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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办理中国银行 ETC，省内路段最
低可享 7 折优惠。中国银行 ETC 采用记账
卡/储值卡和银行扣款账户二卡分离模式，大
大提升资金使用的安全性。

中国银行支持ETC车辆绑定单位对公账
户的银行,实现了单位对公账户直接支付ETC
通行费用，方便单位实现统一结算管理。同时，
车辆办理ETC后，客户可以及时掌握每辆车的
行驶记录，包括高速公路入口信息、出口信息、

行驶时间、通行费金额等相关情况，有利于企业
加强车辆管理，提升管理效率，还可获得通行费
进项税额抵扣优惠（通行费增值税率为3%）。

个人客户只要绑定中国银行62开头信用
卡或借记卡，通行费可直接从信用卡上透支
代扣，享最长50天免息，轻松通行，还款无忧；
也可直接从借记卡实现自动扣款，空中充值，
快速通行。

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青海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高速不等待 出行更畅快
办理中国银行ETC

本报讯（实习记者 闫鸿）为积极打造全省
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7月15日，以“大美
青海·神韵黄南”为主题的2019年首届青海·
热贡文化旅游节新闻发布会在西宁召开。此
次文化旅游节开幕式将于7月18日在黄南州
热贡文化广场举行，在为期2个月的时间内，
将有16项具有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文旅活
动呈现。

据了解，7月15日至8月15日黄南州将同
步举办2项具有代表性的重大活动，“热贡唐
卡千名艺人万幅作品展”和“2019热贡美食文
化节”。另外，将陆续举行第二届中国藏戏艺
术周、第二届安多藏族民歌大赛、第十五届西
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暨第九届花儿歌手歌
王故乡行演出活动、第五届中国青海国际民

族传统射箭精英赛、首届全国四省藏族自治
州青少年篮球邀请赛等覆盖黄南全域的系列
活动。此次活动也是历年来黄南州节庆活动
中策划最具特色、活动内容最为丰富、时间跨
度最为长久的一项系列文化旅游活动，更是
黄南州着力培育“聚焦文旅、深度融合、辐射
全州、带动各地”的黄南本土特色节庆品牌，
推动全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的具
体实践和主要举措。

据悉，此次旅游节旨在积极打造全省文化
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进一步提升“大美青海·
神韵黄南”品牌影响力，加快文化旅游业融合
发展，丰富广大群众的文化旅游生活，全面展
示“神韵黄南”悠久的热贡文化、神奇的自然景
观、绝佳的生态环境、独特的文旅资源。

本报讯（记者 金华山）记者从杂多县了解
到，7月13日17时左右，杂多县至扎青乡环州
公路处一辆轻型货车不慎坠入扎曲河下沟
内。截至16日下午，坠河小轿车内1人死亡，
2人受伤，1人失踪，杂多县搜救团队正全力搜
救失踪人员。

记者了解到，事故发生后，杂多县公安局
民警第一时间下山开展救援工作，同时立刻
联系120及消防协助，县委常委、公安局长尕

松尼玛第一时间
赶赴现场进行指
挥。

事发现场地
处半山腰，周边
是悬崖峭壁及湍
急的河流，救援
工作异常艰难，
民 警 借 助 消 防
绳、救护衣等安
全设备到达坠入
点，经勘查，当时
车辆载有 4 人，
其中 3 名女子、1
名男子，1人当场

死亡、1人失踪、2人受伤。
事故发生后，民警在消防、医院等相关部

门工作人员及牧民群众的协助下，经过4小时
的救援工作，成功救援2名生还者，并由救护
车送往医院，2名生还者已脱离生命危险。

目前，交通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事
发后杂多县公安局组织大量警力、物力对失
踪人员开展搜寻工作，截至记者发稿前搜寻
工作仍在进行中。

本报讯（记者 徐顺凯）都兰县人民法院按
照依法全面查清黑恶势力涉案财产、利益链
条原则，加大对黑恶势力犯罪案件涉案财产
的追缴和财产刑的执行力度，严格依法处置
涉案财产，把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犯罪与清查、
处置涉案财产同步进行，彻底摧毁黑恶势力
滋生土壤。

7 月 10 日，都兰县人民法院对桑某等 11
名被告人准确界定为恶势力团伙，在查明各
被告违法犯罪事实并对恶势力成员依法定罪
量刑的同时，全面调查恶势力纠集者及其成
员的财产状况，多部门依法对涉案财产采取
查询、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彻底铲除恶势
力的非法经济根基。

