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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倪晓颖

三十多年过去了，已是古稀之年的杨家

寨村前任党支部书记何育生，依然为当年大

刀阔斧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决策倍感庆

幸。

西山脚下、凤凰山路旁，有一座村庄，它

由 41 栋居民楼组成，2021 年村集体资产超

过 3 亿元，全村人均收入达 2.4 余万元。这

里，便是西宁市城西区虎台街道办事处杨家

寨村。

为西宁市发展，这个村庄经历了两次大

规模搬迁，发展起多项集体经济，从地道农村

演变成“城市农村”，把准时代脉搏，与西宁同

进步，励精图治，共创繁荣发展的美好家园。

党的十八大以来，杨家寨村党支部和村

委会一班人牢记初心使命，确定了“抓党建、

促发展、惠民生”的 23 项规章制度和 17 项村

级党组织职责，紧紧抓住身处城中村的区位

优势和市场优势，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思想，聚力奋进，积极建设治理新农村，为民

打造高品质生活，各方面实现了喜人的巨大

变化。

一次又一次搬迁中，不断追求
自身村寨的新发展新突破
放眼湟水河畔的西宁城区，其中杨家寨村

原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高原村寨。过去，该

村占地面积很大，东至高槽巷，北至湟水河，西

邻水校，南抵西山。何育生回忆，曾经的杨家寨

村是一个地处城郊的普通村落，村民仍靠种植

养殖简单地维持生计。

1953 年，杨家寨村的土地开始被国家划

拨征用，到 19 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

的不断深入，西宁城市规模迅速扩大，杨家

寨村土地陆续被征用，至 19 世纪九十年代，

杨家寨村 360 户村民陆续搬迁至现海湖路

附近的新村里。

说起当时的杨家寨新村，何育生说：“新

村的房屋是按照小康村模式修建的二层小楼，

每栋建筑面积在116平方米左右，并配有一个

小庭院。村里还有医疗室、幼儿园、老年活动

室，我们可是西宁第一批小康示范村呢！”

党的十八大以后，杨家寨村迎来了新的转

折和发展机遇。这一年，海湖新区建设正式开

启，杨家寨村所在土地再次被纳入规划之中。

再次搬迁，杨家寨村村民毫无怨言、收拾

行囊再出发。这次的新村安置小区位于汇宁

路 6 号，在西山脚下、解放渠以南。2014 年 9
月开工建设，小区总占地面积 11.37 公顷，建

设楼房 41栋，其中包括 5栋高层。同时，配有

物业综合楼、商业服务中心、幼儿园、新村大

门、围墙、道路、路灯、排水、自来水、配电、通

信、绿化等公共设施。

“我们在第一次搬迁中见证了海湖路从

无到有，又在第二次搬迁中见证了海湖新区的

崛起。可以说我们一直助力西宁发展‘搬来搬

去’，一路见证了古城西宁的快速成长和跨越

式发展。”现任杨家寨村党支部书记丁军德说：

“自然，在一次又一次搬迁中，抢抓机遇，不断

追求我们村庄的新发展新突破！”

杨家寨村先后荣获全省先进基层党组

织、全省先进村党支部、全省小康示范村、小

康文明村、省级民主法治村、卫生村等 30 多

项荣誉。

变区位优势为经济优势，奋力
拼搏创业唱响新农村富民曲

早在土地征用之初，村民便有了这样的

认识——未来的杨家寨，靠土地致富是走不

通的路，必须发展集体经济。何育生说：“当

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用集体的钱办集体企

业、发展集体经济，经济收入再反哺村民。”

就是这样的想法，支撑着杨家寨走过了几十

载峥嵘岁月。

杨家寨村果断决策，成立村发展壮大集

体经济领导小组，把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作为

村里的大事来抓，将村里土地征用补偿款的

36%发放给村民，64%集中起来办企业，用于

扩大再生产，并将创办企业所得利润的 50%
用于为村民办实事。

“投资 420 万元开办虎台旅社，就是希

望解决村中部分劳动力就业，为失去土地

的村民寻找新的生产方式。”何育生回忆

说，“旅社经过两次改名，从虎台旅社变成

虎台饭店再到现在的虎台宾馆，成为当时

西宁首屈一指的宾馆。时至今日，依然是

村集体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

1992 年 8 月建成虎台游泳馆，1998 年 6
月建成低温保鲜库……加上同时期的建筑

公司等 9 家企业构成了杨家寨村村集体经

济发展的基本格局。何育生笑容满面地说：

“办集体经济我们走在了前列。”

