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11 月 17 日至 18 日，省委书
记王国生深入海西州格尔木市唐古拉山
镇长江源村和大柴旦镇马海村，宣讲党
的十九大精神，看望各族群众，共谋民族
团结，共话幸福生活。

2016 年 8 月 22 日，习近平总书记亲
临长江源村视察。党的十九大召开期
间，村民们怀着对党中央、对习总书记的
深深感恩之情收看大会盛况。村民们激
动地说，习总书记慈祥的面容、殷切的嘱
托仿佛就在眼前，总书记的话句句都讲
到了我们心里！

飘扬的五星红旗、明亮的红瓦砖房，

诉说着村庄翻天覆地的变化。18 日一
早，王国生冒着寒风走进长江源村，与
干 部 群 众 围 坐 在 一 起 ，宣 讲 十 九 大 精
神，共谋村庄发展。谈起村里的变化，
大伙有说不完的话：“天然气入户了，电
线入地了，文化广场修好了，上学看病
更方便了……”申格激动地说：“习总书
记与我们心连心，去年还到我家做客，
我感到无比骄傲。我是农奴的孩子，以
前生活很困苦，现在国家强大了，生活
改善了，我们都发自内心地感恩党、感
恩习总书记！”王国生说，党的十九大报
告通篇贯穿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字

里行间饱含了对人民群众的大爱。我们
要把党的声音、党的政策、党的温暖送
到群众的心坎上，使各族干部群众坚定
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马海村是全省唯一的哈萨克族村
庄，2002 年政府免费为全村修建了宽敞
明亮的住房，让他们过上了安定幸福的
生活。王国生走进牧民哈力家中，和他
一家拉起了家常。得知他家人均收入过
万元，比 2002 年翻了 20 多倍，并购置了
两辆汽车，王国生说，只有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人民生活才会发生这么大的
变化，各族群众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村支书努尔哈孜自豪地向王国生展示村
里生产的枸杞、牛肉干。王国生称赞他
们工作有成效，希望马海村以“两委”换
届为契机，选出好支书，建强党组织，发
挥好党员作用，带领群众把致富的路子
越走越宽。

王国生还听取了格尔木城市规划、
机场建设和胡杨林自然保护区发展等情
况的汇报。他指出，要以十九大精神为
指导，以更宽的视野和五大发展理念，规
划好格尔木的发展，真正让绿水青山变
成金山银山。

王予波、于丛乐参加。

牢记殷殷嘱托 共话幸福生活
王国生深入海西牧区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

凌晨 4时，当市民还在沉睡时，青藏高
原农副产品集散中心（以下简称“集散中
心”）已是人声鼎沸，商贩们的吆喝声一浪
高过一浪，买方、卖方，开始了忙碌的一
天。

人群当中，一位中年妇女沙哑着嗓子，
向一名男子介绍地摊的蔬菜。中年妇女忙
碌的身影，在幽暗的灯光下来回交错。上
秤、打包、数钱、装运……不到一会儿，她和
对方达成交易，麻利地送走这位买菜的男
子。

中年妇女名叫焦素玲，是集散中心的
一位老商户。焦素玲是河南商丘人，在西
宁做蔬菜生意已有 20 多年了。卖菜时间
久了，焦素玲对各种菜的特性了如指掌。
当客人为选优质菜拿不定主意时，她就蹲
下身教客人选菜技巧，买卖自然也好多了。

如今，焦素玲蔬菜生意做大了，她的丈
夫和孩子也在集散中心做蔬菜批发生意。
焦素玲现在年龄大了，体力不支，她从当地
雇了两名小伙，帮她为客人搬运蔬菜。即
便如此，焦素玲养成按时起床的习惯，每天
凌晨 3点准时赶到集散中心打理生意。

赵新洲，河南南阳人。早些天，他和几
位同伴从老家运过来一万多斤南瓜。看见

赵新洲时，他穿着厚厚的大衣，在一旁招徕
生意。赵新洲说，今天生意还算可以，天还
没亮，卖了 1000 斤。照这样下去，过几天
就能回家了。

从赵新洲的摊位离开时，记者看到骑
着三轮摩托车到集散中心批发蔬菜的刘生
龙。刘生龙头戴一顶皮帽，他挨个询问菜
价。不到一会儿，车厢里装满了蒜苗、萝
卜、大葱、香菜。刘生龙说，他和妻子在民
和路早市摆摊。每天凌晨 3 点起床后，他
从租住屋赶到集散中心批发蔬菜。随后接
上妻子去早市摆摊。

杨成伟从海东市平安区赶到集散中
心。杨成伟说，集散中心的蔬菜新鲜、种类
齐全，价格低廉。他每隔四五天专程来一
趟。到平安后，他把蔬菜又出售给零售商
贩。黄海青是从玉树赶过来的，他说，天渐
渐冷了，路也不好走。这次他雇了两辆大
货车，提前储备冬菜，保证顾客吃上各种蔬
菜。

沿着摊位挨个走下去，映入眼帘的是
个个忙碌的身影。在一家出售青椒的摊位
前，来自山东的一名小伙低头吃着泡面。

“早上出门没吃饭，到了集散中心忙活了一
阵，肚子饿得咕咕叫。”小伙子说。记者看
到，刚泡上的方便面还未泡软，他就大口吃
了起来。没吃到一半，又忙着招呼客户去
了。

