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冶生彪是海东市平安区的
一位民营企业家。自脱贫攻
坚工作开展以来，省政协委
员冶生彪响应政府号召，
积极接受村上的贫困村民
到公司工作，为不少村民
安排了就业岗位。

冶生彪说，起初，到
公司打工的村民基本没有技
能。为了让村民们能够长期立
足，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公司专
门开设了技能培训班，让这些村民参
加实地培训和学习，为长期发展打下
基础。

目前，冶生彪的公司员工当中，有很
多都是村民。冶生彪说，到他公司务工

的村民每月有 3000 元的收入。
今后，他继续加强在公司务工

村民的技能培训，努力帮助
他们转型，提高他们的收
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冶生彪说，今年的政
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发展
壮大民营经济，他要积极

响应政府的号召，培育和发
展支柱产业。回到公司后，要

将两会精神传达给公司员工，和大
家共同努力为我省经济建设贡献力量。
同时，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强化服务
意识，投身脱贫攻坚事业之中，奉献爱
心，反哺社会。

（本报记者 赵俊杰）

助力脱贫攻坚事业

省政协委员香毛措来自海
南藏族自治州，她坚持把基
层的声音带到全省两会会
场。

香毛措了解到，如今
海南州 36 个乡镇文化站
都实现了“四室一窗”，427
个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丰富了农牧民文化生活。越
来越多的农牧民依托传统民族
文化发展产业脱贫致富，如贵南藏
绣让很多农牧区妇女实现就地、就近就
业。民间藏族歌舞演出队伍不仅将青海
民族文化带向国内外，演员们也有了稳
定的收入。

今年，香毛措将目光投向如何通过

文旅融合助推脱贫攻坚。如何
把当地多彩的民族文化融入

旅游，让更多农牧民通过文
化 旅 游 产 业 的 发 展 奔 小
康，她思考了很久。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
到的文化惠民、助推乡村
旅游发展等都是党的好政

策，要把这个好政策落到实
处，还需要我们这些基层工作

者身体力行！”香毛措建议，在发展
乡村旅游改善环境、设施建设的基础上，
还需要重视青海民间优秀传统习俗、特
色手工技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当
下讲出属于各地的故事。

（本报记者 吴梦婷）

文旅融合助推脱贫攻坚

砥砺初心使命 决胜全面小康
早些年，王占华投资冷水养

殖产业，把家乡产的冷水鱼卖
到沿海地区。近年来，王占
华在村上开了一家苗木专
业合作社，种植云杉、油松
等造林用的树苗，为周边
村民开辟了一条脱贫致富
的新路子。

在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
县康杨镇西麻拉村，省人大代表
王占华以苗木专业合作社为产业依
托，周边 4个村的村民通过到户产业资金
入股的形式，连续 3 年为入股村民分红，
保证了贫困村民每年有固定收入。

王占华说，现在周边的几个村都脱贫
了，但巩固脱贫成果需要稳定的后续产业
支撑，他的苗木专业合作社的大门为村民
敞开，除了为村民提供劳务岗位，有意愿

入股的村民他都会积极接纳。
2019年，王占华的苗木专

业合作社支出劳务费 150万
元，带动了周边村子的 1.3
万余人次就业，实现部分
村民增收。“现在村里面貌
大变样，家家住上了新房，
过上了好日子。”王占华说，

他 的 苗 木 专 业 合 作 社 现 有
700 多亩地，也是村里的一大产

业基地。
“以产业巩固脱贫成效，以产业发展

实现致富增收，这是保证村民收益的
一条新路。”王占华说，回去后，要集思广
益，为村经济的发展建言献策，根据村里
的情况探索发展新路，让村民们挣钱的
路子越走越宽广。

（本报记者 赵俊杰）

让村民们挣钱的路子越走越宽

“城中区总寨镇下细沟村是
典型的浅山地区，全村人靠天
吃饭。这两年，村里发生了
明显变化。建设高原美丽
乡村工程让村容村貌焕然
一新。”说起村里发生的变
化，省人大代表、西宁市城
中区总寨镇下细沟村村委会
主任井含辉脸上洋溢着幸福
的笑容。

“聆听了省长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我们信心更足了。我们不光要脱贫，还要跟
着大家伙一起奔小康。”井含辉说，要把两会
上的好声音带给村民们，让村民们积极投入
美丽乡村建设。

“实施精准扶贫以来，为帮助贫困户
早日脱贫，村里不断加大劳务输出，让村

民实现了长期稳定就业。”在井
含辉看来，加快脱贫致富奔小

康的步伐，不仅要彻底“拔
穷根”，还要增强贫困群众
的自我“造血功能”。

去年开始，下细沟村
以“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
立足各村资源和环境条件，

因地制宜、因势利导，让集体
经济“不再沉睡”，依托“高原美

丽乡村”建设，发展乡村旅游，以乡村
垂钓旅游项目实现月收入2.3万元。

井含辉说，今年，下细沟村找准村集
体经济发展路子，拓展致富途径，发挥产
业带动作用，将加快带动村民就地增收
致富，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本报记者 范程程）

