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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小娟）12 月 11
日，记者省人民检察院获悉，近日，
海东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林虎对海
东市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工作给
予了充分肯定，并就政府主管部门
和地方党委、政府加强监管提出了
明确要求。王林虎批示：“违法当
事人必须依法严肃处理，达到处理
一个教育一片的目的；督促国土部
门和乡镇党委政府要履职尽责，加
大管控力度，不能视而不见，熟视
无睹”。

11 月底，海东市检察院向海东
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林虎呈报了

《关于海东市乐都区雨润镇大地湾

村 尕 河 东 破 坏 耕 地 恢 复 情 况 报
告》，对海东市乐都区雨润镇大地
湾村尕河东破坏耕地恢复情况进
行了翔实报告，并提出了下一步工
作打算。

2013 年至 2017 年间，海东市
乐都区雨润镇大地湾村村民祁大
红对转包的该区雨润镇大地湾村
尕河东 3.53 公顷复耕地擅自改变
土地用途，非法开采砂石进行出
售，使已恢复的耕地种植条件完全
毁坏，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
利益。乐都区国土资源局未依法
履行其监督管理职责。6 月 26 日，
乐都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向乐都区

国土局发出检察建议书，督促该局
依法履行土地资源的监督管理职
责。但乐都区国土资源局在收到
检察建议书后未依法完全履行监
督管理职责，耕地恢复没有达到耕
种条件。11 月 13 日，乐都区检察
院就大地湾被毁耕地整改恢复进
展及拟向乐都区法院提起行政公
益诉讼情况向乐都区区委作了书
面专题报告。11 月 19 日，根据最
高人民检察院批复，乐都区检察院
就区国土局不依法完全履行监督
管理职责向乐都区法院提起行政
公益诉讼。

下一步，海东市检察机关将继

续深刻领会、准确把握最高人民检
察院、省检察院、海东市委的重大
决策部署和要求，以最高人民检察
院党组“讲政治、顾大局、谋发展、
重自强”重大要求和省委“一优两
高”战略部署为指南和驱动，以海
东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林虎的批示
精神为鼓舞，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
通协调配合，以生态保护为优先，
认真开展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领
域公益诉讼工作，加大办案力度，
提高办案质量，力争将此项工作抓
出成效，实现公益诉讼双赢共赢多
赢的办案目的，助推依法行政和法
治政府建设。

海东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林虎对公益诉讼工作作出重要批示

加大管控力度 不能视而不见

本报讯（记者 蓝海梅）近日，
全省县域医共体建设现场会在湟
源县召开，会议要求，全省各地卫
生和计划生育部门要进一步规范
医共体建设，引导医疗卫生工作
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

会上，湟源县政府、海东市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黄南藏族
自治州泽库县卫计局、海西蒙古
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卫计局分别
就县域内医共体建设典型经验进

行了介绍。与会人员参观了湟源
县医共体核心医院、日月乡分院、
大华分院,就一体化管理、重点学
科建设、信息化建设、基层综合能
力提升等工作进行实地了解。

会议通报了全省县域医共体
建设工作推进情况，要求全省相
关单位继续深化医共体建设，要
深刻认识推进县域医共体建设的
重要意义，引导医疗卫生工作重
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进一

步规范医共体建设和发展，做实
服务、责任、利益、管理共同体，围
绕构建患者有序流动、医疗资源
按需调配、医疗服务一体化的分
级诊疗格局全力推进县域医共体
建设；创新县域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升县
域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和技术水
平；由点及面推进县域医共体建
设。

我省进一步推进县域医共体建设

本报讯（记者 陈文雯）为全面落
实脱贫攻坚各项任务，坚决打赢脱贫攻
坚战，省公安厅驻村工作队协调西宁永
和集团、青海银行等部门多种渠道在湟
中县鲁沙尔镇定点帮扶的阿家庄、朱家
庄、青石坡村贫困村捐助建立了爱心超
市。12 月 11 日，记者了解到，经过一个
多月运行，3 个贫困村爱心超市利用新
创的积分制已成功为村民兑付爱心物
品 500 余件。

爱心超市以“用心扶贫、用行济困、
全民文明”为宗旨，积极探索“积分改
变习惯、勤劳改变生活、环境提振精气
神、全民共建好乡村”的爱心超市运营
模式。爱心超市主要采取“以奖代补、
多劳多得、积分考核”的奖励机制，贫
困户可通过在村中参与公益性劳动等
方式获取积分，用积攒的爱心分值兑换
所需物品。这一创新之举旨在与脱贫
攻坚扶志扶智相结合，促使贫困户把握
脱贫机遇，珍惜扶贫政策，积极参与村
内公益性活动，不断激发贫困群众脱贫
致富的内生动力，提振主动脱贫的精气
神，努力实现物质和精神“双脱贫”的
目标。

