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李延绯 通讯员 师泽
林）4月 23日 20时 46分左右，大通回族土
族自治县朔北藏族乡阿家堡村村民汪先
生从家中二楼看到不远处冒起熊熊火光，
他走近查看发现一辆停放在空地上的小
轿车着火，立即拨打了 119报警。

接到报警后，西宁市 119 指挥中心调
派大通县解放南路消防救援站 3 辆消防

车、12 名消防员赶到现场处置。经勘查，
着火的是一辆陕A牌照的三厢轿车，火势
处于猛烈燃烧阶段，现场浓烟滚滚。

消防救援人员立即展开行动，在做好
警戒防护工作的同时，利用水枪对火势进
行扑救。15 分钟后，明火被扑灭，火灾未
造成人员伤亡。

目前，起火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

夜幕下轿车起火
大通消防紧急灭火

4月 17日，晴空万里，春风拂面。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斜沟乡上窑洞

庄村，村落整齐划一，房前屋后卫生整洁，
庭院里绿草如茵，蓝天衬托下的农家小院
更是显得漂亮而温馨。

“在这里，家家户户都搞起了种养
殖。”大通县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一边
介绍，一边带着我们来到了村民祁清云的
养殖场地。

正在院子里拿着草喂羊的祁清云说：
“我的这些羊可是绿色饲养，肉质评价很
高，大部分都卖到村里的产业园，靠着它
们，一年能挣个七八万元。”

“你看，这是家里前两年盖的房子，有
11 间房，现在还买了一辆代步小车。”祁
清云指着眼前的一栋二层小楼说。

以前一直在外打工的祁清云不会想
到，地处脑山地区的上窑洞庄村，如今在
家门口依托村集体经济开启了自己的养
殖路。

走出祁清云家的养殖场地，沿着柏油
路再往村里走，就是以上窑洞庄村扶贫产
业园为依托，打造的斜沟乡柏木沟景区。

2018年，部分村民代表筹资成立了公
司，对景区实行市场化运作，村集体收入
10 万元。为了让更多村民享受集体经济
带来的红利，2019 年进一步扩大规模，不
断壮大产业增加收入，截至 2019 年底村
集体经济收入 19.7万元。

几年来，村党支部以东西部协作项目
发展和扶贫产业园开发为契机，鼓励党员
致富带头人创办旅游公司、开办农家乐，
通过自助旅游、民俗体验等方式，旅游消

费不断带动村集体经济的增长，群众收入
稳步提升。

如今，已建成运营“农家乐”12 家，每
年每户增收 7万元。2018年底，上窑洞庄
村旅游扶贫产业实现了首次分红，发放旅
游扶贫收益资金 6万元，涉及建档立卡贫
困户共 48户 178人。

“确实，前些年，我们村由于地处脑山
地区，受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信息闭塞等
因素制约，村民靠天吃饭，收入单一，村上
除了那点转移支付和工作经费，账面没有
一分钱，现在可不一样了！”村党支部书记
肖生玉说。

放眼望去，如今的上窑洞庄村，已不
见昔日贫困的样子。集体经济蓬勃发展，
村民收入与日俱增，村子里一派和谐、生
机盎然，宛然一幅依山傍水蓬勃发展的生
动画轴。

上窑洞庄村只是大通县集体经济发
展的一个缩影。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村
民的腰包鼓了起来，日子越过越红火。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先后投资了
4.12亿元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全县形成
了以光伏、乡村旅游、商贸服务等产业为
主的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289 个村集体
经济实现“破零”并不断发展壮大。2018
年，289 个村集体经济收入为 1470.42 万
元，2019 年，289 个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
3328.54万元，村均达到 3万元以上。

集体经济
让村民腰包鼓起来

本报记者 祁绣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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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彭娜）来自西宁市生活垃
圾分类推进办公室的消息，今年，西宁市将
打造一批生活垃圾分类精品示范小区，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和垃圾分类工作。

西宁市将以“党建+”模式引领垃圾分
类工作，签订党员履行生活垃圾分类承诺
书，以精细化管理和钉钉子精神，落实垃圾
分类减量工作。通过党建引领、党政机关
率先垂范、党员领导干部带头先行，充分发
挥党员和基层党组织在推进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中的作用，带动广大市民积极参与生
活垃圾分类工作。

按照“连点成线、连线成片”的工作思
路，以精品示范小区建设为标杆，在西宁市
居民小区推进垃圾分类全覆盖的基础上，各
区分别打造5个垃圾投放环境干净整洁、入
户宣传工作到位、居民群众乐于接受、垃圾
分类意识较高的居民小区，加大创新力度和
软硬件投入，投放智能垃圾分类设备，多媒
体、多渠道、多方式加大宣传力度，有效带动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并打造垃圾分类“绿色

街道”，提高居民对垃圾分类的知晓率，起到
良好示范引领效果。

通过整合、改造现有回收网点，引导生
活垃圾收运网络与再生资源回收网络“两
网融合”，建设 4 座再生资源分拣中心，配
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解决可回收物的收
运处理问题，为西宁市实现生活垃圾分类
收运、分类处置奠定硬件基础。目前，垃圾
分拣中心正在选址中。

