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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吉草原上的“文艺轻骑兵”

本报讯（记者 马智尧）近年来，门源回族自治县
不断加大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引进新品种、新技
术，积极开展试验研究，及时总结和完善适宜门源地
区推广的“粮油草”新品种种植技术，不断提高科技
成果转化，有效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2018年，从青海省农科院引进特早熟优质甘蓝型

杂交油菜新品种——青杂 4 号，在浩门、东川、泉口、
西滩等乡镇试验种植 3000亩，田间生长良好，增产效
果明显，适宜在门源县大部分地区推广种植。经测
产，青杂 4号理论亩产高达 189.5千克，浩油 11号理论
亩产为 130.8千克，青杂 4号比常规油料品种（浩油 11
号）亩增产 58.7千克。

门源成功试种油料新品种

本报讯（记者 马智尧 通讯员 李勇）
金秋的青海湖北岸，牧草金黄，牛羊肥壮，
景色绮丽。近日，刚察县泉吉乡的牧民群
众欢聚在宁夏村美丽的哈达滩草原上，泉
吉乡湖畔牧人文工团为农牧民群众送上了
精彩的节目和美好的祝福，礼赞祖国，欢庆

丰收。
正值收获季节，

宁夏村举办第五届
“融合新业态·抓住
新 机 遇 ”“ 拉 伊 ”邀
请赛暨民俗体育运
动会，泉吉乡湖畔牧
人文工团这支活跃
在泉吉草原上的“文
艺轻骑兵”以欢快的
歌舞表演为此次活
动增添了欢乐祥和
的氛围。

演出现场，由演
员们自编自演的《欢

腾的草原》《祝福》《刚察情》《吉祥》《民族
一家亲》等一个个独具民族特色、形式多
样、群众喜闻乐见的歌舞表演一一登台亮
相，群众津津有味热情观看，掌声喝彩声不
断，表达了新时代草原儿女盛世丰年日子
好，雪域高原欢乐多的美好祝愿，优美的

舞姿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现场农牧民
群众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视觉盛宴。

因为演员全部来自乡村，表演的节目
都是充满乡土气息的身边事儿，让现场牧
民群众在观看的同时，深刻体会到了新农
村新牧区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少牧
民掏出手机、照相机拍照录视频，想留住
这幸福时刻。

正在观看节目的宁夏村党支部书记
才保喜悦地说：“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
我们牧民群众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尤其今天看到了群众表演的舞蹈
节目，我感到非常高兴。我希望，今后
牧民群众生活更加美好，宁夏村的草原
更加美丽。”

据了解，今年，刚察县泉吉乡的文艺演
出队在各乡镇、村开展文艺演出 14 场次，
观看群众达到 17000多人次。以文艺节目
的形式，展示新时代各族群众对伟大祖
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从而更加坚定地

认识到共产党好、祖国大家庭好，自觉地感
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本报讯（记者 马智尧 通讯员 杨春丽） 为切实解决
贫困群众的实际问题，让农牧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
果，阿柔乡党委、政府立足贫因，抓住贫根，坚持问题
和目标导向，组织开展脱贫攻坚大走访大调研活动，密
集走访扶贫对象、征求意见、解决问题、回应群众期
盼，取得了初步成效。

实地走访，树立党员干部良好形象。驻村工作队、
帮扶干部登门入户，真切感受牧民亲戚的生活状况，仔
细询问结对帮扶户今年的家庭主要经济来源和收支等情
况，详细记录结对户生活中存在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倾
情倾智帮他们出主意、想办法，使牧民群众感受到党员
干部是用真心真情帮助他们。同时，向各位贫困亲戚讲
明了结对认亲的目的是“扶智而非扶贫”，鼓励他们靠自
己的努力勤劳致富。

广听意见，大力化解矛盾纠纷。驻村干部分别对祁
连山国家公园建设、全域旅游发展、集镇区改造、草原
环境卫生整治、河长制等相关问题征求了意见建议，对
群众反映的牧民贷款问题、草原补贴、低保调整等问题，
作了一一解答。截至目前，共征求到意见建议 8 条，当场
答复解决 6 条，正在办理 1 条，剩余 1 条列入整改台账，限
期整改。

多措并举，走实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乡党委对入
户走访人员制定了四项承诺（一张笑脸相迎、一句热情问
询、一次真诚交流、一个满意答复），扶贫工作队、驻村干部
五项制度（开门办公制、首问负责制、一次性告知制、限时
办结制、结果回访制），有效地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同
时，针对部分牧户与乡政府距离较远，群众来政府办事不
方便的实际，在走访过程中发放了便民服务卡，一次性告
知办理常规事项所需材料，有效解决了群众“来回跑”问
题，受到了群众的普遍欢迎和认可。

大走访大调研活动开展以来，全乡走访贫困户已经全
覆盖；结合扶贫领域执纪监督检查工作，访贫问廉贫困户
95 户，占全乡贫困户的 75%，填写入户问廉民心卡 95 份；
解决扶贫领域群众诉求 69件；发现问题 3起，已全部整改；
受理信访举报 1件，办结 1件，切实提高了群众对脱贫工作
的满意度。