直到 1999 年，杨家寨正在经营的交通

巷批发市场将规划建设新宁路广场，杨家寨

村服从大局将市场拆迁。这时，一个大胆的

想法出现在了何育生和时任村主任的丁军

德脑海中：位于海湖片区的杨家寨新村尚有

10余公顷土地可以利用，为何不将老市场迁

往此处呢？

经过反复论证与设计，2000 年，杨家寨

村大胆地将集体存款 2000 余万元全部投入

新市场建设。这个建筑面积 4 万平方米、有

1500 间营业铺面、可容纳 2000 个经商户的

以蔬菜批发为龙头的综合批发市场一经开

业便生意红火、交易繁忙。

随后，为了提高档次、扩大规模，全村

农户再次集资，先后进行了二期和三期工

程的建设，至 2013 年全部建成投产之时，该

批发市场占地 10.47 公顷（157 亩）、投资达

9000 余万元，成为当时青海最大的蔬菜综

合批发市场，一跃成为杨家寨村新的经济

增长点，仅此一项杨家寨村年收益 2000 万

元。

2013 年，为了海湖新区建设的需要，车

水马龙的城西区海湖路蔬菜综合批发市场

必须拆迁，对此，杨家寨村忍痛割爱。丁军

德说：“批发市场是杨家寨的支柱产业，但为

了西宁市的总体发展需要，我们必须服从大

局。这就是善于奉献的杨家寨村人。”

抢抓机遇再扬风帆，一个美丽的
城中新农村在湟水河畔崛起

作为杨家寨人，是幸福的！因为他们始

终坚信，村民背后有一个强有力带领村民致

富奔小康的村党支部、村委会一班人，扎实

落实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他们相信杨家

寨的未来会更好。

近年来，杨家寨村以“住上好房子、过上

好日子、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为党旗增

辉、为百姓造福”的“四好两为”为具体目标，开

展了“三乡工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发展村

集体经济，建立了“村集体经济年纯收入的

40%用于集体经济发展基金，30%用于村民生

活补助，20%用于村公共服务，10%用于扶危济

困”的集体收益“4321”分配机制。顺民意，解

民忧，惠民生，真正让全体村民共享发展成果。

同时，配合西宁市城西区高质量完成

“百乡千村”示范村项目，提升农村公共服务

功能，以“硬化、亮化、美化、绿化、净

化”为具体抓手，建成完善村庄内公共服务

设施，建立综合服务中心和便民服务窗口；

以党建文化长廊、廉政墙、家风墙等整体展

现综合文化底蕴；建起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党群议事中心、群团工作室等……为奋力谱

写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青海篇章而奋斗。

如今的杨家寨新村小区，水电设施齐

备、天然气供暖、村规民约上墙、垃圾分类落

地、树绿花红地净人和，一派欣欣向荣；两栋

5 层的办公楼里综合服务大厅、文化活动中

心、党员活动室、卫生服务站、便民超市、村

史馆、图书室等一应俱全。

居住环境改善，村民还能享受到村里提

供的各种福利:18 岁至 59 岁的村民，按年龄

段每月享受不等的生活补助；60岁以上的老

人，每月补助 1500 元，每年发放 16 个月，逢

年过节还有米、面、油等慰问品……

踔厉奋发，励精图治。丁军德说：“把深

入贯彻落实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转化为

我们杨家寨人不断奋进的动力，在今后五

年，凝心聚力，持续推进集体经济发展、打造

高品质幸福生活、高质量建设乡村文明，感

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用实际行动回应村民

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一个城中村的沧桑巨变一个城中村的沧桑巨变

新华社记者 周盛盛 李劲峰 李占轶

夏日的祁连山林木青翠，风景如画。

由于长期过度开采和放牧，祁连山生态功能曾受到严

重威胁。作为全国首批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试点之一，

祁连山青海片区实施“连山、通水、育林、肥田、保湖”工程，

探路生态系统化治理、一体化保护，守护祁连山水好风光。

山水林田湖系统化治理

盛夏时节，发源于祁连山南麓的小八宝河碧波荡漾。

如此景象，让从小在河边长大的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

连县阿柔乡草达坂村牧民多日杰深有感触：“以前山上开

采石棉矿，河道旁堆满矿渣，一刮风灰尘四起，害得老人和

小孩都咳嗽不止。”

祁连山是连接青藏高原与河西走廊的重要通道，是黄

河流域的重要水源补给地，也是黑河和青海湖等内陆河湖

的产水区，对西北地区水源涵养、生态安全具有重要的屏

障功能。由于长期矿山开采、水电开发、过度放牧，祁连山

生态系统碎片化严重，脆弱性加剧。

2017年，祁连山青海片区被列入国家首批山水林田湖

生态保护修复试点，总投资 20 亿元开展水源涵养功能提

升、生态修复制度创新等 4 大类共 134 个子项工程，覆盖范

围近6万平方公里。

“祁连山生态保护修复，首要打破‘九龙治水’格局。”

