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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实习记者 小蕊 青禾）记者从省商务厅获悉，我
省今年将建11处公益性农贸市场，其中西宁5处、海东3处，
海北1处、海南1处、海西1处。截至目前，西宁新建的马坊公
益性农贸市场已建设完成并正式运营，海东市平安区三合镇
易地搬迁产业综合市场项目已完成主体工程建设。

据了解，我省公益性农贸市场建设主要以西宁、海东为
主，今年西宁将新建的公益性农贸市场有气象巷公益性农贸
市场、湟中县拦隆口镇公益性农贸市场、西宁经济技术开发
区的民和路公益性农贸市场、改扩建城北区西格复线公益性
农贸市场；海东将在循化县积石镇新建华联公益性农产品综
合市场，续建民和川垣公益性农贸综合批发市场。目前，各
项目正在稳步推进中。

据省商务厅贸易与市场建设处有关负责人介绍，公益性
市场通过减免摊位费等举措，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经营业户的
成本，让消费者能够买到更便宜、更优质的肉菜。同时公益
性市场的建设不仅可以增强政府对蔬菜零售终端的调控能
力，保障蔬菜市场供应稳定，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平抑
物价的作用，同时通过公益性市场与当地的精准扶贫结合，
促进农民增收；对于进一步完善我省市场体系，搞活农畜产
品流通，方便居民消费等发挥了积极作用。

本报讯（通讯员 李莲娜）近年来，
湟源县坚持基层党建与精准扶贫深度
融合，积极探索党建引领扶贫新模式，
以创新“党建+”为载体，抓党建、促就
业，为湟源县脱贫攻坚注入了新动能。

党建+服务，当好致富信息传播
者。湟源县始终以人为本，注重发挥
党 员 先 锋 模 范 作
用，依托党员管理
教育工作，搭建信
息传播平台，不断
提升党员和群众的创业热情。针对农
村党员整体文化素质偏低的现实，全
县各村（社区）党支部从抓实“三会一
课”入手，制定“党员固定活动日制
度”，集中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和创业培
训的知识，不定期组织党员外出学习，
拓宽眼界，打开脱贫致富思路，引导和
支持党员致富能手发挥传帮带作用，
带领贫困户共同发展。

党建+培训，当好群众发展引路
人。各级党组织始终把促进就业当成

村民致富增收的有效抓手，积极搭建
平台，提升就业数量和质量。在党组
织的引领下，摸清村内剩余劳动力的
底数和就业需求，及时抓住机会输出
劳动力，日月藏族乡克素尔村党支部
通过对接帮扶单位开展劳动技能“订
单式”培训，年整体输出劳动力110人

（次）以上，人均年收入1.5万元以上，
同时结合“雨露计划”，完成烹饪、皮
绣、挖掘机等特色实用技能、贫困人员
短期技能培训750人次以上，借助现有
平台对接“双帮”单位、帮扶就业 326
人。

党建+产业，当好群众致富指导
人。以加强产业党建为抓手，积极对
接项目，将“党支部+专业合作社+贫
困户”、跨行业合作社“联合社”等产业
发展模式作为主要路径，不断建立健

全利益联结机制，投资 6480.9 万元实
施扶贫饲草产业园项目，种植饲草5万
亩，带动农户9967户3.68万人（其中贫
困户890户3286人），年户均增收3000
元以上。目前，已播种粮经饲作物
26.68万亩、蔬菜1.9万亩（次）、中药材
1.5万亩。与此同时，瞄准村集体经济

薄弱、就业活力不
足的问题，坚持党
建搭台、经济唱戏，
通过实施“党建扶

贫示范大棚”助力搬迁群众脱贫致富
项目，申请“党建扶贫示范大棚”的种
植户从以前的粮农、牧民变成菜农，变
成卖菜的销售员，迈出了从第一产业
向第二、三产业转变的第一步，探索出
了“抓党建促扶贫，借大棚促转变”的
好经验。

惠聚中行日，中国银行信用卡钜惠来袭！
★畅享美食

（一）即日起的每周六、日，持中国银行信
用卡在西宁九记火锅店（五一路店）、旧院牛肉
火锅（夏都大街店）和金钟大簰檔（王府井B馆
负一楼）消费，单笔满120元可立减60元。

（二）即日起的每周五、六、日，持中国银
行银联信用卡在海湖万达外婆小厨和小鹿披
萨单笔消费满100元可随机立减60-100元。

（三）即日起至 6 月 30 日的每周五、六、
日，持中国银行银联标识信用卡在必胜客欢
乐餐厅单笔消费满150元立减50元，满300元
立减100元，最高减100元。

