管员 140 人，发放工资性补助资
金 1643.4 万元，人均月工资 1200-3000 元
不等。“十个行业”助推方面，统筹发挥交
通、水利、电力等 10 个行业部门优势作
用，对脱贫攻坚工作实行项目化、目标化、
数据化管理。2016年，投入行业扶贫资金
4.99 亿元，通过实施农牧区安全饮水、安
全生产生活用电、道路畅通工程、危旧房
屋改造、文化惠民及医疗救助等项目，全
面补齐贫困村基础设施发展短板。

干群齐心。抽调 354名省州县三级优
秀干部，担任 119个贫困村“第一书记”和
扶贫（驻村）工作队队员。做到派出单位
与第一书记责任、项目、资金“三个捆绑”，
形成一线有干部、后方有靠山的工作机
制。州级机关 58个单位包干帮扶 33个贫

困村，驻州单位、军警部队、金融保险、企
业等共有 27 个单位结对帮扶 26 个贫困
村，县级共有 189个单位结对帮扶 30个贫
困村。2016 年，共完成捐款捐物折资 0.19
亿元。协调落实项目 320 个，解决就业
2388人。全州 80家民营企业与 67个贫困
村签订帮扶协议，产业帮扶投入资金 314
万元。

智力扶贫。大力实施智力帮扶行动，
搭台子、带能人、找项目，在基层一线奏响
人才智力“号角”。先后组织举办了“第一
书记”培训班、全州建档立卡培训班、打赢
脱贫攻坚战专题培训班、互助资金项目管
理专题培训班等多项专题业务培训，参训
人员达 790余人次。以技能培训和转移就
业为重点，为贫困村劳动力提供学习机
会、就业保障，“输血”变“造血”。结合五
星级文明户创建活动，把富“口袋”与富

“脑袋”统筹起来，把帮扶与励志同步起
来，通过集中学习开阔视野、启迪思维、找
准门路、满足贫困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提升贫困群众的教育、文化等综合素质。
完成电商培训、餐饮服务、掐丝唐卡等“雨
露计划”短期技能 13 个专业，培训 1829
人。

上下同欲者胜，同舟共济者赢。2016
年，全州共投入扶贫资金 10.61亿元，全州
贫困人口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0494 元，
经第三方评估，全州 8 个贫困县、119 个贫
困村、2580 户 6122 名贫困人口达到了摘
帽、退出、脱贫退出的条件。

（海西宣）

海西：精准扶贫春风起 不落一人心始安
《民族团结一家亲 同心共筑小康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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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6 日，拉斯维加斯夏季联赛展开
了四分之一决赛的争夺，小牛 91 比 74 战
胜凯尔特人，继续保持不败战绩。丁彦雨
航在本场比赛当中发挥出色拿下 11 分，
引得全场欢呼。

第一节还有 1分 23秒结束的时候，丁
彦雨航披挂上阵。上来后没多久，丁彦雨
航第一次触球，就是一记底角三分命中。

第二节刚开始，丁彦雨航拼抢积极，
完成一次抢断。之后的比赛，小牛打法过
于简单，丁彦雨航更多的是给队友策应，
很无私地给队友传球。

第三节还剩 4分 45秒，丁彦雨航重新
出场。之后没多久，丹尼·史密斯抢断后
快攻，传球给丁彦雨航，丁彦雨航再得 2
分。第三节还有 44.5秒的时候，丁彦雨航

持球进攻，突破到篮下之后，丁彦雨航一
个转身上篮，制造杀伤，当丁彦雨航罚球
的时候，全场高喊MVP。

第四节还剩 7分 52秒，丁彦雨航再次
上场，但一直没有表现的机会，依靠罚球
得到两分。全场比赛，丁彦雨航一共出场
20分钟，5投 3中，三分球 2投 1中，罚球 4
投 4中，拿下了 11分 3篮板 1抢断 1失误。

7 月 16，中国游泳名将宁泽涛在昆士
兰短池游泳赛中再创佳绩，男子 100 米自
由泳中他以 46 秒 64 夺冠，不仅刷新个人
最好成绩，同时还打破由自己保持的全国
纪录，距离亚洲纪录仅差 0.05秒。

近日，宁泽涛前往澳大利亚布里斯班
进行外训，15日他在昆士兰短池游泳赛男
子 50 米自由泳比赛中发挥出色，出发反

应为 0.66秒，比夏锦赛提高了 0.1秒，前 25
米宁泽涛即时成绩为 10 秒 46，后半程是
11 秒 31，最终他以 21 秒 77 的成绩夺得冠
军。卡梅伦·琼斯以 22秒 23排名第二，布
兰登·库克以 23秒 24位列第三。

在 100自决赛中，宁泽涛 25米耗时 10
秒 84，50 米 耗 时 22 秒 50，到 75 米 耗 时
34.52 秒，而最后 25 米冲刺用了 12.12 秒，

最终以 46 秒 64 夺得冠军，成为昆士兰短
池游泳赛 50自和 100自双冠王。

值得一提的是，宁泽涛的 46 秒 64 成
绩成功刷新个人最佳成绩，同时打破全国
纪录。这之前中国短池项目 100 自最好
成绩，也是宁泽涛创造的，他在 2014 年多
哈短池世锦赛预赛游出 46 秒 76，一举打
破亚洲纪录、全国纪录。

宁泽涛王者归来
昆士兰短池游泳赛50米、100米自由泳均夺冠

丁彦雨航得11分 球迷高喊MVP

西班牙选手穆古拉扎 15 日在温布
尔登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直落两盘
轻取曾在这里 5 次夺冠的大威廉姆斯，
首次赢得这项草地大满贯赛的冠军。

首盘两人打得紧张激烈，大威一度
以 5 比 4 领先，并在第 10 局获得两个破
发点，但穆古拉扎挽救这两个盘点，保
住发球局将比分扳成 5比 5。接下来她
破掉大威发球局，反以 6比 5领先，然后
再次保发以 7 比 5 拿下第一盘的胜利。
第二盘，大威体力下降，丧失了斗志，最
后被打了一个 6 比 0，整场比赛只用了
77分钟。

第五次参加温网，穆古拉扎就圆了
温网冠军梦，赛后这位出生于委内瑞拉
的姑娘说：“自从上次决赛输了后，我就
一直想改变最后的结果。今年我来之前
就觉得已经准备好了，我感觉非常棒。
随着比赛一轮一轮进行，我的状态也越
来越好，我感到每场比赛都有提高。”

西班牙选手穆古拉扎
首获温网女单冠军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腾讯体育报道

16日 19时 35分，2017赛季中超第
17 轮展开最后一场较量，天津权健主
场 3比 0横扫上海申花。此役战罢，天
津权健已经获得联赛四连胜。

第 24 分钟，赵旭日为主队先拔头
筹，张诚右路在无人防守的情况下送
出传中，禁区内权健有 4名球员埋伏在
人群中，前点李建滨头球冒顶，他身后
的赵旭日跃起将球砸入球门，1比 0。

第 32分钟，权健再次获得进球，左
路裴帅将球分给禁区中埋伏的孙可，
后者不假思索横传禁区另一侧，插上
的赵旭日迎球抽射得手，李帅毫无反
应目送皮球入网，2比 0。

第 51 分钟，权健再次扩大比分，
帕托先是人球分过晃开孙世林后将
球分到左路，糜昊伦又将球横传给禁
区 前 的 帕 托 ，后 者 迎 球 爆 射 直 入 球
门，3 比 0。最终，权健主场 3 球大胜
申花。

3比0胜申花
权健获四连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