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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吕锦武） 近日，该项
目总投资约 110亿元的海东市首个特色小
镇——凤山新城特色小镇在乐都区雨润
镇大地湾村正式开工建设。

该项目总规划用地约 3.5 平方公里，
核心区总建设规模达 210 万平方米，是以
文化、教育、旅游、体育四大产业为主导，
融合文化传承、教育示范、体育休闲、特色
旅游为一体的新型特色小镇。作为乐都
城市片区发展的重大项目，凤山新城特色
小镇是推动海东旅游和第三产业加快发
展而实施的一个综合性项目，其规划的主
要内容由凤山书院、国际学校、湟水河水
上漂流、低空运动基地、特色旅游、特色休
闲商业、康养社区、星级宾馆等板块组成，
将是驱动、弘扬人文价值、教育示范、体育
休闲的胜地。

项目建成后，可容纳 3.6 万余人居住，
可提供六千多个就业岗位，对进一步促进
乐都城市发展面貌，提升人民生活品质，
丰富城区文化内涵，扩大城市影响力具有
重要意义。

海东市首个特色小镇开工建设

本报讯（记者 张得桂）为迎接第 30个
世界艾滋病日，12 月 1 日上午，海东市平
安区、化隆回族自治县公安局禁毒大队组
织民警在辖区人员密集的地方开展了“远
离毒品，预防艾滋”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民警以发放宣传资料、手
册等方式向过往群众宣传国家艾滋病知
识，并详细地解答毒品与艾滋病的关系，
艾滋病的定义、传播途径、如何预防、如何
正确对待艾滋病及毒品知识、吸毒与艾滋
病间的联系等，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珍爱生
命，洁身自爱，慎重交友，杜绝不良嗜好，
为自己和家人负责。此次宣传活动进一
步提高了人民群众对艾滋病防治知识的
知晓率，对有效地预防和遏制艾滋病的传
播，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通过此次宣传教育活动，增进了人民
群众对禁毒知识和艾滋病防治知识的了
解，提高了人民群众对毒品和艾滋病的防
范意识，此次宣传活动共发放宣传单 5000
余份。

海东开展“远离毒品，预防艾滋”
宣传活动

本报讯（记者 吕锦武）11 月 25 日，中
国拉面小镇绿色产业园奠基仪式在化隆
回族自治县群科新区举行。

目前，化隆籍务工创业人员在全国
271个大中型城市开设拉面店 1.5万家，常
年在外务工人员达 11万人次，实现年营业
收入接近 100 亿元，拉面经济收入占农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50%以上，拉面经济已
成为全县广大群众脱贫致富最直接、最有
效、最方便的支柱产业。

2016年，化隆县被评为全国 90个返乡
创业试点县之一，群科镇被评为全国 127
个特色小镇之一的拉面特色小镇。中国
拉面小镇绿色产业园作为群科拉面小镇
的核心产业支撑，规划占地面积约 240 公
顷，总建筑面积约 250万平方米，总投资约
63 亿元，预计 2020 年建成后年产值可达
31亿元以上。

中国拉面小镇绿色产业园的开工建
设，标志着该县以拉面经济为主的集中养
殖、屠宰加工、冷链物流、销售配送为一体
的全国拉面“中央大厨房”食材供应基地
建设拉开了大幕。

中国拉面小镇绿色产业园
落户化隆群科

本报讯（记者 张得桂 通讯员 石文
辉）近日，记者走进化隆回族自治县巴
燕镇上拉干村，正巧碰到“进入新时代，
奔向新目标”省委宣传部宣传党的十九
大文艺演出小分队文艺演出活动。当天
天气有些许寒意，但演出现场却暖意洋
洋，村民们表示，小分队带来的文艺表
演，既是老百姓愿意接受的民间节目，
又贯穿了党的富民政策和关怀，通俗易
懂，非常受用。

“雄鹰蓝天上展翅膀，祥云飘到了
新农村。舒坦的心里把‘花儿’唱，新时
代的路是越走越宽广。喜鹊盘窝树杈杈
上唱，好政策传到了新农村。十九大的
政策是金太阳，照得老百姓的心亮堂。”
一曲脍炙人口的青海“花儿”拉开文艺
宣传的序幕。演职人员用优美的舞姿和
美好的歌声表达了对党的祝福，歌曲

《走进新农村》、舞蹈《撒马尔罕》等节目

相继亮相，演员们用十足的精气神儿展
现出心中的喜悦，台下观众席不时响起
阵阵掌声。

“根据省委宣传部的安排，我们创作
了富有青海特色的民族舞蹈、歌曲、

‘花儿’等节目，深入农村牧区，用喜
闻乐见的文艺节目宣传党的十九大精
神，营造了欢乐祥和的氛围，产生良好
的社会反响。”演职人员罗宁透露，全
省组建 4支文艺宣传小分队，进行为期
近一个月的宣传活动，开展近 50场文艺
演出，推动文艺宣传持续深入，不断丰
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汇聚建设新青海
的强大精神力量。