（四）即日起持中国银行信用卡在星巴克
刷15000积分可兑换一杯手工特调饮品，周末
更享兑一赠一。

★畅观大片
（一）即日起的每周六、日，持中国银行

信用卡在西宁奥斯卡影院享 10 元观 2D/3D
影片优惠、在格尔木盐湖数码影城和领航国
际影城享19元观影优惠、在海南州共和县百
佳影城享9元观影优惠、在大通县天麒上影国
际影城享9元观影优惠。

（二）即日起的每周六、日，持中国银行
银联信用卡在西宁万达影城（海湖店）享10元

观2D/3D影片、20元观IMAX影片的优惠。
★畅快购物

即日起的周二、四、六和日，使用中国银
行缤纷生活 APP 绑定 62 开头中行银联信用
卡在惠客家超市（小桥店、民和路店、南山路
店和兴海路店）进行二维码支付，可享满60元
立减30元优惠。

★畅抢优惠
即日起至6月30日，中国银行信用卡客

户登陆“缤纷生活”APP或中国银行微信公众
号，可享8折抢购网易严选、天猫超市100元
电子券，7折抢购哈根达斯、吉野家和汉堡王

等50元电子券。新客户注册“缤纷生活”APP
并绑卡，还可选取20元优酷视频会员月卡、20
元爱奇艺视频会员月卡、20元滴滴出行快车
券、30元话费等注册奖励。

（以上活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
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最 HIGH 中 行 卡 ，

优惠享不停，更多优惠可
关注“中国银行信用卡”
微信公众号或下载“缤纷
生 活 ”APP，扫 一 扫 即 可
下载）

本报讯（记者 王琼 摄影报道）为
了促进湟中县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和
文化产业融合发展,重点推介乡村旅
游资源,推进鲁沙尔乡村旅游带建设,7
月10日,首届“青海大宋农业”湟中大
源万亩油菜花海旅游艺术节开幕,活
动为期一个月,共有十三项特色活动
贯穿其中。

据了解,湟中县有着三面环围省
会西宁、“城市后花园”的区位优势；有
着深厚的河湟传统文化底蕴；有着群
加国家森林公园、西堡城市绿芯、园博
园等生态资源优势。近年来，该县认
真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市文化旅游产
业发展的各项决策部署，依托丰富的
乡村文化旅游资源，加快乡村旅游带
状组团发展，西纳川、小南川等乡村旅
游示范带规模初现，乡趣卡阳成功创
建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千紫缘、上
山庄花海、包勒乡村旅游等景点“多点
开花”，多层次、多形态的乡村旅游供
给体系逐步形成。2017年，全县乡村
旅游接待游客达290万人次，实现综合
收入4.5亿元，乡村旅游已成为拉动县
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在调整产业
结构、增加农民收入、推动产业脱贫上
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次油菜花海艺术节将历时一个
月，安排了花海音乐节、树莓采摘节、
河湟曲艺展演、花海摄影大赛、电动自

行车花海巡游等内容精彩、形式多样
的活动。此次艺术节，将油菜种植农
业项目与高原油菜籽加工、乡村旅游、
精准扶贫有效嫁接，实现了旅游资源
万亩油菜花海、文化产业资源阳坡村
银铜器加工业的深度融合，也是一次
全新的尝试，湟中县将以此活动为契
机，努力叫响“北有门源花海·南有大
源花海”旅游品牌，实现农民增收、企
业增效、产业发展的多赢目标。

今后，湟中县将牢固树立“全域旅
游、全季旅游”发展理念，着力构建以

塔尔寺景区为“核心”，鲁沙尔文化旅游
产业、多巴体育旅游产业“两大集群”，
鲁沙尔、西纳川等七个重点乡村旅游片
区为主的“一核两群七区”旅游产业发
展新格局。进一步加大项目、资金、政
策倾斜力度，统筹抓好生态资源开发、
乡村旅游培育、休闲观光农业发展，推
进“接二连三”产业融合，力争将文化
旅游产业培育成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柱
产业，奋力打造全省全域旅游示范区、
鲁沙尔旅游产业改革创新区，实现由
旅游资源大县向旅游产业强县转变。

本报讯（记者 宁亚琴）连续几场暴雨过后，城北区所辖
道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雨后后遗症”，多条道路积水严重，
人行道上满是被大雨淋落的树叶，被雨水淹没过的路面残留
了许多垃圾和淤泥。对此，城北区市政公用服务中心组织全
体人员，集中力量解决城区“雨后后遗症”。

