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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峡口:从脏乱差到洁净美

从海东市平安区小峡镇王家庄村
的华丽蜕变不难看出，这一变化缘自
不断完善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体系。
从脏乱差到洁净美，这一鲜明的对比
说明，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是实现
稳定脱贫和乡村振兴的基础。

王家庄村以基层党支部建设为抓
手，通过党员示范带领群众激发农村
内生动力 。用坚定的决心、严格的执
行力寻找农村发展出路，促进农民发
展进步，为农村现代化发展提供坚强
的保障。实现了人人有事做、户户奔
小康的良好局面。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成就未来。
如今，青海的乡村迎来了难得的发展
机遇。农民成为了乡村振兴的主体，
是充满活力和创造力
的群体。富起来的农
民奋力追逐新梦想，
呼吸着乡村的清新空
气，过上了和城里人
一样的生活。

沿着 109 国道，来到海东市平安区
小峡口，道路两边昔日的农庄已变成了
一片以杏树、金叶榆为主的生态景观
带。放眼望去，整个城镇就像一片森
林，街道上干干净净，绿树成荫，鲜花
盛开，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味道。

走进平安区小峡镇王家庄村，村民
们或漫步、或围坐在石桌前下棋打牌，
孩子们则在健身器材上尽情嬉戏……一
幅和谐温馨的美丽乡村画卷铺展在古驿
大地上。

王家庄村村口的大树下，几位老人
在乘凉闲聊，说起家乡的变化，老人们
向记者一行打开了话匣子。“多亏我们
的好支书，为了能使大家门前有个宽敞
的活动场所，自己看病的时间都顾不
上，忙着给乡亲们操办好事啊。”“党的
政策好，老百姓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哩！”

曾经，王家庄村两侧的庄廓院让这
里显得道路拥堵，也是交通事故多发地
段，让途经这里的人们感觉脏乱不堪。
如今，这里树木郁郁葱葱，滔滔湟水河
奔腾而下，曾经的乱石堆、杂物堆、垃
圾堆和荒地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
一片全冠杨树林。

王家庄村是西宁进入海东市的第一
村，生态建设、门户形象非常重要。随

着海东河湟新区批准设立和乡村振兴发
展需要及当地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2018 年 3 月，海东斥资 1.55 亿元实施王
家庄西片区 163 户群众整体拆迁生态建
设工程。2019 年 10 月完成拆迁，开始
平整土地、造林绿化的生态建设工程，
如今，这里已变成了一片郁郁葱葱的生
态景观带。

出西宁，顺着 109 国道一路向东，
王家庄村的变化让人眼前一亮。“以前
这里有许多奇石馆和庄廓院，几个月没
走 这 条 路 ， 居 然 找 不 到 以 前 的 位 置
了。”前来购买河湟奇石的西宁市民马
哲说。在村民的指引下马哲得知，随着
王家庄村拆迁绿化，村民们纷纷将河湟
奇石搬迁到了河北岸的北山石材城，走
上了正规化、集约化的售卖发展之路。

那段时间，村党支部书记石成云被
查出患有心脏病。一边是身体不适，一
边是工作迫在眉睫，面对繁琐的征迁工
作，石成云硬是忍着身体的不适，一直
坚守在一线。

“有时候看着他走路都在打晃，但
就是不肯离开岗位，直到拆迁工作全面
结束了，石书记才去医院住院治疗。为
了小峡镇的发展，为了工作的需要，小
峡镇的党员干部服从组织，舍小家为大

家，加班加点，埋头苦干，毫无怨言。
正是他们奉献和牺牲的精神，才让小峡
镇发展得越来越好。”平安区小峡镇党
委副书记、镇长严政财说。

王家庄村拆迁工作完成后，海东市
林草局工作人员打响了冬日景观绿化攻
坚战，开始实施大规模造林绿化工程。

“没想到，短短几个月百余户人家
的村庄变成了一片杏树林。”对于年轻
的林业人刘治龙来讲，让一个百余户村
庄搬迁后搞高标准生态绿化，让他惊讶
不已。他表示，林草部门将与施工单位
一起加大造林管护力度，确保三年后活
一片、成一片。

“多亏了党和政府，让我们的日子
越过越好。当初丢下锄头搬过来，最
担心没了收入来源。搬下来后大家都
找 到 了 工 作 ， 收 入 比 之 前 还 高 了 几
倍，我们也住上了新房子。”小峡镇王
家庄村村民李红月说，“现在道路两旁
的绿化也做得很好，我儿子去年回来
的时候直夸这里的变化大呢，早晨锻
炼身体也有了好去处，以后的日子真
是越过越好。”