“今天，省委宣传部宣传党的十九
大精神小分队到上拉干村开
展文艺演出，我们将以此为契
机，把党的好政策落实到老百
姓的心坎里，这是一名共产党

员的使命，也是第一书记的重任，我要
深入学习领会十九大精神，苦干实干，
按期实现整体脱贫目标。”省国家安全
厅派驻巴燕镇上拉干村第一书记张建
富说。

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申明文介
绍，开展十九大精神宣传小分队文艺演
出，是开展党的十九大精神宣传教育进
农村活动的体现。下一步，将组织制作
一批宣传十九大的精神标语、宣传广
告，组织一系列的文艺汇演和征文比赛
活动等。深入推进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把全县人民的思想统一到党
的十九大精神上来，把力量凝聚到党的
十九大确定的各项任务上来。

文艺宣传小分队走进化隆

本报讯（记者 吕锦武）近年来，海
东市积极落实新型城镇化战略，引导和
鼓励一批特色城镇因地制宜加快发展，
初步形成了以河湟流域和市域交通干
线构成的大环形城镇聚集圈。以产镇
融合、城乡统筹为核心内容，以国家级、
省级、市级新型城镇化试点示范为引领
的特色小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海东市以重点城镇发展与培育产业
和促进就业紧密结合，突出优势产业特
色，因地制宜发展文化旅游、农副产品
加工、物流商贸等产业，形成了各自的
产业特色和产业支撑。化隆回族自治
县群科镇（拉面小镇），地处黄河谷地东
北侧，交通便捷，区位优势明显，围绕拉
面产业，建设拉面文化馆、拉面制作参
观体验店、品牌形象店等，统一店面风
格设计，扩大品牌影响力；平安区小峡
镇、巴藏沟回族乡（富硒小镇）以富硒种

植、养殖产业为依托，富硒精深加工产
业为支撑，打造集富硒产品生产加工、
出口贸易、旅游观光为一体的河湟百里
农业长廊高原生态富硒产业带，使富硒
产业成为全区农业经济新的增长点，被
评为“中国十大富硒之乡”；互助土族自
治县威远镇以发展电子商务作为激活
市场、促进增收，充分发挥青稞酒、农畜
产品等独特的资源优势，完善电子商务
流通及综合服务网络，建成了全省县一
级最大最先进的海洲国际商业综合体、
全省县一级最大的农畜产品交易市场
和德天新型仓储物流，解决了农村电子
商务最后一公里问题。

海东市以河湟流域和市域交通干线
所构成的大环形城镇聚集圈为核心，初
步形成了“城镇规模等级有序、空间布
局合理、城乡共建共享”的城镇格局。
城镇群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产业集聚能

力明显增强，已成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的核心增长极。

同时，海东市入选首批国家新型城
镇化综合改革试点，重点探索建立市民
化成本三方分担机制、多元化可持续的
城镇化投融资机制、行政管理创新和行
政成本降低的新型城市行政管理模式、
综合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争取创建
低碳城市和人文城市。以中心镇为核
心，加大教育、卫生等投入，按照城市社
区的目标来规划建设城镇化转型期的
村镇社区，全面推进农民市民化，为打
造特色小镇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海东市为更好地推动生态山水园林
城市建设和生态文明先行区创建，海
东市开展并成功创建国家节能减排财
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生态环境取得
显著提升，有力地促进了海东市特色小
镇建设。

本报讯 （记者 张得桂 通讯员 石
文辉） 近日，记者从化隆回族自治县
相关部门了解到，化隆县通过建立地
税、社保局、残联三家单位联合办公
模式，简化了养老金、残保金的缴纳
程序，节省了办理时间，缩短群众办
理相关业务的路程，极大地方便了人
民群众。

“以前缴纳养老金需要在社保、地
税、银行间来回奔波，最快也要 1 天 ,
现在只需要 1 个小时即可办理。”正在
办理养老金缴纳业务的李启新说。

据了解，今年以来，化隆县地税

局 与 社 保 局 、 残 联 及 时 召 开 联 席 会
议，明确了责任，进一步提升了工作
人员的工作效率和服务态度，整合办
税服务厅、改进服务举措、实行养老
金、残保金审核缴纳和税费征收互动
等方面作了积极探索。对养老金、残
保金的缴纳现场审核，及时传递相关
资料，让纳税人享受到更加便捷优质
的服务，破解了纳税人在地税与相关
协作单位之间多头跑的难题，实现“进
一个厅、办三家事”的高效服务和“前
台统一受理，后台分别处理，限时办结
反馈”的新型办公模式，得到了群众的

一致点赞。同时，化隆县深化合作办税
工作机制，进一步提高了税费征管服
务 效 能 ，做 到 向 纳 税 人 提 供“ 程 序 更
简、办理快捷、服务优质”的“一站式”
纳税服务。

化隆县地税局局长王云告诉记者，
社保、残联工作人员进驻地税办税大
厅，进一步提高了税费并重拓展合作
办公领域，积极探索地税与相关协作
单位信息共享机制，不断加大信息管
税力度，推动合作向纵深开展，为全
市深化地税与相关协作单位合作探索
出更多的经验。

化隆简化养老金缴纳程序方便群众

近日，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将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同精准扶
贫有机结合起来。以多种形式开展
宣讲和一联双帮工作。图为县委常
委、宣传部长贺生杰到街子镇河拉村
慰问联点贫困户。
本报记者 吕锦武 通讯员 陈雪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