带动村民就地增收致富

“以前，青海人餐桌上的蔬菜
多来自省外。现在，在青海种
植的高原夏菜如苦菊、西蓝
花等，经冷链运输端上香
港、澳门、上海等地居民的
餐桌。”1 月 17 日，省人大
代表、互助土族自治县农
业示范园区管委会主任李
进仓的话题引起代表们的关
注。

互助县大部分农户都以种植
小麦和油菜等传统作物为主，产业结构
单一。近年来，互助县引进农业科技人
员，通过技术攻关、技术示范等，种植高
原夏菜，推动农民增收致富。目前，互助
农业示范园规划区、辐射区达到 50 万

亩，通过中药材种植、高原夏菜种
植 ，园 区 辐 射 区 内 户 均 增 收

3000元左右。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为我们今年的工作指明了
道路。”李进仓认为，要以
授人以渔的方式助推脱贫

攻坚工作。今年，互助农业
示范园将继续推广高原夏菜种

植，让更多优质蔬菜端上外地人的
餐桌。同时开展中药材种植基础性研
究，打造中药材资源圃，让互助县中药材
种植有规范的标准，推动中药材产业集
约化、集聚化、产业化发展。

（本报记者 吴梦婷）

更多青海菜端上外地人的餐桌

省人大代表、玛沁县县长桑
本说，“五个示范省”建设以及
脱贫攻坚巩固提升、乡村振
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这
些都是今年的政府工作报
告传递出的重要内容，果
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将认
真贯彻落实。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要促进农牧区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打造一批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农民合作社联合社和乡土经济实体、强
化对农牧民转移就业的服务工作，大力
发展富民乡村产业和劳务经济，促进农
牧民持续增收……这些都是玛沁县深入
推进“一优两高”战略，不断增强经济社
会发展活力，持续改善民生的重要抓手。

桑本说，玛沁县有 1360 万亩的优良

有机牧场，还有长 95公里的黄河
干流，以及更为广阔的黄河流

域，这些都是玛沁县构筑国
家生态安全屏障，贯彻落
实好生态保护的重要着力
点，更是发展清洁能源、发
展有机畜牧业产业链，做
好民族团结以及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主战场，只要找
准切入点，找好发力点，就能取

得大发展。
玛沁县将在生态有机产业链方向发

展，在规模化、市场化上下功夫，深入推进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打造更多的牧区产
业合作社，增强农牧民福祉，增加农牧民
的人均收入，增强牧民的幸福感、获得感、
满足感。

（本报记者 祁宗珠）

打造更多牧区产业合作社

省政协委员、中汇国瑞 (青
海)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董
事长王华的提案很多是百
姓关注的问题。今年两会
上，她关注的焦点仍然未
变，但底气却比以前更足
了。她说：“因为和数据打
交道比较多，看到政府工作
报告中今年的各项重点工作
安排后，对于青海与全国同步
建成小康社会，信心满满。”

王华说，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展现
了省政府领导班子负重前行，务实奋进
的新风貌、新气象，为“十三五”圆满收
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巩固拓展减税降费成效，实质性降

低企业负担。构建亲清政商关
系，完善落实领导干部联点

民营企业制度，全心全意支
持民营企业，坦荡真诚服
务民营企业，让民营企业
放心投资、专心创业、安
心发展。”这些深深烙在王
华的心中。

作为我省税务师行业中
的一员，王华说：“涉税专业服务

机构，不仅是减税降费的受益者，还
肩负着落实者和督导者的职责，立足本职
为纳税人宣传、培训、辅导新政策，为财税
部门减少负担、简化流程，优化服务，献计
献策，为促进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新动能。

（本报记者 周建萍）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新动能

“2020 年，我们对提高全省
妇幼保健水平非常有信心，
我 将 带 领 团 队 更 上 一 层
楼！”1 月 18 日，省政协委
员赵成茂说。

赵成茂是青海省妇幼
保健院院长。他说，妇幼
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三分
之二，没有妇幼的健康，就没
有全民的健康，青海要打赢脱
贫攻坚战，与全国一道步入小康社
会，离不开这个庞大群体的努力，妇幼
健康水平反映了青海经济社会的发展
水平，提高全省妇幼保健能力和水平是
当务之急。

2019 年，青海出生了约 7.7 万名新
生儿，这些新生儿是青海的未来。赵成
茂希望，全社会都重视新生儿健康问

题，政府将 48 种新生儿先天性
和遗传性疾病的筛查纳入民

生工程，提供免费服务，及
早规避和干预新生儿疾
病。

在今后的工作中，赵
成茂表示将全力探索建
立以省级妇幼保健机构为

主导，市（州）、县、村为单位
的三级妇幼保健网络，建设婚

前检查、孕前优生、孕产期保健、孕
产期营养、产后访视、儿童保健、儿童营
养、母子健康手册、计划生育、“两癌”及
新生儿疾病筛查等全生命周期监测、治
疗、访视为一体的全省妇幼保健综合信
息共享管理的平台，整体提升全省妇幼
保健医疗综合服务能力。

（本报记者 彭娜）

努力提高全省妇幼保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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