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山之路：
从漏风帐篷到城市楼房

山峦起伏，云雾缭绕，8月初，阿
尼玛卿山迎来了雨季。

大雨中，在果洛藏族自治州玛
沁县移民新村久美家园二楼阳台茶
桌边上，57 岁的克保和妹夫喝着奶
茶，有说有笑。让克保没想到的是，
两个在草原上跟着牛羊跑的牧人，
居然还能坐在居民楼里，一起喝茶
聊天，回忆过往。

40 年前，克保家住的是牛毛帐
篷。草原上的风很烈，刮得帐篷呼
呼响，下雨天，帐篷的角角落落开始
漏雨，大雪后，积雪淹没了帐篷。一
年四季，一家人挤在帐篷里度日。

40 年后的今天，他们住进了距
离自家牧场 100 多公里外的县城居
民楼里。克保说，在草原上跟着牛
羊风里来雨里去，很多人得了风湿
病，年轻的时候这不算啥，可老了就
受罪，一变天就会隐隐作痛。

今年1月1日，得知雪山乡易地搬
迁的久美家园项目建成后，他果断作
出决定，带着妻子、孙女来县城居住。
在县里，小孙女在县城上学，他和老伴
就近就医，女儿找工作也方便。

为什么要结束游牧生活搬到县
城？克保认为，家里有 30 头牛，100
只羊，这个他能记住，可让他数数，
他数不过 100，卖牛羊的时候，他不
会算账，更糟心的还是自己当年没
让儿女及时上学，儿子到现在跟他
一样只会放牧。

“改变，要从小开始。”克保说，
孙女现在才小学三年级，可小小年
纪已经会算那些难倒他们父子二人
几十年的牛羊大账了，所以必须让
孙女上学，学到更多的知识。

致富之路：
从肉类为主到“吃菜不再难”
从玛沁县出发，往西北走80余公

里，就到了阿尼玛卿山下的雪山乡。
一场暴雨过后，云雾漫过山顶，

山尖已落雪，山坡上是成片的绿色
柏树林，山下草场上两匹枣红色的
马正在吃草，清澈见底的且木曲河
奔向远处。

山脚台地上，雪山乡政府、派出
所、卫生院、学校、超市、广场、街道，
还有数十栋砖混结构楼房错落有
致。有牧民在河谷放羊，学生在河
畔广场玩耍，几位老人手里拿着念
珠散步。

乡政府斜对面是一家超市。虽
说是超市，可里面还有饭店。老板
红星曾是雪山乡阴柯河村村民小组
长。十几年前，这里生活物资短缺，
生活贫困。乡党委、村委会研究认
为，要改变牧区落后的面貌，必须有
人带个头。

改变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红
星开了一家小卖部。从此，“买卖”

“服务”“经营”的观念传开，很多人
被带动。小卖部、服装店、建材店相
继开业，红星的小店规模也升级为
超市，饭店也开业了。

红星的超市货架上有布料、衣
物、水果、蔬菜，还有各种可乐。卖
出 500毫升一瓶的可乐，他只赚 1毛
钱。红星说，因为牧民们喜欢可乐，
他乐意为大家服务。

红星开的虽是家小超市，但在平
均海拔 4000 多米的高原，这个小超
市很不一般。雪山乡阴柯河村村委
会主任多杰才让说，小超市改变了牧
民“等靠要”的思想，带动了牧民改善
物质条件过上好日子的劲头，更带动
了当地牧民脱贫致富的意识。

和谐之路：
从羊肠小路到高速公路

封闭、遥远、落后，曾是雪山乡
带给果洛的第一印象。要想走出雪
山，必须翻越十几座平均海拔
4500 米的大山，才能赶到州府
大武镇。这条路是全乡 2200
多名牧民的生活大动脉，更是
乡卫生院转送危重患者的生命

大通道。
7 月 26 日，卫生院接到牧民求

助后，快速与县医院、交通、交警部
门共享信息，仅仅花了 40 分钟就将
患者送到了县医院。这是雪山乡卫
生院历史上转运危重患者用时最短
的 一 次 ，也 是 抢 救 效 率 最 高 的 一
次。卫生院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
患者送到县城大医院，牧民们想都
没想到。

