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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湖畔又添新成员灰颈鹀
本报讯（记者 芳旭 摄影报道）6 月 25 日
至 7 月 5 日，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开展青海湖水鸟监测，在青海湖仙女湾湿
地监测到中等体型、头部青灰色、下体偏粉
色的雀形目鸟类。通过鸟类专家确认为灰
颈鹀，是青海湖新记录鸟种。至此，青海湖
鸟种记录增加至 223 种。

北区 5000 名党员志愿者

投身创城

青海湖畔迎来新成员
据了解，青海湖水鸟监测中，监测人
员于 6 月 29 日 12 时许在仙女湾湿地发现一
只中等体型、头部青灰色、下体偏粉色的
雀形目鸟类，这只体态和羽色都很特别的
鸟引起了观测人员的注意。为了做好鸟种
记录，大家用长焦镜头进行拍摄，由于野
外辨认存在困难，只能初步确定为雀形
目、鹀科鸟类，但无法确定鸟种。调查结
束后为了确认鸟种，通过图片仔细对照
《中国野外鸟类手册》《中国野鸟图鉴》 反
复确认，同时将图片传给鸟类专家并请专
家进行确认，最后确定此种为灰颈鹀，为
青海湖新记录鸟种。
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调研
员何玉邦介绍说，灰颈鹀在中国主要分布于
新疆喀什西部、乌什、吐鲁番中部等地，繁殖
于新疆西北部。青海全省没有分布和记录，
因此这一记录既是青海湖也是青海省鸟类
新记录。

生态环境向好鸟类增至 223 种
何玉邦表示，近年来随着青海湖整体
生态环境持续向好，自然保护管理工作有
效性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观测规范
化、制度化的开展，青海湖鸟类种类不断
刷新，由上世纪 90 年代末记录青海湖鸟类

西区残疾人以实际行动助力创城
本报讯（记者 宁亚琴）城西区残疾人志愿者
们以实际行动助力创城，同时也带动了更多的残
疾人及其家属加入到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中
来，为创建文明城市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当前，我市正在举全市之力、集全民之智开
展创城工作，城西区残疾人志愿者们以助人为乐
的行动，主动融入创城工作中，帮助需要帮助的
人，努力为创城尽一份绵薄之力。在创城活动
中，城西区贾小庄残疾人之家开展了以“残疾人
志愿服务队为创城奉献自己的微薄之力”为主题
的创城活动，残疾人之家工作人员组织 20 名残疾
人志愿者来到贾小庄进行了文明劝导和卫生清
扫工作。参与活动的残疾人志愿者们主动放弃
休息时间，走出家门，对车辆乱停放、乱扔垃圾等
不文明行为进行劝导，对公共场所的卫生进行了
清扫。
“ 相信看到残疾人都在为创建文明城市而
努力，会带动更多人加入到创城工作中来。”城西
区残联负责人说。

创城

让生活更美好

城东区创客大学挂牌成立
本报讯（记者 悠然）7 月 14 日上午，城东区
“创客大学”正式挂牌成立，这也是全省首家面向
创客人才开办的专业培训机构。
据了解，创新创业已成为大学生就业的重要
途径，无数的创业者充满热情地去创业，但因为缺
乏正确的思路和创业方法的指导，在创业过程中
遇到种种“瓶颈”。为了帮助创业者积累经验、降
低创业风险，在城东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区政
协的大力支持下，全省首家“创客大学”挂牌成
立。此次，城东区联合青海民族大学成立“创客大
学”，就是希望通过校地合作，整合全区各类创新
创业资源，打造创新创业的大体系、大平台，形成
全社会关心支持创新创业教育的良好生态环境，
造就东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力军。该区将
从师资组建、人才培养、资源共享等领域，借势借
力优势互补，努力把“创客大学”做出品牌、做出规
模、做出特色，为更多创业者提供智力支持。同
时，结合青海民族大学教学特点，因材施教，让每
个学员都可以在创客大学中学有所长，为东区的
创新创业工作增添新的动力。
下一步，城东区将进一步完善孵化功能，构建
“全方位、多平台、全链条”的服务体系，推动创新
创业的倍增效应，以创客大学成立为新的契机，更
好地为众多创客服务，团结凝聚更多青年人才，共
同促进东区创业就业工作，把东区“双创”工作推
向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