积极引入市场机制，由专业化垃圾分类
服务企业负责在小区开展宣传、监督、分类
分拣演示等一体化管理服务，解决基层工作

“繁、重、杂”的问题，提高垃圾分类工作的专
业化、社会化水平，提升垃圾分类管理绩效。

市民是垃圾分类的主体，西宁市还将
通过建立一批宣传阵地、组织一台文艺演
出、开展垃圾分类趣味运动会、垃圾分类
有奖竞猜、垃圾分类广场舞、垃圾分类“四
进”宣传等活动，广泛宣传垃圾分类方式
方法、工作措施、成效和经验，让“绿色、低
碳、环保”的理念深入人心。

西宁将打造一批
生活垃圾分类精品示范小区

本报讯（记者 周建萍）4月 23日，记者
从西宁市城东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六次会议上了解到，今年东区将围绕基础
设施、商贸流通、生态环保、健康养老等六
大领域，全力推进 120个项目建设，集中财
力投资 4.04亿元，全面完成 10类 22项人民
群众期盼的实事、好事，让各族群众共享更
多改革发展成果。

今年，东区将全力推进曹家寨片区改
造、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及配套基础设施改
造，加快构建“15 分钟幸福生活圈”，努力
打造 8大类 17要素为主的社区生活服务新
模式。改造东关大街、滨河路等 4处街景，

打造火车站广场、乐都路 5 处立体式品质
绿地景观，全力构筑城区彩色绿化生态空
间，力争全年新增绿地 17万平方米以上。

开工建设大园山文化体育公园，配建综
合馆、篮球馆、室内滑冰场等设施，打造集文
化活动、体育运动、休闲健身等多功能于一
体的公共场所，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将公
园形态和城市空间有机融合，依托山、水、
林、城的资源优势，串联13个公园游园、30个
微绿地，科学布局可进入可参与的休闲游憩
和绿色开敞空间，推动公共空间与城市环境
相融合、休闲体验与审美感知相统一。

实施王家庄路等 11条道路改建项目，

计划投资 1.2亿元分类实施 35个老旧小区
综合整治及配套基础设施改造项目。全面
推行“智慧停车”，积极整合空间资源，智
能化改造道路泊位，实现电子收费全覆盖，
有效缓解群众“停车难”问题。高度重视

“一老一小”问题，年内新建 1 个中央厨房
和 2 个“爱老幸福食堂”，健全完善四级助
餐送餐配餐网络体系。

实施曹家寨学校改扩建工程，有序推
进杨家庄小学、东方小学改扩建项目，力争
辖区“大班额”占比控制在 5%以内。加快
学前教育发展步伐，推进城东区第二、第三
幼儿园新建项目，完成 6 个小区配建幼儿

园治理任务，鼓励社会力量办学，提高学前
教育公益普惠水平。促进 3岁以下幼儿托
育服务，落实小花朵、童心等 10 个幼儿托
育项目。大力发展文体科技事业，全力打
造全民健身中心，年内建成 2 个 24 小时城
市书屋、5 个公共文化服务站、8 个笼式足
球场，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便捷的公共
文化和体育健身服务。

城东区列出120项民生项目清单

4 月 25 日晚，省城东区
新千国际广场丝路风情街
及观光夜市人头攒动。4 月
以 来 ，观 光 夜 市 新 增 商 户
578 家，解决新增就业岗位
1200 余个。在“青海人游青
海”西宁城东区分会场，城
东区活动依托风情街夜市，
让游客品尝青海地方特色
美食，为西宁的夜经济提供
了新的增长点。

本报记者 周建萍 摄

本报讯（记者 何耀军）4月 24日，西宁
市公安局组织专题会议，要求全市公安机
关科学谋划，精心组织，始终保持扫黑除
恶强大攻势和依法严惩高压态势，强力推
进扫黑除恶“线索清仓”“逃犯清零”“案件
清结”“伞网清除”“黑财清底”“行业清源”
的“六清”行动，坚决打赢扫黑除恶清零攻
坚战和收官之年大决战，切实增强人民群
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西宁市公安局党委要求，全市公安机
关既要在深挖根治上见成效，又要在长效
常治上下功夫。开展“线索清仓”行动，
要提高核查质效，采取领导包案、挂牌督
办等方式，穷尽一切手段，克服一切困
难 ，务 必 做 到“ 件 件 有 着 落 、事 事 有 回
音”，确保清仓见底。

开展“逃犯清零”行动，要认真贯彻落
实全国公安机关“云剑”追逃推进会精神，
充分利用法律宣传敦促投案自首、技术导
侦和群众工作等各种追逃手段，加大对重

大涉黑涉恶逃犯的缉捕力度。
开展“案件清结”行动，要实行领导包

案制，对还未办结的涉黑涉恶案件，要深
化破案攻坚，倒排日期、挂图作战、逐个
围歼，确保打深打透。

开展“伞网清除”行动，要把“打伞破
网”作为主攻重点，坚持“两个一律”“一
案三查”，对没有打出“伞”或者打“伞”不
彻底的案件，要会同纪检监察部门重新回
溯核查、扩线深挖，实施精准打击。

开展“黑财清底”行动，要综合运用多
种手段，努力实现涉案财产全查清、利益
链条全挖出，彻底摧垮黑恶势力经济基
础。

开展“行业清源”行动，相关警种、部
门要紧盯传统行业粗放管理、资源行业非
法垄断、娱乐行业藏污纳垢、新兴行业野
蛮生长等问题，进一步推动落实行业监管
责任，规范管理机制，坚决杜绝“有证难
管、无证不管”的情况。

西宁公安强力推进
扫黑除恶“六清”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