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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村五年，第一书记陶虎的成绩单

祁连党建引领复工、战疫两不误

本报讯 （记者 马智尧 通讯
员 沈延峰） 祁连县在加强和改进
机关党的建设中，认真笃行“三表
率一模范”，通过实施“369”亮核
工程，接好“第一棒”、练好“第
一功”、布好“第一阵”，推动机关
党建高质量发展。

科学规范“一肩挑”运行机
制。通过制定“责任清单”“问题
清单”“任务清单”“指导清单”

“回看清单 ”等 5 张党建工作清
单，建立“七讲两考两联”红黄牌
提醒等 20 余项工作制度，采取与
党组织书记谈心谈话、下发温馨提
示卡等方式，明确党组(党委)书记
领导责任、党组织分管成员 （总支
书记） 直接责任和党支部书记主体
责任，注重抓两头带中间，落实

“三级联述联评联考”等工作，压
实抓党建主责主业，增强党组织书
记“理直气壮抓党建、尽职尽责抓
党建”的底气和魄力，努力把机关
党建“责任田”种成“高产田”，
建立党组 （党委） 以上率下、机关
带系统、关键少数带绝大多数的党
建工作责任体系，相继打造“红烛
党建”“天使党建”“345党建”等
5 项经验做法，推动党组织晋位、

书记归位、党建上位。
围绕脱贫攻坚、生态环保、改

善民生等重点中心工作，祁连县把
服务机关业务作为机关党组织的基
本任务，把业务工作中的热点、难
点、堵点问题作为机关党建工作的
嵌入点，搭建有效载体，拓宽服务
渠道，通过创建政治型、服务型、
效率型、务实型、法治型、廉洁型
的“六型模范机关”，探索推进

“融合党建”，锻造政治上过硬、工
作上示范和作风上表率的模范机
关。

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凸显机关
党建红色核心地位，提升组织力，
突出政治功能，优化工作流程，修
订标准规范，提高机关党组织党内
政治生活质量。在全县 160个基层
党组织创新开展 1223+政治生日、
支部统一党日和机关党建联盟活
动。严格落实党员领导干部双重组
织生活、“三会一课”、民主评议党
员等基本制度和规定。建立区域统
筹、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共建共
享工作机制，完善机关基层组织体
系，有效提升机关党组织规范化、
专业化、示范化和信息化建设整体
水平。

“亮核工程”为机关党建架起“无影灯”

本报讯 （记 者 马 智 尧 通 讯 员 沈 延
峰） 祁连县充分发挥党组织党员在疫情防控
和复工复产中的“主心骨”作用，有效运用
党建引领“三招式”，助推市场主体复工复
产。

祁连县第一时间抽调经验丰富、组织协
调 力 强 的 61 名 职 能 部 门 党 员 干 部 ， 采 取

“1+N”形式，下沉 50 余家规模以上非公企
业和 40 余家社会组织开展复工复产指导工
作。通过“一企一策”“一社一法”，开展

“线上线下”党组织党员谈心谈话、送政策
讲措施、协助产销对接、提供服务咨询，协
调解决物资供应、电力保障、生产用水、流
动资金等上门服务活动，团结职工群众共同
抗击疫情，保障安全有序复工。同时，及时
印发 《关于做好“两新”组织疫情防控期间
复工复产的通知》，发出红色动员令，号召
党组织和党员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充分发
挥带头强化政治引领，带头坚定必胜信心，
带头落实复产规定，带头做到履职尽责，带

头开展攻坚克难，带头凝聚各方力量的“六
带头”作用，为“两新”组织“复工战疫”
加油鼓劲、提振信心，做到“两手抓、两不
误”。

祁连县发挥职能部门党组织业务把关作
用，严格落实复工复产“五措施”“六到
位”“七承诺”的“567”防控措施，坚持做
到不安全不复产、不达标不开工。研究制定

《在疫情防控中充分发挥“两新”组织党组
织和党员作用的十条措施》，从思想学习、
令行禁止、组织协调等方面引导“两新”组
织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疫情防控工
作的重要指示和讲话精神，提高政治站位、
强化责任意识、主动善作善为，把疫情防
控、复工复产作为当前头号工程。

按照中央 16条、省 27条决策部署，祁连县
结合实际出台《祁连县支持企业加快复工复
产政策措施》，涵盖财税减免、金融扶持、要素
配置等 3 方面 19 条措施，为市场主体复工复
产开辟“绿色通道”，创建良好营商环境。

刚刚过去的 2019 年，对于海北藏族
自治州祁连县扎麻什乡夏塘村第一书记陶
虎而言是值得回味的一年。

投资 1500 万元修建了旅游公路，利
用村里的林海、鹿场，大力发展乡村旅
游，效益明显；投入 230万元，修建了牛
棚，购买了 95 头牦牛，合作社的规模进
一步扩大……

“村里的地势地貌适合建滑雪场，但
是一直没有合适的项目，今年我们一定要
争取多方支持把滑雪场建起来。”陶虎想
干实事的脚步并未停歇。

不到 40 岁的陶虎在夏塘村第一书记
的岗位上已经坚守了快 5 年，其间有过辛
酸和委屈，更有得到群众认可和信任的自
豪。“只有把群众最关心、最需要、最现实
的事情办好、办实，真真切切为群众排忧
解难，老百姓才能对我们给予信任和好

