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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林田湖”：让祁连百姓富起来
本报讯（ 通讯员 马德平 张永萍 记

者 马智尧） 自山水林田湖项目实施以
来，坚持将“绿起来”和“富起来”相结
合，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优先考虑当地民生
利益，延伸项目触角，使工程造福一方群
众，让当地农牧民群众真正体会到了山水
林田湖项目的实施是一项惠民工程，有力
提高了当地农牧民群众的获得感。

默勒镇多隆村就是一个从中受益的
典型村庄，多年来该村牧民依山而居，
过着游牧生活，然而通往夏季草场隆宝
沟、外日沟的几条牧道因地形复杂，经
常被过路流水冲刷，冬季路面容易结成

厚 冰 层 ， 冰 消 季 节 ， 牧 道 受 融 雪 “ 洗
礼”变得更加坑坑洼洼、泥泞不堪，牧
民通行十分艰难，一些商贩更因运输成
本高，不来收购牛羊，严重影响了该村
牧民的生产生活。得闻此讯，在默勒实
施生态修复治理的亿利施工队在不耽误
正常作业的同时，利用午休和收工晚休
时间，“人工+机械”修复治理这条泥泞
不堪的牧道，还根据牧道地形放置了涵
管，有效治理了过路流水。为表达感激
之情，多隆村村民将一面印有“亿利生
态 铺涵管导洪流 为民解忧 造福地方百
姓”的锦旗送往亿利项目办。

扎麻什乡棉沙湾村位于黑河流域周
边，该村共有群众 43 户，一到雨季，河
水上涨，农田及河边上的农房就会遭受
损失。村民马文林家住在棉沙湾村的前
滩，每遇夏季暴雨，家里的房子就会受
到雨水的威胁，他只好跑到村“两委”
求救，然而村“两委”条件有限，只能
用一些传统的土办法救救急。了解到山
水林田湖项目的实施根据水情、水势变
化特点和两岸地貌特征，确定了本河段
整治工程建设主要任务为在河道两侧修
建 防 洪 堤 ， 主 要 保 护 夏 塘 村 、 鸽 子 洞
村、河北村、向阳庄、棉沙湾村的耕地

和林地。听到这个好消息，村民马文林
满怀期望地说：“希望防洪提尽快修好，
这样到了雨季再也不用担心农田、房屋
受到破坏了。”

这一件件“毛细血管”互动帮扶活
动，切实改善了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环
境，越来越多的农牧民群众由衷地感叹：

“生态保护项目的实施不仅修复和保护了
自己的绿色家园，也给大伙儿带来了实实
在在的好处，项目实施中很多群众可以参
与到工程中，在自己家门口挣钱，解决了

‘挣钱找不到门路’的问题，真正是一项
惠民、富民工程。”

本报讯（通讯员 胡艳霞 记者 马
智尧） 为积极倡导“关注健康、促进
和谐”的理念，克服困难，创造条
件，真正把关心职工身心健康落到实
处。日前，祁连县安排专项资金 112
万余元为全县 2240名各行政事业单位
在职干部职工在县医院进行健康体
检。

此 次 体 检 的 项 目 有 内 外 科 、 B
超、心电图、血常规、胸片等 15项常
规检查，通过体检有助于对干部职工
的一些常见疾病做到“早发现、早诊
断、早治疗”，使职工能够及时了解
自身身体状况，采取有效的方式做针
对性的预防加强日常身体锻炼，以健
康的身体和心态积极投入到工作之
中。为保证这次健康检查的质量和效
果，专门印发相关通知对体检程序、
注意事项进行安排，并提出了建立和
完善职工健康档案等工作要求。

近年来，祁连县坚持以人为本，
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把干部
职工福利待遇和身心健康作为一项重
要工作任务来抓，先后出台干部职工
关爱实施方案及办法等，进一步激励
广大干部职工爱岗敬业、奋勇争先，
为加快“美丽祁连、幸福祁连”建设
作出应有的努力与贡献。

祁连为干部职工健康
保驾护航

本报讯（通讯员 王振国 记者 马
智尧）近日，祁连县召开鼠疫及包虫病
防治工作推进会，县委副书记、县地方
病防治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何魁出席会
议，县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鼠疫与包虫病防治工作关系着群
众身体健康、生命财产安全，是一项不
可低估、不容松懈的工作。祁连县地域
面积大，鼠疫与包虫病突发性、群发性、
传染性强，危害性大，给防控工作带来
了很多挑战。因此，祁连县在加强疫
情监测的同时做好宣传工作，持久开
展以“三报”“三不”为主的鼠疫防治
知识宣传活动，特别是要做好祁连机
场周边地区、峨祁公路沿线以及旅游
景点的鼠疫监测工作，同时积极教育
引导学生向家长和社会传播鼠疫和包
虫病防治知识，以“小手拉大手”模
式宣传防治知识。建立健全包虫病防
治工作机制，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
合的策略，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全
面推进包虫病防治措施，有效控制包
虫病流行。各乡镇与相关单位也要定
人定岗、明确职责，确保防治工作组
织到位、措施到位。各成员单位要服从
指挥、统一行动，认真贯彻落实省州各
项决策部署，把各项工作做细做实。

祁连县召开鼠疫及包虫病
防治会

本报讯（记者 马智尧 通讯员 李廷
军）近日，海北藏族自治州高原现代生态
畜牧业科技试验示范园对俄日村贫困群
众发放种羊，说到联点单位海北高原现
代生态畜牧业科技试验示范园对甘子河
乡俄日村的帮助，村委会主任索南木才
付旦有很多感谢的话要说。