1970年以前，乡卫生院救人，还
需借几匹马，找几名牧民，用马驮、人
背的方式，翻山越岭，走羊肠小道，七
八天后，才能把患者送到县里。

改变开始了。1978 年，雪山公
社党委动员牧民历时四年，在山涧
崖避上开凿出了一条 54 公里的山
路。此后，卫生院出车救人，基本借
乡政府的车，抢救效率大大提高，牧
民生病更愿意下山找大夫，卫生院
的声誉也越来越好。

2006 年春，院长曲科在接生途
中摩托车大灯出现问题，不慎冲出
公路翻下山坡后肋骨断裂。曲科忍
着巨痛，完成了接生，确保了母子平
安。山高坡陡，有限的急救力量制
约着卫生院的抢救效率。

2013 年花久高速公路开建，四
年后通车。此后，玛沁县党委政府
给卫生院送来了医疗救护车，新建
了诊疗室、药房，一整套针对牧民的
卫生健康计划在这里逐步实施，雪
山乡卫生院成为果洛州医护条件最
好的乡级卫生院之一。

从羊肠小路到泥土山路，从石
子路到高速公路，党和政府在果洛
州最偏远的地方，修建了一条条连
接牧区和外界的公路网，公路网让
藏区与国家发展紧紧连在一起。

新路新房新生活新路新房新生活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祁宗珠祁宗珠 文文//图图

羊肠山路、泥土石子
路、高速公路……如今，
果洛草原路网体系已基
本完善。一条条多姿多
彩的路，在阿尼玛卿山下
展现出一道道独特的牧
区生活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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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是指房地产开
发企业取得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后，
在与承购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之日
起 30日内，由房地产开发企业向项目管
辖范围的房产交易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商
品房预售合同备案手续。

相关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

法》第四十五条：“商品房预售人应当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将预售合同报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登
记备案。”

2、《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
二十七条：“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自商品房
预售合同签订之日起 30日内，到商品房所
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开发主管

部门和负责土地管理工作的部门备案。”
3、《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第十

条:“商品房预售，开发企业应当与承购人
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开发企业应当自
签约之日起 30 日内，向房地产管理部门
和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办理商
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手续。”

注：我市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实施网
上备案制，在买受人与开发企业签订《商
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后 24 小时，“青海
省房屋交易监管系统”自动将该合同进
行备案处理。

如备过案的合同撤案后重新签约的，
需前往西宁市房地产交易服务中心（西
关大街 1 号）3 楼备案柜台或西宁市不动
产登记服务中心（五四西路 27 号）2 楼
208 室，由工作人员手工备案，竭诚为您
服务！

联系电话：
0971-8223324 0971-8223065

西宁市房地产交易服务中心

声 明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以下人员的保险营销员执业证遗失，特此声明

姓名 执业证号码
张新正 02000163000080002016012917
王发英 02000163000080002018001601
马生彪 02000163000080002013000419
何海棠 02000163000080002016010788
尕藏卓玛 02000163000080002012008866
史生菊 02000163000080002015010717
李积常 02000163000080002017006570
杨 晶 02000163000080002018013149
洪芙倩 02000163000080002012001240
刘有林 02000163000080002016007217
苏永花 02000163000080002017008686
吴忠云 02000163000080002018010837
扎格措 02000163000080002018011321
王丽娟 02000163000080002018010888
张 艳 02000163000080002018010907
许国云 02000163000080002018013323

姓名 执业证号码
王 华 02000163000080002018012381
宋长秀 02000163000080002016011545
杨 馨 02000163000080002018001685
祁学鹏 02000163000080002018002209
刘 军 02000163000080002018012871
赵兴芳 02000163000080002017011797
张兴梅 02000163000080002018009538
魏发伟 02000163000080002018006419
赵玉珠 02000163000080002018011508
史国辉 02000163000080002017015208
朱永琳 02000163000080002018011389
马生林 02000163000080002018012084
蒋雪飞 02000163000080002018009667
朱永莺 02000163000080002019000456
赵荣风 02000163000080002018005391
刘海梅 02000163000080002018013173