下一步，省公安厅驻村工作队将不
断完善管理制度，积极探索深化爱心帮
扶工作机制，加强“积分卡”动态化管
理，积极推动爱心超市健康发展。

省公安厅
定点帮扶村建爱心超市

创新积分制
为村民兑付商品500余件

本报讯（记者 郭佳 实习生 曾怡）
近日，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督查组对大通
回族土族自治县相关特种设备使用单
位进行督导检查。

督查组一行采取“专家巡诊”的方
式，邀请特种设备相关技术专家分别查
看了大通新源热力公司、大通新宇物业
有限责任公司、大通县金地燃气有限公
司 CNG 加气站等 5 家单位在用的特种
设备运行情况、日常检查记录、设备检
验及人员持证情况、安全附件是否在检
定周期内及是否建立和落实特种设备
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是否落实日常维护
保养工作、是否开展日常安全检查、是
否建立应急预案及开展情况、是否有特
种设备安全培训记录等情况。

通过看现场、查资料、听汇报，督查
组对西宁市的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工作
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
指导意见。同时，根据督察组的意见，
西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进一步加强
岁末年初特种设备安全督查检查，提前
谋划明年安全监察工作，确保西宁市特
种设备安全工作再上新台阶。

本报讯（记者 蓝海梅）近日，
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召开的“三
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 40 周年总
结表彰大会上，我省 5 个集体和 5
名个人受表彰。

我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
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海南藏族
自治州贵南县、大通回族土族自治
县、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环境保
护和林业局分别被授予“三北”工
程建设先进集体荣誉称号；西宁市
林业局强建海、湟中县林业技术推
广中心李应鸿、都兰县林场才让扎
西、尖扎县人民政府旦增被授予先
进个人称号，省林业和草原局高级
工程师沈文录被授予绿色长城奖
荣誉。

我省“三北”工程自 1978 年实
施以来，共完成人工造林 889333.33
公顷，封山育林 1040667 公顷。全
省“三北”地区的森林覆盖率由
1978 年 的 2.47％ 提 高 到 目 前 的
7.26％。活立木蓄积量由 1977 年
的 1547.1 立方米增加到 5093 万立
方米。据 2014 年第五次全国荒漠
化和沙化土地监测结果与 2009 年
国家公布第四次监测数据相比，全
省沙化土地面积减少 57000 公顷，
年均减少 11400 公顷，荒漠化土地
面积减少 51000 公顷，年均减少
10200 公顷，全省荒漠化面积和沙
化面积呈现出“双下降”态势。40
年来，共营造水土保持林 200000 公
顷，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796667 公
顷，经过治理的丘陵山区基本达到
洪水不下山，泥流不出沟，暴雨不
成灾，粮食不减产。

“三北”防护林
体系建设工程
40周年总结表彰大会

我省5个集体、
5名个人受表彰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督查组

开展基层特种设备
安全检查活动

12月10日，西宁火车站秩序井然。据悉，为进一步保障车站安全，维护良好乘车秩序，近期，西宁市公安局
特警支队联合武警西宁支队、西宁铁路公安处特警支队，对西宁火车站周边进行24小时不间断巡逻。

本报记者 邢鹏 摄影报道

本报讯（叶文娟）12 月 10 日，由
省林业和草原局、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主办的“大美青海——最美
湿地管护员”颁奖仪式上，我省 42
名生态管护员被评为“最美湿地管
护员”。

我省湿地面积有 814.36 万公

顷，居全国首位，湿地资源丰富，类
型多样，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生态
调节区。为了保护好高原湿地，青
海林业和草原部门着眼于农牧民生
产生活生态良性循环转变，在湿地
保护体制机制上积极探索，在全国
首创湿地生态管护员制度，初步建

立了一支“牧民为主、专兼结合、管
理规范、保障有力”的湿地生态管护
员队伍。

当天的颁奖词中把湿地管护员
誉为湿地的“守护神”。他们辛勤守
护的不仅仅是湿地资源，守护的更
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家底，他们以山

林为家、以湿地为伴，跋山涉水，兢
兢业业，为我省自然资源生态环境
保护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省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王恩
光介绍，今年 5 月，在世界自然基金
会、省湿地保护中心、协会和青海天
佑德集团的大力支持下，省林业和

草原局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寻找
“大美青海——最美湿地管护员”活
动，经逐级推荐、公示确认等程序，
最终在全省 1.6 万名林业生态管护
员中评选出了 42 名“最美湿地管护
员”，他们是我省湿地生态保护事业
中的优秀代表。

我省表彰42名“最美湿地管护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