经查，以桑某为首的恶势力犯罪团伙以破
坏草原、造成污染等名目为由，以堵车、抢车、
扣车、阻碍施工为手段，持续进行寻衅滋事、敲
诈勒索、强迫交易等违法犯罪行为，强迫交易
数 额 达 966038.27 元 ，违 法 所 得 数 额 达

214289.086元（其中强迫交易137937.086元、敲
诈勒索58450元，寻衅滋事18000元）。对上列
违法所得，判决全部追缴，依法退还被害人。

为彻底摧毁恶势力团伙的经济基础，防
止其死灰复燃，都兰县人民法院既保证充分
剥夺犯罪利益，也兼顾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要
求，根据所参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次数、性
质、地位、作用、违法所得数额等情节，对恶势
力团伙纠集者桑某处罚金六万元，其余各被
告人分别并处罚金一万元至三万元不等。对
违法所得依法追缴并返还被害人青海西旺矿
业开发有限公司及都兰县多金属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开展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的“打财断血”重大部署，彻底摧
毁其经济基础。

一个村庄就是一段历史。
一个村庄就是一座幸福西宁的缩影。
一个村庄的发展史映射着西宁农村的

大变迁！
从耕作方式到村容村貌，从村民生活

到村民素质，农村随着时代的变迁旧貌换
新颜。

这些变化，谁最有发言权？
108万农民！
连日来，晚报记者在西宁市苏尔吉

村、尧湾村、黑城村、汉水沟村、衙门庄
村、多隆村、元墩子村、上寺村等地采
访，亲眼见证了西宁以前那些靠天吃饭
的贫困山村，如今变成了城里人争相前
往、村里人相继返乡创业的美丽乡村。
这些可喜的变化村民都看在眼里，记在
心里。

农民变职业
普通农民变身职业农民

一大早，西宁市湟中县李家山镇汉水
沟村的马炳文开始忙着往地里走，今天他
要和村民一起去地里拔草。

穿过宽敞平坦的水泥村道和错落有致
的村居民舍，他看到房前房后井井有条、垃
圾杂物“销声匿迹”，粉刷干净的民房外墙、
图文并茂的文化墙……

走在路上，马炳文不由地哼起了小曲。
“我们村的变化太大了，要不是亲眼所

见，我都不相信我们村能变成这个样子。”
马炳文的感叹正是村民的心声。

“以前我们这个村脏乱差，民风差，邻
里不团结。”村委会主任马永虎感叹。“现在
党的好政策吹到了我们村，今天的汉水沟
村人人过上了好日子。”

马炳文回忆，上世纪 90 年代，每年粮
食归仓后，村民便会赶着马车到乡上的粮
站交公粮。

2006年，中国农民彻底告别了延续上
千年的农业税，不仅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也
迎来了农民命运转变的重大时刻。村委会
主任马永虎说，不仅不上税了，各种好政策
相继来到了村上，使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大变化。

村民都说：“党的政策越来越好，不出
村便知天下事，不出村也能享受到城里人
一样的生活。”

“现在，变化更大了，很多人从传统农
民变成了新型农民，也有很多走出农村的
人重新回归农村。”马炳文说，他就是其中
一个。

去年3月，他和同村的5个人一起创办
了湟中炳宗种养合作社，流转了本村 300
亩土地种植油菜，开始了农民生涯。

经过一年多的摸爬滚打，马炳文积
累 了 一 定 的 经 验 ，知 道 种 啥 能 卖 上 钱
了。

而像马炳文一样将农民变成一种职业
的村民数不胜数。想想未来的日子，马炳
文说只能用高兴和激动来形容，他们怎么
都没想到，如今他有了自己的职业，而这个
职业就是他所熟悉的农民，只不过现在的
农民和过往大有不同。

农业变产业
庄稼地里有“金”可掘

大通县种粮大户靳占福过去一直在外
地打工，一年赚的钱还不够在外面的开
销。思来想去，他决定还是要在庄稼地里

“掘金”。
2014 年，靳占福流转了 200 亩地，主

要用来种土豆和当归。“当时对市场行情
不了解，头一年啥卖得好第二年就种啥，
结果市场饱和，价格下跌太厉害，基本不
挣钱。”