索南木才付旦说：“多亏了海北州牧
科所的帮扶，我们村的整体面貌和贫困
户脱贫致富的信心倍增，干劲十足。海
北州牧科所针对我村那卡片区绵羊突然
死亡而原因不明时，邀请省牧科院专家
作了检测，并无偿提供给那卡片区 40 户
农牧户及结对帮扶 16户贫困户无偿发放
了兽药，防治绵羊、牦牛，牲畜防疫有了
保障。在得知我村牲畜饲草紧缺，饲草
料贮备不足的现实，海北州牧科所购进
十余吨优质高产燕麦种子，无偿发放给
了我村 137 户农牧户。海北州牧科所此

次又带着 85 只选育藏羊给 17 户贫困户
每户提供 5 只，感谢对我村贫困户的帮
扶，优良品种可以优化村里的牲畜品种，
对我们村今后的牲畜产业发展起到了很
好的作用。”

海北高原现代生态畜牧业科技试验
示范园、海北州牧科所考虑到联点村甘
子河乡俄日村贫困户资金匮乏，养殖规
模小，种畜串换困难，绵羊近亲繁殖严
重，品种老化等实际问题，近日在甘子河
乡俄日村开展了“进村入户讲党课、联点
帮扶讲实效”“扶贫帮困送温暖、产业扶
贫促发展”为主题的讲党课、送种羊活
动。来扩大贫困户的养殖规模，优化种
畜结构，提高绵羊个体生产性能，从而达
到产业扶贫的目的。

活动现场，17户前来领取种羊的困难
群众，他们有的骑着摩托车，有的开着三
轮车，有的拿着缰绳，兴高采烈地来到村

委会种羊发放点，井然有序地领取种羊，
他们脸上都洋溢着幸福快乐的笑容。谈
起近年来俄日村及村民生产生活所发生
的变化，贫困户项加在车上绑着羊高兴地
说：“感谢牧科所对我们的关心和帮助，由
于大儿子得了急性脑膜炎在 2010年去世
后，我和孙女一直生活在一起，家里非常
困难，在好政策和帮扶单位、干部的帮助
下，我家的日子慢慢好了起来。”

海北州牧科所主要负责人表示，此
次发放的藏羊均为畜牧专家鉴定的平均
体重超过 30公斤的一级优良藏羊，是“种
子羊”，不是“救济粮”，要求贫困户发展
养羊业，壮大生产，逐步脱贫，我们的干
部职工回报跟踪服务，防治杀鸡取卵，得
不偿失。通过帮扶活动，鼓励贫困群众
树立早日脱贫致富的信心，自力更生，努
力改变现状，在自身辛勤努力下，定会早
日脱贫，过上幸福的日子。

产业扶贫促发展 对口帮扶助脱贫

本报讯（通讯员 铁海军 记者 滕
继伦）近年来，祁连县坚持“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按照省州部署
安排，将美丽乡村建设作为建设“美丽祁
连、幸福祁连”的重要载体，准确把握基
层党建工作与美丽乡村建设的结合点和
着力点，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切实推
进美丽乡村建设稳步提升。

强化党建引领，夯实组织保障。祁连
县坚持把加强农村牧区基层党建作为美
丽乡村建设的“动力引擎”，通过探索“党
建+”引领模式将党建活力转化为富民兴
村的动力，引领美丽乡村建设迈出坚定步
伐。筑牢“基本点”。成立县、乡、村三级

“高原美丽乡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督察
工作组、技术指导小组，实行工期倒排落
实责任制，对工作进展实行“周报制”，财
务实行“报账制”。切实发挥村党支部书
记“传、帮、带”作用，真正使基层党组织成

为带领群众建设美丽乡村的“主心骨”。
延长“时间线”，实施“党建+互联网”工程，
分别建立县、乡两级“村镇建设”微信工作
交流平台，并建立每日报送机制，大力营
造“你追我赶、争先进位”的浓厚氛围；深
入推进“三网三微一平台”“手机村务通”
APP 等新媒体在基层党组织中的全面应
用，有力促进农村牧区党员日常管理和党
务工作正常开展。扩大“覆盖面”。充分
发挥“支部统一党日活动”作用，以“议一
件难事，办一件实事、解决一个突出问题”
为主的“三个一”方式，定期商定美丽乡村
建设重大事项，真正变“要我做”为“我要
做”，做到民主理事、“三务”公开；以服务
型党组织建设“一根针”统揽为民服务的

“千条线”，为群众提供多层次、多样化、全
方位的服务。

坚持科学规划，明确建设定位。规
划是美丽乡村建设的基础。突出规划引

领，建设才能有章可循。构筑整体框架，
激发建设活力。将美丽乡村发展规划与
村庄规划、区域总体规划、产业发展规划
等规划有机衔接，力求做到全局“一盘
棋”、规划“一张图”。截至目前，全县 45
个村的村庄规划已全部编制完成。注重
个性差异，凸显建设特色。按照“因地制
宜，因村而异”的原则，在个性上做文章，
在特色上下功夫，对各村建设方向和路
径认真研判和精准定位。如麻拉河、拉
洞台、白杨沟村坚持将美丽乡村与宜游
宜秀融合，依托卓尔山景区旅游资源，探
索景区村庄发展模式；郭米村依托深厚
的文化底蕴，夯实基础设施，大力建设

“郭米则柔”文化主题村；达玉村充分利
用合作社优势，发展生态畜牧业村庄；地
盘子村结合脱贫攻坚，积极推动旅游项
目建设，全力打造贫困村美丽乡村建设
新亮点。

祁连：以党建引领美丽乡村建设

为预防和减少校园儿童遭受侵害，
全面维护儿童合法权益，依法严厉打击
和惩治侵害儿童犯罪。近日，门源回族
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在县城幼儿园开展了

“关爱成长、护苗入园”法制宣传活动。
本报记者 马智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