和这名忙碌的小伙子相比，对面留着
长发的一名中年男子静静地坐在摊位前的
椅子上。到他摊位时看到一货车的蔬菜全
卖完了，印着“长毛黄瓜”的空纸箱堆了一
地。“你们来迟了，早一会儿还能看到大伙
批发蔬菜的热闹场景。”中年男子笑呵呵地
说。当记者准备询问“长毛黄瓜”名称缘由
时，一旁的一名男子抢先一步笑着说，“长
毛黄瓜”是因他留长发而得名的，他引进的
黄瓜优质味美，成了集散中心的抢手货。

留着长发的男子叫吴文国。他说，他
的黄瓜是专门从辽宁朝阳引进的，与别的
黄瓜相比，品质优、口感好。昨晚夜里拉过
来了一货车，今早仅一
个小时就卖完了四万
斤。

天 空 渐 渐 发 亮 。
连夜批发蔬菜的商贩

陆续离开集散中心。忙了几个小时的商贩
终于清净了一会儿，坐在椅子上喝茶、吃泡
面，准备迎接下一批客户的到来。

“公司组织商户从甘肃、山东、四川、云
南、河南、陕西等省运输蔬菜到集散中心，
30 个小时内将蔬菜运到西宁。从集散中
心销往全省各地和西藏。目前，集散中心
每天的出售量达到 1800 吨，其中，省外蔬
菜销量占到 80%左右。”西宁农商投资建设
开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琳说。

从 11月初起，西宁农商投资建设开发
管理有限公司组织商户加大蔬菜供应量，
现在每天的蔬菜供应量上涨 6%至 7%，保
证市场的需求。蔬菜供应量的增加，起到
稳定菜价的作用。较前几年相比，今年引
进蔬菜的品种从原先的 20 多种扩大到 50
种，丰富了市民餐桌。

集散中心作为西宁、乃至全省的蔬菜
批发交易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对稳定菜价
起到很大作用。赵琳说，公司每天出售
1800 吨的蔬菜以外，还对西宁市区 150 家
平价蔬菜店供应 6 吨的多品种蔬菜，起到
平价蔬菜引领的目的。根据西宁市商务局
等部门的组织和要求，在重大节假日期间，
还推出水产品等其他品种的平价农副产
品。目前，根据西宁市商务部门的要求，准
备冬春蔬菜的调运和储备工作。

冬天到了，今冬明春蔬菜储备、调运工
作，再次提上议事日程。西宁市商务局市
场运行调节与秩序处处长王成孝说，根据
西宁市委市政府稳定物价的安排和部署，
目前，由西宁市发改委牵头，西宁市商务、
财政、农牧等部门参与，起草了 2017 年至
2018 年冬春季主要生活必需品调控方案，
整个任务计划由西宁市平抑物价领导小组
办公室领导执行。结合十九大精神，作为
商务部门以保障供应、稳定物价为出发点，
积极做好蔬菜、水产品、肉类的储备工作。

本报记者凌晨探访青藏高原农副产品集散中心

每天1800吨蔬菜从这里销往全省
本报记者 赵俊杰

凌晨4点，青藏高原农副产品集散中心一派车水马龙的景象。 本报记者 祁晓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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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罗藏）11 月 20 日，省
委副书记、省长王建军在我省深度贫困
地区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调研。他强
调，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准确把
握新时代脱贫攻坚战略定位，按照习近
平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国务院扶贫开发
领导小组第 21 次全体会议要求，全面落
实全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电视
电话会议精神，集中力量攻关，万众一心
克难，确保深度贫困地区如期实现脱贫
目标。

王建军来到泽库县城易地搬迁点，走

进刚搬入新房的贫困牧民叶泽家里，详细
察看院内自来水和新房格局，看到客厅墙
上挂着哈达的领袖像时，他对贫困牧民感
恩党、感恩领袖的行动表示赞许。王建军
指出，易地搬迁既要规划建设好住房以及
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开展就地处理净
化污水、回收利用中水试点工作，也要规
划建设好日常生活服务的配套设施，让牧
民群众融入现代文明新生活；要探索光伏
等扶贫产业项目政府投资、政府管理、群
众受益的路子，深入挖掘当地传统文化，
培养发展特色旅游业；要整合脱贫攻坚政
策，走综合性脱贫之路，既能有效推动当

下脱贫攻坚，也能支撑好、巩固住未来脱
贫后的成果，让牧民的身份变成职业。

在泽库县有机生态畜牧业产业园区，
王建军对泽库县推进全国草地生态畜牧
业试验区建设的“拉格日模式”表示充分
肯定。他强调，要围绕生态生产生活共
赢，着眼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进一步明确
园区定位，着眼供给与需求相匹配，着力
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要抓住市场和
人才这两个关键，依托对口帮扶地区和单
位开拓市场，大力发展能人经济、带头人
经济，进一步放大“拉格日模式”的示范
效应，建立完善利益联接机制，带动更多

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在泽库县藏医院，王建军与藏医专

家、患者亲切交谈，了解医改和健康扶贫
政策落实情况。他强调，医改的核心是调
动院长和医生的积极性，有好院长、有好
医生就有好医院。要切实兑现健康扶贫
政策，让贫困群众享有优质健康服务，防
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王建军对医院面
向建档立卡贫困户和牧区“两后生”开展
保健按摩培训予以肯定，他说，有一技之
长很重要，要增强培训的实用性，将“两
后生”培养成手艺人，走就业脱贫之路，
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美好的生活。

王建军在泽库调研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时强调

确保深度贫困地区如期实现脱贫目标

一碗汤一个大饼，商户狼吞虎咽地吃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