189 种，至今共记录青海湖鸟类 223 种，新
增加了 34 种。青海湖地区的鸟类种类明显
增加，生物多样性和物种丰富度明显提
升。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监测
数据显示，目前青海湖众多水鸟进入育幼
期，环青海湖 24 个水鸟栖息地，共记录到
水鸟 43 种，5.1 万余只。

大通：
大通
：做足“药”文章 念好“致富
致富”
”经
本报讯 （通讯员 赵海珍） 近 的转变。通过大力推进中藏药材种
年来，大通县充分发挥资源优势， 植，重点培育中藏药材种植企业，进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紧抓大力 一步延伸产业链条，将贫困户分散
实施产业发展脱贫的政策机遇，实 的资金、劳动力、土地和市场组织起
现产业突破和富民增收目标。在耕 来，形成了有效的利益链接和利益
地条件相对较好的青林、向化、多 分配机制，避免了分散种植农户的
林等乡镇发展中藏药材种植，开辟 经营风险，增强了农民抵御市场风
并拓宽了精准脱贫的新途径。
险的能力。截至目前，青林乡种植当
青林乡通过多年的种植中藏药 归农户 296 户，其中贫困户 62 户，参
材，不断示范引导，积累了治愈“穷 与 种 植 中 藏 药 材 的 群 众 共 6200 人
根”的典型经验。该乡以产业带动连 次，务工收入 37.2 万元，其中贫困户
片开发为突破口，以加快农业产业 2400 人次，务工收入共 14.4 万元，实
结构调整为主攻方向，以增加贫困 现了企业与贫困群众双增收。同时，
群众经济收入为目标，大力发展中 集中连片中藏药材种植基地，防止
藏药材种植，鼓励引导当地有实力 了水土流失，巩固了绿化成果，实现
的 企 业 积 极 参 与 到 中 藏 药 材 种 植 了可持续发展，并辐射带动了青林
中，通过土地流转、提供种植技术等 乡雪里河村、白土巴哈河村等 1850
举措，以订单式经营模式带动了雪 名贫困群众从事药材种植、加工、销
里合、柳林滩、白土等村一大批群众 售等相关的产业，拓宽了增收途径，
发展中藏药材种植，建成种植基地 达到了脱贫致富与保护生态环境的
1500 亩，探索出了“企业+基地+农 双赢。
户+市场”的中藏药材发
展模式，破解了以往“靠
会战黄金季
会战
黄金季
天 吃 饭 ”自 给 自 足 的 传
统观念，实现了从粗放型
种植向精细化耕作方式

落实党代会

香格里拉社区综服中心投入使用
本 报 讯 （记 者 王 琼） 7 月 12 与援助、心理咨询与辅导等各类服
日，城中区南川西路街道香格里拉 务，组建各类服务队伍，发展社区社
社区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建成投入使 会组织和志愿者服务队伍，组织居
用。
民开展自助、互助服务活动，丰富居
据了解，香格里拉社区新建综 民生活，提高居民素质，营造和谐的
合服务中心，被城中区确定为 2017 社区生活环境，满足社区不同人群
年重点项目，选定为全区社区综合 的多元化需求。同时，社区与附近
服务中心样板间。香格里拉社区综 多家医院合作，引入“一键通”服务
合服务中心由南川西路街道办事处 系统和青海省光彩居家养老服务中
负责筹建，共投入 1900 多万元，由香 心，创新建立“医养结合”居家养老
格里拉社区居委会负责日常运营， 模式。
为社区居民特别是老年人、残疾人、
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包括社区主
青少年、低保户及困难群体和社区 体办公区域和老年日间照料中心两
家庭提供多元化的社区服务。本项 部分，服务面积 1560 平方米，设有
目引入青海爱知扬社区工作服务中 “党员活动室”
“ 电子阅览室”
“ 市民
心，协助社区居委会为社区居民提 学校”
“老年活动室”
“青少年活动百
供敬老、爱幼、助残、帮困、环保、文 乐园”
“ 科普体验馆”
“ 零距离工作
化体育、科普、医疗卫生、法律咨询 室”
等 13 个功能室。