青海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汤宛峰介绍，改变过去职能部门各

管一摊、各自为战的生态修复方式，一体化解决祁连山“山

碎、林退、水减、田瘠、湿（湖）缩”等生态问题。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开采的小八宝废弃石棉矿是座无

主矿山，按传统归自然资源部门治理，尾矿堆积的小八宝

河生态治理归口水利部门，周边草地修复则归林草部门。

祁连县山水林田湖试点项目办公室干部杨富存说：“各部

门很难为一个区域同时申报生态修复项目，只能各干各

的。”

河道矿渣清理、河岸修筑护坡、“马道”种上云杉、坡面

植草复绿，原来分属不同部门的生态修复项目，通过统筹

行业标准、部门协同，在小八宝废弃石棉矿项目上统一设

计、施工、验收，实现一体化修复。“现在小八宝河清澈见

底，空气清新，‘青草味’扑鼻。”多日杰惊喜地发现，昔日罕

见的野鸭也在河里成群栖息。

从工程导向变为生态导向

全长 574 公里的大通河，发源自祁连山东麓，是黄河

重要的二级支流。过去，大通河流经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

州门源回族自治县时，河道垃圾堆积、采砂点遍布，生态极

为脆弱。

如今，驱车沿河而上，河段自然弯曲流淌，河心岛绿植

密布，却很难看到生态修复“痕迹”。

“我们注重减少人工干预，最大程度地还原河道本

貌。”门源县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试点项目办主任贺

七十三介绍，传统生态修复项目，验收时主要看工程施工

量，很多河道两岸就用石笼河堤从头修到尾。

祁连山青海片区调整过去以工程建设为主的思路，

将水质流量变化、绿化面积等主要生态指标作为绩效评

估重点。大通河门源段生态修复中，最初规划修建 34 公

里石笼护岸，经过实地勘探和科学测算，在不影响防洪前

提 下 缩 短 为 16 公 里 ，其 余 河 段 利 用 缓 坡 植 树 等 方 式 修

复。如此既节省投资，又实现生态化修复。

水质变化是河道修复成效最好的体现。经过 3 年修

复，大通河门源段水质从Ⅲ类稳定在Ⅱ类以上。参与大通

河流域整治项目的深圳市合创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监

理总监谢承志说：“不再追求工程建设任务量，优化绩效评

估指标，最大化体现生态效益。”

共享生态修复红利

祁连山生态保护修复试点还与人居环境改善结合起

来，系统推进农村饮用水源地保护、垃圾收集无害化处理、

有机肥替代，发展生态旅游业、有机农牧业，增强群众在生

态修复中的参与度和获得感。

坐落在祁连县卓尔山脚下的八宝镇拉洞台村，村民马

占仓正忙着清理院落，打扫客房，迎接暑期游客。去年，他

家民宿收入 30多万元。

“过去村里都是旱厕，少数接通自来水的，也是直排到

河滩。”拉洞台村村支书麻富海介绍，2018年村居环境改善

纳入祁连山保护修复项目试点后，来自北京的专家在村里

住了 5个月，围绕自然特点和村民需求设计方案。

鹅卵石铺设的透水广场，民宿改造实现开窗见山绿林

环绕，各家污水接入管网，拉洞台村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2019 年完工后，全村陆续开起 55 家民宿，最高峰日接待游

客近 2000人。

试点 5 年来，祁连山青海片区 2690 公顷历史遗留无主

矿山，6.5万公顷的鼠害、黑土滩及 1500公顷荒漠化草地得

到修复治理；域内主要河流断面水质稳定达到Ⅱ类以上；

青海湖鸟类种类达到 228 种，数量超过 57 万只，生态保护

修复成效明显。

通过系统总结和推广试点成效和经验，青海将继续扎

实推进祁连山生态环境修复治理，全力保障祁连山生态安

全。 （新华社西宁6月22日电）

——祁连山青海片区
生态保护修复试点观察

守护祁连守护祁连
山水好风光山水好风光

党的十八大以来，青海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入实施“一优两高”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使城乡面貌发生了令人瞩目
的巨大变化。

最近，本报记者深入乡村和城镇，采取行进式、互动式采访，全方位报道全
省各地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区域发展等方
面的有力举措和生动实践，展现我省城乡发展的新风貌、新变化。今起本报陆
续推出“走进城乡看发展”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杨家寨新村一角。 本版图片均为杨家寨村提供

杨家寨卫生服务站。

杨家寨村综合服务大厅。

杨家寨村的新时代文明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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