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翻开湟源产业版图翻开湟源产业版图，，生态农业新型工业走向高质生态农业新型工业走向高质
量发展量发展、、高原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向全产业链发力高原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向全产业链发力、、风风
电项目实现零的突破……一股股强劲发展的动力之电项目实现零的突破……一股股强劲发展的动力之
水源源流淌水源源流淌。。

置身湟源山水之间置身湟源山水之间，，““海藏咽喉海藏咽喉””丹噶尔古城见丹噶尔古城见
证了河湟百年沧桑证了河湟百年沧桑、、小高陵成为高扬在青海大地的小高陵成为高扬在青海大地的
红色旗帜……一幅幅文旅融合发展的画卷徐徐展红色旗帜……一幅幅文旅融合发展的画卷徐徐展
开开。。

漫步湟源乡镇村落漫步湟源乡镇村落，，乡村宜居宜业乡村宜居宜业、、教育医疗资教育医疗资
源均衡配置……一张张民生成绩单源均衡配置……一张张民生成绩单，，勾勒出民生福勾勒出民生福
祉持续改善的轨迹祉持续改善的轨迹。。

十年间十年间，，从跟跑到赶超从跟跑到赶超，，在发展的赛道上在发展的赛道上，，湟源湟源
县坚持新发展理念县坚持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决打好三大坚决打好三大
攻坚战攻坚战，，书写下社会经济发展的湟源答卷书写下社会经济发展的湟源答卷。。

西海全媒体记者 吴梦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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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病真方便，服务好、环境也好。”王秀英是
湟源县大华镇崖根村村民，由于上了年纪，外出奔波看
病不方便，镇卫生院和医共体的建成，为她解决了看病
之忧。

“以前的卫生室，医生少、面积小。现在，卫生院的
医疗设施齐全，多名专科医生长年坐诊。生病了不用
跑到县城，去卫生院就行。”王秀英满意地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湟源县建成一个个不同级别的
医疗机构，即便身处偏远的山村，群众都能享受到医疗
卫生保障。

2016年以来，湟源县整合县域内医疗资源，积极推
进县域紧密型医共体建设，带活基层医疗机构；2018
年，湟源县人民医院整合 300万元东西部协作资金建成

“健康扶贫一卡通”信息管理平台；2021年，湟源县人民
医院成立“医共体”办公室，构建起分级诊疗、合理诊治
和有序就医的新秩序。

十年来，湟源县综合医改稳步推进。全力推进公
立医院综合改革，落实分级诊疗、双向转诊、基本药物
制度。组建 2个医共体，推行“七统一”管理模式，积极
探索推进健共体建设，加快信息平台建设，初步实现了
医共体内医疗卫生信息系统互联互通。

目前，湟源县 65 岁以上老年人健康管理率达到
89%，覆盖湟源县所有人口的 17 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项目和 12 项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持续推进，配套制
度不断完善，操作程序不断规范，服务效率不断提高，
居民满意度不断攀升。

湟源县湟源县：：聚力谋发展聚力谋发展 成果惠民生成果惠民生

基础设施日益完善

百姓幸福感满满看发展

行走在湟源县，纵横山乡的公路蜿
蜒，让人感受到湟源奋进的脚步；高速
公路、棚改安置房等民生项目的落地建
设，见证着湟源县基础设施建设的成
就。

近年来，湟源县以补齐基础设施短
板为抓手，积极推动交通、能源、水利、
城市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实施，城市
综合承载能力、公共服务能力和可持
续发展能力显著提升，城乡一体化发
展有力推进。

“以前出门，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
泥，现在家家户户的生活越来越好，孩
子上学、村民出行都很方便。”说起十
年间道路的变化，看着昔日尘土飞扬的
土路变成平坦的水泥路，湟源县波航乡
村民王成明深有感触。

“十三五”期间，湟源县新改建城乡

道路 41 条，南环路、城拉公路、纳巴路
等一批连接城乡的道路实现贯通，新增
通车里程 100.36千米，湟源县路网规模
逐步扩大，通达深度不断提升，运输能
力显著增强。

十年间，湟源县交通运输局共争取
农村公路及交通枢纽建设项目 9 项，建
设里程 814.02千米，桥梁 58座。农村公
路的建设，解决了群众出行难的问题，
一条条城乡道路成为产业发展路、农民
致富路、小康生活路。