通过几年的摸爬滚打，靳占福悟出了
一定的道理。“今年种啥？要看市场缺啥？
再不能像以前一样盲目耕种，能种植会经
营才是硬道理。”

今年他又在家门口流转了 500 亩地，
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一家一户”的零碎种植
局面。

打破地垄，连片种植，规模化经营出效
益。全县3个村的3000多亩土地入股合作
社，全由农民专业合作社托管。“当时心里
也打鼓，我的土地托管给你，万一收成不好

怎么办？”村民杨禄兴说。
结果，试种了一年，大家心服口服。“地

还是那几亩地，收成不一样了，省下了劳力
和种地成本，我还返回来在合作社打工，一
天100元的工资，土地成了金窝窝，谁不想
干？”杨禄兴说。

看准市场种地，缺啥种啥，才能卖上
好价钱。以前一家一户种植时，农民盲
目耕种，现在集约化种植后，种粮大户通
过各方“取经”，已经变成了种植加经营
能手。

从过去大田作物到如今的外向型高效
农业，这一切证明，只要找到适合本地区发
展的模式，叫响本地品牌，庄稼地里照样有

“金”可掘。

农村变花园
美了村庄富了百姓

在西宁市湟中县上新庄镇黑城村有
一个村史馆，400 多件从村民家中收集的
老物件一一陈列在村史馆内。很多年轻
人从未见过的老物件，引起了他们的好
奇和热议，频频前去参观，带火了村里的
农家院。

走进村史馆的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一套旧房子，黑城村第一书记李延精说，
这套房子的木梁、木柱及木雕构件全部来
自本村或周边村庄的老房子，这种做法充
分体现了对历史的尊重和延续。

“村史馆的建设重塑了‘庄廓聚落、
平顶泥墙、外檐木黄、叠涩手工’的河湟
建筑风格，也体现了共同缔造下新时期
农民的希望。”黑城村党支部书记蔡生录
介绍。

“除了3名技术工外，修建村史馆的都
是我们村民。”黑城村村委会主任徐金盛介
绍说，“为了节省经费，20多名村民曾驱车
到黄河滩捡拾石块。”

在村史馆内，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的石
茶窝、陈旧的农耕用具，锈迹斑驳的马灯，
泛黄的证书票据……这些老物件生动地记
载了这个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古老村庄的发
展变迁史，唤起了村民对往昔生活的回忆，
记住了乡愁。

村民张世莲说，村史馆内的老物件都
印着我们村的历史故事，看到这些，就会回
忆起一些过往的人和事。“有了村史馆，我
们黑城村的村民更加团结，更加积极向上
了，我们的心也有了归属感，也更加幸福
了。”

蔡生录说，我们希望通过村史馆，引导
黑城村村民，追溯历史、记住乡愁，让他们
从“配角”变成“主角”，也希望能由此带动
乡村振兴发展。

蔡生录还说，经过多年的发展，现在村
子像个花园，尤其是村史馆建立起来后，乡
村旅游热了起来，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游
玩，美了村庄，富了百姓。

荒坡变花海，乡村变景区。在幸福西
宁，乡村旅游带动乡村振兴和村民脱贫致
富的村庄越来越多，一个个富有地方特色
的乡村游在西宁大地的山坳里、乡村中、田
野间逐渐开花结果，真正成为农民的“聚宝
盆”。

从二牛抬杠到广泛推广使用现代化农
业机械，从大田种植小麦、油菜和马铃薯到
全膜覆盖技术的广泛应用，从千家万户在
自留地种蔬菜到大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不
断涌现，西宁农业走过了艰难漫长的探索
之路。

正是这些小村庄的勇毅前行，让改革
和创新的血液始终在幸福西宁流淌，推动
了今日西宁农村大发展大变革。

这些小村庄都是西宁农村改革的引领
者、探路者，用实实在在的奋斗和付出书写
了伟大的改革传奇。在西宁这片广袤的土
地上，这样的小村庄有 917 个，各有千秋，
各有特色。我们期待，每个小村庄都能找
到最适合自身发展的改革路径、最适合村
民需要的致富路子，西宁农村的未来将会
无比繁荣和辉煌！ （记者 张永黎）

小村庄折射出西宁农村大变迁
首届青海热贡文化旅游节开幕

货车坠河车内1人失踪已3天

追缴违法所得摧毁黑恶势力滋生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