感。”这是陶虎担任第一书记的深刻体会。
“夏塘村是扎麻什乡 8 个村子中最落

后的一个，农田都在山坡上，没有水浇
地，种点青稞等收成也不稳定，靠天吃
饭。”面对严峻的形势，陶虎兢兢业业，
一头扎进扶贫工作中。

如今的夏塘村主干道是柏油路，入户
的支路是硬化路；新建成的村委会让村

“两委”有了亮堂堂的办公场所；村卫生
室也变了全新的模样，医疗设备更专业
了；村民土木结构的房子也变成砖木的新
房了；全村的平均收入也是水涨船高……
扶贫要搞好，产业是根本。

陶虎清楚村里的优势在种植和养殖
上。争取了省农科院和祁连县农技推广中
心免费提供的“昆仑 15”青稞种子，亩产比
原来增加 200 多公斤，目前种植面积达到
80 公顷。成立了专业合作社，养殖藏羊和

牦牛，2016 年到 2019 年，贫困户分红连续
三年上涨。争取 1500 余万元，铺设了污水
管网，覆盖全村 171户，这是扎麻什乡目前
唯一有污水管网的村子。

“这个年轻人不简单，还不错。”“能
带着我们过上好日子。”……“从那一刻
开始，我觉得所有的辛酸和付出都是值得
的，都化为了我继续搞好扶贫工作的动
力。”贫困户马凤梅曾是村里最困难的家
庭，老伴儿早早去世，她自己又是四级残
疾，住着三间土坯房，日子过得很艰难。

了解情况后，陶虎通过相关部门为马
凤梅办理了民政低保，给她的儿子申请了
林业生态管护员的岗位，鼓励他们加入了
夏塘村专业合作社……，马凤梅手里有钱
了，在医疗救助服务下，她的病有了好
转，脸上时常挂着乐观的笑容。

“闲了就到家里来，吃点午饭，没啥

好吃的，馍馍和茶管够。”每次要离开
时，群众用这样的话跟陶虎告别。“每次
听到群众这些朴实的话，我的心里满满的
是感动，觉得这些年的驻村帮扶大有收
获，而这种收获，不只是工作上取得的成
绩 。” 陶 虎 的 眼 圈 红 了 。 为 长 远 发 展 ，
2017 年，陶虎决定利用产业到户资金在
县城购置宾馆。

与此同时，逐步推进了住房安全、饮
水安全、教育保障、基础设施完善等民生
工程……在陶虎和工作队及村“两委”的
努力下，2018 年夏塘村终于摘掉了贫困
的帽子。但是如何巩固脱贫成果，怎样做
群众才能不返贫，陶虎依旧不敢有丝毫懈
怠。驻村工作中，泪水与汗水交织，有苦
涩有甜蜜。在陶虎看来，感受于心的，不
只是累，更多的是一份使命、一份责任和
一份幸福。

本报记者 马智尧

阿柔乡三个“双连加”
开启一号文件宣讲新模式

祁连专刊
祁连县委宣传部协办

本报讯 （记者 马智尧 通讯
员 马玉英） 连日来，祁连县人民
路、步行街、瑞士印象街的餐饮门
店按照祁连县新冠肺炎疫情处置工
作指挥部复工复产复业的要求，在
全面做好防疫工作的前提下逐步有
序开放餐饮服务。

此前，为迎接复工复产复业，
各商铺门店及餐饮业提前做足了防
疫准备，到医院体检，开具相关证
明，办理相关手续，并在店门前张
贴了“进门请戴口罩”温馨提示，
以打包外送和分桌就餐的方式销售
食品。“一直在等餐饮业可以恢复营
业的通知，一方面希望早点开业，
另一方面也想为疫情防控工作做些
力所能及的贡献。”一家早餐店店主
表达了自己的心愿。

“为进一步加强餐饮业复工复产
疫情防控工作，切实保障广大消费
者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祁连县

从经营场所疫情防控、推行外卖、
网络订餐服务、企事业单位食堂疫
情防控、学校食堂疫情防控、食品
安全监管等方面积极引导、鼓励餐
饮服务单位复工复产，79家餐饮店
陆续恢复营业。”八宝镇市场监督管
理所所长张毓云说。

为切实做好复工复产，最大限
度化解疫情对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
影响，充分激发企业的复产复工积
极性，减轻企业负担，祁连县出台

《关于认真抓好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复
产各项工作的紧急通知》，研究制定
了祁连县支持企业加快复工复产政
策措施，为实现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目
标奠定了坚实基础。截至目前，全
县5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家商业
企业、8家酒店餐饮行业和商贸批
发流通企业、3家大型超市已全面
复工复产。

祁连县复工复业有序推进

祁连县阿柔乡在疫情防控、脱贫收
官、复工复产、一号文件宣讲等多项重大
工作同步进行上做足文章，通过片区+沟
壑+牧户、专业讲师+第一书记+村干部、

普通话+藏语+方言的三个“双连加”同步
推进一号文件、县委十四届八次全体（扩
大）会议宣讲、脱贫攻坚普查等各项工作
齐步走。

本报记者 马智尧 通讯员 马国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