基础设施日益完善，湟源县城乡面
貌不断提升。如今，湟源县电力、燃气、
供排水、停车场等市政配套设施逐步完
善，县城面积成倍扩展，建成区面积达到
10.02平方千米，城镇化率由 35.79%提升
到 43%。农村危旧房改造实现全覆盖，
农村卫生厕所覆盖率达85%以上。

湟源县城航拍。

产业水平提升

激活发展新引擎

看实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湟源县
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
健康发展。2021 年，湟源县
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30 亿元，
增长 8%；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3.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 等 实 现 增 长 ， 迈 上 新 台
阶。

饲草、牦牛、藏羊、青稞、
马铃薯、油菜产业是湟源县
农牧业的六大主导产业，更
是支柱产业。湟源县坚定不
移走绿色发展之路，着眼构
建以生态农业、新型工业和
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绿色产业
体系。培育涉农龙头企业 41
家、打造“众汇源”等特色农
牧业品牌 28 个，产业结构呈
现新格局。

着力发展高原农副产品
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特
色 轻 工 等 产 业 ，实 施 年 产
3000 吨原浆青稞酒系列产品
生产线、塑胶乳品包装产品
生产线扩建、肉食品精深加
工等项目，产业结构调整步
伐加快，牛羊肉精深加工和
有机肥生产等循环农业价值
链不断延伸。

随着工业化与信息化融
合持续加深，日月山 49.5 兆
瓦风力发电一期 15兆瓦项目
正式并网发电，实现西宁风
电项目零的突破。国家农业
产业强镇项目落地实施，农
业物联网大平台建成运行，
湟源县入列“国家农村产业
融合发展示范园”“国家电
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1994年，大华工业园区扎根湟源县，从“壮着
胆子”投资兴业，到年年不断刷新产值，再到主动
招商引资邀请更多企业共谋发展，大华工业园区
见证了湟源县经济的蓬勃发展。

以时间为轴，一组数据对比，“十二五”期间，
大华工业园区企业实现产值 24.7亿元；“十三五”
期间，大华园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产值 94.47
亿元。一批又一批的丰硕成果，折射出湟源县工
业经济发展的大跨越。

在推进创新发展的过程中，大华工业园区不
断释放政策红利、深挖特色产业、激活创新动能，

园区通过推动包企制度、淘汰落后产能、大力发
展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培育牦牛系列产
品精深加工等高原动植物加工产业，努力将湟源
县打造成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

园区滚动建立“百亿”招商项目信息库，依托
“千条”项目数据库和“万人”客户资源库，加速跨
越赶超，描绘了一幅经济腾飞的新画卷。

十年间，湟源县规模以上工业经济再上新台
阶。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由 2012年的 5.3亿元增
加到 2021 年的 5.5 亿元，工业生产总值由 2012 年
的 21.5亿元增加到 2021年的 33.1亿元。

发挥工业园区优势

做强特色产业看经济

湟源县牛羊肉精深加工产业链不断延伸湟源县牛羊肉精深加工产业链不断延伸。。

湟源县以“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党史学习教育为统领，坚持不懈推进党的政治建
设，依托湟源县委党校和小高陵党性教育基地，
采取集中培训、专题研讨、线上自学、体验式学习
等形式，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勇担当、善作为。

连续 5 年实施百件民生小事，精准聚焦群众
需求，每年投资 100 万元，以党支部为单位集中
办理一批群众急需解决的“小事、难事、烦心
事”。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湟源县 154 个村（社
区）党员干部带头示范，深入疫线，有效强化了网
格管控，让党旗在抗疫一线高高飘扬。

湟源县广大党员干部担好责、站好岗、带好
头，立足本职、履职尽责，充分彰显了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为全域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共赴小康之约，湟源不落一人。十年来，湟

源县打好精准牌，按下快进键，精准施策打好组
合拳。特色产业不断壮大、扶贫产业基地集群发
展，电商、旅游等新业态扶贫亮点纷呈……

湟源县将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作为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通过种植、养殖、土地出租、民宿旅
游、物流园区等形式，因地制宜发展壮大村集体
经济。截至 2021年底，湟源县 135个村村集体经
济年收益达到5万元至50万元，3个村村集体经济
突破100万元。