针对近期天气变化的特点，为了全面确保雨后辖区道路
的清扫保洁、市政设施的维修管护，城北区市政公用服务中
心周密详细地安排了近期工作。根据安排，各管段积极响应
行动，每一位工作人员及时开展了果皮箱基本情况统计和雨
水污染路面的摸排，并于 7 月 2 日下午开展集中清理活动。
截至目前。对天峻桥下、集散中心、北川河道等11处的淤泥
进行清理，抽调人员300余人次，车辆20多次，清理淤泥、垃
圾、砂石共计 110 吨。出动干湿扫、小型高压冲洗、洒水车
169台次，用水18924.8吨，对道路进行冲洗。对辖区内重点
市政设施进行巡查，排查市政设施安全隐患共22处，维修22
处。扶正倾斜树木10棵。

下一步，根据天气的变化情况，城北区市政公用服务中
心将持续开展此项工作，结合全市环境卫生综合整治活动，
用不懈努力为市民提供更加暖心，整洁的城市环境。

我省将建11处公益性农贸市场

北区集中力量解决“雨后后遗症”

湟源“党建 +”为脱贫攻坚注入新动能

湟中万亩花海成拉动经济新引擎湟中万亩花海成拉动经济新引擎
本报讯（记者 张国静）随着一声警报的响起，一场高层

建筑安全事故逃生演练在小区里正式上演。为了强化安全
生产责任，进一步提高辖区居民安全意识，掌握高层建筑安
全防护知识和自救能力，正确、迅速、有序地应对和处置高层
建筑安全事故的发生。7月6日，一堂高层建筑安全事故逃
生演练课让市民受益匪浅。

当日，城西区安监局、胜利路街道办事处、食品药品管理
局等5家单位，对万夏物业电梯应急救援演练进行了观摩和
评估，此次演练多渠道、多角度宣传安全常识,采用“接地气”
的宣传方式,使群众“零距离”接触、了解安全逃生自救的重
要性。

演练设定位于城西区胜利路万夏物业发生电梯事故,人
员被困于电梯,情况紧急。物业将人员分为医疗救护组、后
勤保障组、抢险预备组、警戒保卫组和心理安抚组。消防控
制室当日共有6名值班人员,1人拨打119报警电话,3人启动
室内急救设施并实时监控楼内人员疏散情况,其余人员进行
初期安全向导，并搜救出被困人员，此次应急演练参演人数
28名，观摩20余人，各小组按照预定计划和各自职责分工,有
条不紊地开展演练,整个过程快速、准确、有序。

通过此次安全演练活动营造了人人注重安全，参与安全
管理的社会浓厚氛围。参加活动的人员纷纷表示此次活动
更好地让辖区居民融入安全生产月活动当中，参与到安全知
识的宣传普及中来,让更多身边的人学习安全防护知识和自
救能力，营造辖区安全氛围。

西区开展安全事故逃生演练

近千群众参与学雷锋志愿活动近千群众参与学雷锋志愿活动

脱贫攻坚
西宁在行动西宁在行动

本报讯（记者 宁亚琴）“新时代新
思想新的目标，扛起肩上的责任冲向前
方……”在湟中县田家寨镇新村广场上
歌声嘹亮，近千名群众用热烈的掌声回
应着。5 日，西宁市妇联与省妇联、湟
中县妇联联合在湟中县田家寨镇新村
广场开展“保护三江源 建设美丽家园
——巾帼在行动”学雷锋志愿服务行活
动启动仪式。

当天，活动在环保、爱心等 7 支巾

帼志愿服务队被授旗的荣誉时刻拉开
帷幕，随后快板《党的十九大精神传万
家》、二重唱《撸起袖子加油干》等精彩
的文艺节目赢得当地群众的热烈掌
声。此外，还进行了义诊和书画、手工
制品展示，发放了党的十九大宣传口袋
书、最美家庭故事集、民族团结进步歌
曲集及妇女权益宣传资料；组织省市家
庭教育专家讲师团、法律顾问团、精准
扶贫巾帼专家服务团开展咨询服务，用

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党和国家的政
策、法规传递到群众中，深受群众喜
爱。通过促精准扶贫，促乡村振兴为主
题的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宣讲，
把党的各项“三农”新政转化为广大农
村妇女建设美丽家园的实际行动。

通过此次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引导
广大妇女增强生态自觉，坚定生态自
信，实现生态自强，在生态环境保护中
充分发挥巾帼优势、绽放巾帼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