姓名 执业证号码
史万花 02000163000080002019000317
拉毛措 02000163000080002018005166
郭有花 02000163000080002018007954
张 玲 02000163000080002018013157
罗双忠 02000163000080002014005666
马婷婷 02000163000080002017003375
郑安勤 02000163000080002018006953
刘秀竹 02000163000080002018001644
张 珍 02000163000080002017005979
赵红芳 02000163000080002017015538
汪 永 02000163000080002018009152
李耀亭 02000163000080002018009177
陈芝俊 02000163000080002018013438
李得荣 02000163000080002018009005
孙 花 02000163000080002018008449
焦兴博 02000163000080002018009595

本报讯（记者 莫青）8月 13日，青海省教育招生考
试院召开“2019年全省高考招生录取工作”第四次新闻
发布会，介绍我省招生录取工作第一、二、三本科批次
录取情况。

今年，我省第一、二、三本科批次录取工作从 7 月
15日开始至 8月 11日结束。参加该批次招生的院校共
有 648所，其中省内院校 4所、外省（市）院校 644所，共
录取 18025人。参加第一批次招生的院校共 268所，共
录取 8187人；参加第二批次招生的院校共 257所，共录
取 5369人；参加第三批次招生的院校共 140所，共录取
3269人；省内预科共录取 1200人。该批次招生录取工
作持续时间长，尤其是第一批次重点高校众多，高分考
生集中，受关注度较高。

从实际投档情况看，今年本科批次投档主要呈现
四个特点：

一是平行志愿一次性投档计划满足率较高。参加
第一批次本科一次性投档计划满足率为 95.5%,投档后
生源不足的院校仅有 94所；参加第二批次本科一次性
投档计划满足率为 98.27%,投档后生源不足的院校仅
有 66所；参加第三批次本科一次性投档计划满足率为
92.32%,投档后生源不足的院校仅有 60所，与往年基本
持平。

二是继续加大了对重点院校计划的争取力度。针
对我省高考考生人数逐年增多的实际，省招生考试院
统筹推进、积极协调，加大省内外院校在青投放计划。
上海商学院、湖南工业大学今年首次在我省招生；清华
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一批知名院校在模拟投档
期间增加计划，还有相当数量的省内外高校在投档后
追加计划，用于志愿征集。

三是继续加大对省内专项计划招生力度。省内专
项计划是我省加大教育扶贫力度，定向招收我省贫困
地区、六州藏区和三江源生态核心保护区考生，进一步
释放教育民生红利的有力举措。今年，青海大学、青海
师范大学和青海民族大学积极作为、统筹谋划、严格管
理，全力完成一本、二本批量投档计划，在此基础上，根
据实际录取情况，及时将一本文、理科分数线转为省内
专项分数线，一大批农牧区考生因此而受益。

四是重点高校、热门专业受考生青睐。全国知名
院校、重点院校和东部发达省市院校投档情况呈现高
分数态势。热门专业较多、办学特色较为明显、就业前
景好的高校生源较为充足，说明我省考生在填报志愿
时比较关注高校的综合实力、专业特色、就业前景等因
素。

省考试院再次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
1.要谨防招生诈骗。根据往年发生的情况，高考录

取期间针对招生录取的诈骗案件多发、频发。招生录取
所有录取程序都无需通过中介或中间人，广大考生不要
轻信所谓中介或中间人的谎言，谨防上当受骗。

2. 请各批次滑档考生及时关注征集志愿时间、各
批次剩余计划等相关信息，省考试院将通过“青海省教
育考试网”或“青海省教育招生考试”微信公众号公布，
请考生按规定时间在“青海省教育考试网”填报征集志
愿。

3. 随着本科批次录取结束，高校将陆续向已录取
的考生寄发录取通知书，考生在收到录取通知书后，须
认真核对通知书上录取院校、专业等信息与志愿填报
系统中确认的录取信息是否一致。对于已经被录取，
但对录取结果不满意，决定不去报到的考生，请及时给
录取高校招生办打电话，告知不去报到的原因，确保大
学学籍不会被注册。否则，考生复读后考上了另一所
大学，很可能会出现无法注册学籍的情况。

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召开第四次新闻发布会

本科批次投档呈现四大亮点

久美家园久美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