产业兴旺、乡村宜居、农民富裕。乡村振兴
的美好蓝图，正在群众的好日子里逐笔绘就。

党建引领聚合力

走好乡村振兴特色路看内核

让百姓看得上病、看得起
病、看得好病；

不断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
百姓住房条件越来越好；

开展就业创业分类指导、召
开专场招聘会等就业创业优惠
政策，鼓励高校毕业生多渠道就
业……

翻开十年来湟源县的“民生
账单”，数不清的暖心变化记录
着百姓不断提升的获得感，见证
着百姓持续上涨的幸福指数。

2012年以来，湟源县坚持就
业优先战略，多渠道增加就业、
千方百计稳就业。城镇新增就
业 13182 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
业 35.41 万人次，实现劳务收入
23.81亿元。

湟源县通过每年开展“大走
访、大排查、大调研”“送政策、
送岗位、送服务”等活动进村入
户。加强高校毕业生实名登记、
强化政策宣传、开展就业创业分
类指导、召开专场招聘会等就业
创业优惠政策，开展针对性服
务，促进各类群体就业。

湟源县打造了“丹噶尔绣
娘”和“波航休闲农庄”两个劳务

品牌，走出一条市场化运作、规
模化经营、一体化服务、有序化
输出的劳务品牌新路子。

湟源县两家皮绣研发公司
以“公司+学校+绣娘+电商”的
运 作 模 式 ，年 产 值 达 600 多 万
元。“波航休闲农庄”带动湟源县
富余劳动力每年就近就地转移
1000 余人次。“丹噶尔绣娘”品
牌带动越来越多的手工艺人凭
借指尖技艺过上幸福生活。

2016 年以来，湟源县围绕
“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
为依托，机构养老为支撑，多种
形式并存，覆盖城乡”的养老服
务体系建设，推行政府购买居家
和社区养老服务工作，湟源县
1.03万名低保、高龄等老年人群
享受政府购买服务，服务老人
23.77万人次。

不仅如此，湟源县加大养老
服务设施建设力度，建成运营高
原红颐养院、博仁康复养老院等
5 所养老院，建成农村老年之家
59 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8 个，
实现养老服务从城镇向农村的
延伸，供养服务机构兜底保障能
力得到全面提升。

民生保障有温度

就业渠道不断拓宽看民生

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百姓就医更便捷看医疗

5月，湟源县天蓝水碧，绿草如茵。这个美丽剪影，
正是湟源县着力推进环境保护、污染防治，持续提升生
态质量的生动诠释。

近年来，湟源县努力打造湟水河上游生态建设重点
县，大力推进以环保、林业、水务、现代农牧业、生态旅
游、生态家园、生态文化为主的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构
建城乡一体的生态安全保障体系，不断改善城乡人居
环境，实现“生态、人文、效益、景观”协调发展，取得了
显著成绩。

品尝农家美食、采摘新鲜果蔬、观赏四季花海……
在湟源县，乡村游给游客带来多样化体验。依托当地
的自然和人文资源，湟源县把农业资源、自然生态、乡
情乡愁与旅游业相融合，给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
赋予新的价值，铺就了新的富民之路。

为把潜在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湟源县创新
发展优势，推动乡村旅游由传统食宿向休闲度假、旅游
观光、农耕体验、乡村手工艺制作转变。同时，深入挖
掘乡村文化内涵，探索形成多类型、各具特色的休闲农
业、乡村旅游发展模式。

经过十年努力，旅游业成为带动湟源县经济社会发
展的新引擎。文旅融合发展为湟源县带来无限生机，
2016年至 2021年，湟源县完成旅游接待 1554.5万人次，
累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23.1 亿元。湟源县 A 级景区和
星级乡村旅游，年均接待游客达到 250余万人次。

目前，湟源县共有乡村旅游接待点 93家，共培育星
级乡村旅游接待点 18家，宗家沟景区升级为国家 4A级
景区、小高陵红色旅游基地被评为国家 3A级景区和省级
红色旅游经典景区。2021年，丹噶尔古城入列省级旅游
休闲街区和第一批西宁市文化旅游消费示范街区，“日
月山下 24个庄廓”入选第一批西宁市河湟精品民宿，日
月藏族乡成为第一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乡（镇）。

综合实力稳步提升、民生工程大力推进、城乡环境
日新月异……回望过去十年，湟源县各族干部群众牢
记嘱托、感恩奋进，凝聚起追赶超越高质量发展的磅礴
伟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湟源县各族儿女必将以
更加昂扬的姿态，以智慧、勇气和担当，奋进“十四五”
新征程。

擦亮绿水青山底色

乡村旅游迸发新活力看颜值

小高陵红色教育基地小高陵红色教育基地。。

喜获丰收。 （本版图片由湟源县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