本报讯（通讯员 范生栋）当前“西宁正在冲
刺全国文明城市目标，我们每个人都要争做文明
市民。”7 月 12 日上午，城北区党员志愿者刘有一
大早就来到新世纪社区幸福小区，向群众宣传讲
解创城知识。这是城北区 5000 余名党员志愿者
参与创城的一个缩影。
自全市创城“百日攻坚”以来，城北区向全区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发出全面攻坚创城的倡
议，得到了广大党员的积极响应。每天清晨、中
午、晚上，走在大街小巷、居民小区，到处都能见
到佩戴党徽、身穿红马甲、头戴小红帽的党员志
愿者们忙碌的身影。
“冲刺全国文明城，我是党员我带头。”城北
区坚持把“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两个绝对”与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有机结合，鼓励引导基层党
员积极投身创城工作，写好“干”字三笔，在苦干、
巧干、实干中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生动例子。同
时将创城知识融入“三会一课”
“固定党日”中，通
过领导带头领学，党员深入自学等方式阐明创城
意义、问题及措施，要求党支部牵头社会宣传，党
员带头入户宣传。
与此同时，各镇、街党（工）委明确创城攻坚
工作路线图、时间表、任务书，强化各党委、支部、
党员的责任意识，确保创城工作不落盲点、不留
死角。不定期开展实地督查，在全区范围通报督
查结果，责令限期整改，严厉问责问效，动真碰硬
抓创建。该区还把解决问题贯穿学习教育全过
程，开展“双帮”
“ 在职党员进社区”活动，全区
5000 余名党员志愿者深入街头巷尾、超市、公交
站亭、宾馆、网吧等处，向市民宣传创城知识，开
展卫生保洁和文明劝导活动，铲除牛皮癣，引导
市民做文明人、行文明事。
截至目前，北区各党组组织创城文艺活动约
100 余场，增设户外宣传阵地逾 300 余处，发放各
类宣传资料 4 万份。党员志愿者累计清理垃圾
270 余车，铲除户外小广告 3 万块。在党员志愿者
的带动下，全区广大群众纷纷自觉参与到创城中
来。

创城

让生活更美好

128 名优秀干部

入后备干部人才库
本报讯（记者 王琼）为进一步拓宽选人用人
视 野 ，着 力 解 决 干 部 选 拔 任 用 工 作 中“ 无 人 可
用”、后备干部储备不足、干部了解掌握不深不透
等问题，进一步准确掌握干部一贯表现，真正把
功夫下在平时，湟中县全面开展科级领导干部无
任用推荐考察工作，一批优秀干部进入组织视野
并得到提拔使用。
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推荐过程中
不设特殊门槛，只设置人员身份、任职年限等基
本推荐条件，将干部全部纳入到推荐范围，确保
不留死角。同时，扩大推荐会参会人员范围，班
子成员、全体干部、农村（社区）干部全面参与推
荐考察，确保把最优秀干部推荐出来。坚持“好
干部”五条标准，考察中注重听取单位主要领导、
班子成员、老干部、农村（社区）干部及服务对象
意见，防止因站位不同而对干部产生片面认识，
力求全方位、多角度了解掌握干部。目前，共推
荐考察干部 210 名，经考察和档案审核，对 27 名不
符合推荐条件的干部取消推荐资格，将 128 名优
秀干部纳入后备干部人才库。对无任用推荐考
察确定的人选，县委组织部通过选派参加培训、
挂职锻炼、跟班学习、参与急难险重任务等形式，
有针对性地进行培养锻炼。同时，利用下乡调
研、检查工作、年度考核等时机以及与单位主要
领导谈话了解等方式，跟踪了解人选表现，加强
动态管理。畅通后备干部队伍出口，建立人选淘
汰机制，对工作能力强、作用发挥突出、干部群众
认可度高的干部在提拔使用时优先考虑；对极个
别不思进取、作用发挥不明显的人选，及时调整
出后备干部人才库，进一步树立良好用人导向。
截至目前，从无任用推荐考察出的人选中提任 16
人，
交流到重要岗位任职 8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