本报记者 张得桂 通讯员 祝美甲

本报讯（记者 张得桂 通讯员 俞长
通）5 月 14 日，海东市委政法委举办乡镇
（街道）政法委员履职能力培训班，94 个
乡镇新任职的乡镇（街道）政法委员和
各县区委政法委干部 110 人参加了培
训。

培训班上，海东市委常委、政法委书
记刘伯林结合政法工作实际，采取漫谈
式方式循序渐进、娓娓道来，围绕政法
工作的政治性、政策性、突发性、斗争
性、事务性，从我国司法改革历程、乡镇
（街道）政法委员设置背景、做好乡镇
（街道）政法委员的方法与理念、党对政

法工作绝对领导的必要性等作了专题
辅导，手把手给大家教理念、教方法，为
大家讲了一堂生动的党课和业务辅导
课，使全体学员对政法工作、政法委员
职责使命有了明晰的认识和把握，增强
了做好新时代基层政法工作的信心。

据悉，近年来海东市委政法委将乡
镇（街道）政法委员配备作为一项重要
政治任务来抓，积极协调组织部门，精
心选拔了一批政治忠诚、作风过硬、实
绩突出的干部走上政法委员岗位。目
前，全市 94 个乡镇 (街道)已配备 90 名政
法委员，配备率达到了 95.7%。

海东市乡镇（街道）政法委员
履职能力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 （记者 吕锦武 通讯员
赵海青） 化隆县公安局聚焦人民群
众关注的民生案件，集中力量攻坚

“盗抢骗”案件。近日，化隆县公安
局刑侦大队通过蹲点摸排抓获犯罪
嫌疑人马某某，成功破获一起弓箭
被盗案。

2018年 9月 20日，化隆县公安局
刑侦大队接到受害人杨某报警称，自
己的车玻璃被砸，放在车内的两把弓

箭被盗，价值三万余元。接到报警
后，办案民警立即展开调查，但因无
监控设备等原因，查案一时陷入僵
局。直到 2019 年 12 月，办案民警找
到了一把被害人失窃的弓箭，并根据
弓箭持有人的描述，民警通过走访摸
排确定了犯罪嫌疑人为马某某，于 5
月 11日将犯罪嫌疑人马某某抓获。

目前，犯罪嫌疑人马某某已被刑
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化隆警方破获一起盗窃案

本报记者 祁万强

内生动力

近年来，位于互助土族自治县威远镇的互助职校高原特产电商中心，以“校企
合作+基地+农户+市场”的运营模式，借力青绣文化产业发展，全力助推当地经济
大发展。 本报记者 吕锦武 摄

本报讯 （记者 吕锦武） 化隆回
族自治县通过项目推介、品牌带动、
贷款扶持、健全机构等一系列措施，
以人才带动产业、产业推动发展，打
造创新型人才圈，逐步走上了由聚焦
的“点式”育才向配套的“链式”育
才发展之路。

化隆县实行财政贴息、农商银行
发放小额贷款的方式，发放贴息贷
款，组织实施“百名拉面人才培训工
程”。同时，实施“带薪在岗实训+

创业”项目，开展“打杂-面匠-老
板”成长型链式培养模式，引导贫困
户将产业扶持资金以折股量化形式与
品牌拉面店合作开办扶贫创业拉面
店。

截至目前，化隆县 231 个“拉面
村”的近 10万人，在全国 271个大中
型城市和 11 个国家 （地区） 开办拉
面店达 1.5 万家，实现拉面经济产值
100 亿元，拉面经济已成为化隆县的
一项特色产业。

全力打造拉面产业“人才链”

本报讯 （记者 张得桂 通讯员
侯全一） 乐都区纪委监委结合各乡镇
实际，以“重点推进、全面建设”为
模式，全力推进乡镇纪委“三化”建
设步伐，着力推动纪检监察工作向基
层延伸，切实提高乡镇纪委监督保障
能力。

据了解，乐都区纪委全面细化
“三化”建设工作任务，列出任务

清单。组织召开乡镇纪委“三化”
建设动员部署会议，对工作精心安
排部署，明确了工作目标和任务。
并针对乡镇纪委班子队伍建设中存
在的人员流动性大、工作兼职较多
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摸排，结合实际
寻求解决队伍建设中存在问题的思
路，力争在“有人干事”方面有所
突破。

乐都推进乡镇纪委“三化”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