祁连阿柔乡走访调研脱贫攻坚

本报讯（记者 马智尧 通讯员 段维梧 ）为进一
步激活农村各类资源要素，推动村集体和群众抱团
发展，日前，门源回族自治县首家村集体股份经济合
作社——大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第一届股东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暨成立大会顺利召开。

泉口镇大庄村股份合作社在镇党委、政府和该村
“两委”班子、第一书记的共同努力下，在广大社员群众
的积极配合支持下，经过 5个月的积极探索、大胆尝
试，高质量地率先成立了门源县首家村集体股份经济

合作社，为全县农村集体产权改革提供了优秀的范
例，为该村集体经济“破零复壮”奠定了基础。合作
社采取国家投资与村民入股的方式整合各类资金 170
余万元，逐步建立起“政府引导、群众参与、专业合
作社管理、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经营机制。合作社
的成立真正实现“村民变股民、资金变股金、资源变
资产”的重大转变，解决了群众想发展、要发展而无
钱无资源的窘境，也让广大群众享受到了改革所释放
的红利。

门源有了首个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

本报讯（记者 马智尧 通讯员 马云媛）今年来，
西滩乡把村集体经济“破零复壮”工程作为抓党建促
脱贫的重要任务，立足各村的资源禀赋、区位优势、
经济基础，制定“一村一策”发展规划,积极借鉴经验，
大力探索多元化发展模式，有效推进了村集体经济
发展。

盘活集体资产，发展经营型经济。盘活集体草
场、铺面等存量资产，以租赁的方式发展资源集体经
营经济，让“死资源”变成“活资产”。崖头村将近 5万
亩集体草场对外承包，实现村集体年创收 12.5 万元；
上、下西滩村及西马场村将到期的金融扶贫项目所
受益的铺面租金全归为村集体经济，每村年收入达 5
万元以上。

创建经济实体，发展服务型经济。在村“两委”的
牵头下，成立合作组织，使村集体在有偿服务中实现
创收。边麻掌村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眉户戏为载
体，形成并建立了“党支部+剧团+群众”的运作模式，
通过非遗展演及文化衍生产品发展，预计年创收 5万
元以上；簸箕湾村通过“党支部+合作社+群众”的模
式成立村级农机服务队，现已投入 50万元资金购置 5
台大型机械设备，预计年创收 3万余元。

打造特色产业，发展农牧型经济。坚持依托优
势、培植大户、带动发展的工作思路，积极开展特色
种养殖和乡村旅游，培育村级产业发展支撑点，助
力村集体经济“破零复壮”工程的推进。充分依托

各村现有的生态畜牧业合作社，大力发展牛养殖
业。另一方面，通过整合、流转耕地，集体大面积
种植经济作物等实现“破零复壮”的目标，全乡 8
个农牧业经营专业合作社以租赁和联合经营的形式
开展集约化经营，累计集约耕地 1.02 万亩，在纳
隆、东山等村种植蕨麻、黑青稞、荷兰豆、中药材
等特色作物 500 余亩。同时，各村利用电子商务进
农村项目，将土鸡蛋、蕨麻等土特产资源推陈出
新，现共有电商服务点 8 处、网店 5 家，成为增收
致富的新路子。

依托政策支持，发展合作型经济。通过村企合
作，统筹整合村集体经济发展财政专项扶持资金，以
入股的形式投入县光伏扶贫建设项目和青海省德博
办公设备有限公司，每村按照 10%的比例分红收益，
实现稳定“破零”。尤其在青海省“两新”工委红色引
领——助力村集体经济发展海北行活动中，借外力强
内力，边麻掌村成功与青海省汽车销售行业协会达
成牵手战略合作，签订了人才培养、技术支持、文化
旅游衍生产品开发等八个方面的深入合作协议，使
省级企业也成为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引领者、参
与者和助推者。

截至目前，全乡 10 个村全部实现村集体经济收
入，2018 年以来实现村集体经济“破零”3 个村。其
中：达到 5 万元的村 2 个、5 万元以上的村 3 个、15 万
元以上的村 5个。

西滩乡村集体“四型”经济显成效

本报讯（记者 马智尧）近年来,海晏县积极搭建非公
经济发展平台，把发展非公经济、服务社会民生作为推动
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全县非公有制企业健康快
速发展。

海晏县工商联积极探索推动非公有制企业加快转变
发展方式的有效途径和方式，不断加强与金融等部门的
联系，通过搭建银企沟通平台，为企业提供融资服务，
着力构建“政府牵线搭桥，银行上门服务，企业主动对
接”的合作格局，努力破解企业融资难题，共同推动县
域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截至目前，共举办两次银企对接活
动，共放贷 7000余万元，有效地解决了 20余家中小微企业
融资难问题。

继续加大民营经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引导鼓励
非公经济人士积极投身“光彩事业”，捐资助学，以公益之
举，促民生改善，大力开展民营企业服务民生事业，助力脱
贫攻坚。2017年县工商联执委、天盛光伏线切一分公司经
理薛登顺给海湖社区的一名贫困学生捐助 3000 元，2018
年又捐助 4000元。

海晏非公经济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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