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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行西宁机场金融服务点正式开业

近日，中国建设银行青海省分行西宁城东
支行首家金融服务点在西宁曹家堡国际机场
隆重开业。建行青海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刘建华，西部机场集团青海机场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李德军等相关领导出席了开业仪式。
作为一家涵盖全方位综合性金融服务的

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此次建设银行西宁曹家
堡国际机场金融服务点的正式开业，是建行
青海省分行落实国家战略、支持实体经济、服
务社会民生的重要举措。此服务点集“对公
业务、个人金融业务及智慧柜员自助服务”等
功能经营为一体，全力为青海机场有限公司
及相关单位和机场入驻商户、来往乘客提供
便捷化、智能化、个性化的金融服务，进一步
树立建行优质高效的服务品牌形象。

西部机场集团青海机场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李德军在致辞中表示：长期以来，建设银行
是青海机场公司乃至西部机场集团重要的合
作伙伴之一，机场作为民航发展的重要基础
设施，建设银行在其建设、发展过程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此次建行机场服务点的开业，预

示着建设银行和青海机场公司将再次携手，
为发展青海民航事业，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做
出新的贡献。

建行青海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刘建
华在致辞中表示：建行青海省分行与西部机
场集团青海机场有限公司合作源远流长，双
方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有着深
厚的合作基础和广泛的合作领域，并取得了
互利共赢的丰硕成果。今天，建行首家服务
点在西宁机场隆重开业，标志着双方合作达
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掀开了双方合作共赢的
崭新篇章。希望双方以此为新起点，进一步
加强和深化全方位的合作，开拓双方业务发
展的崭新天地，共同谱写“协作共赢、跨越发
展”的新篇章！

本次建行机场服务点的开业运行，标志
着双方合作关系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建行

青海省分行与西部机场集团青海机场有限公
司将以开放的胸怀，积极的姿态，携手合作，
共谋发展，优势互补，共进共荣，续写战略合
作的新篇章。

【第一书记感言】
“第一书记”不是一

个简单的称谓，而是一种
厚重的责任。在农村要
学的东西太多了，只有将
事情办到老百姓的心坎
里，群众才会信任你、支
持你，对自己来说这就是
一种成就感。

——湟中县大才乡
前沟村驻村第一书记 贾
得红

【我的得意之作】
夏日的清晨，金色的

阳光才微微露了个头，韩
生花家早已是一派忙碌
的景象，工人们砌砖、抹
泥，一旁的韩生花一边打
着下手，一边不时看看表
上的时间。到点了，她放下手中的
活儿，快步走向家门口的村委会办
公室，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公益岗
位的工作她看得十分重。韩生花
是湟中县大才乡前沟村的村民，家
里的危房能改造，村里的道路修
建，这一切都得感谢他们村的驻村

“第一书记”。“是他帮助我，鼓励
我，让我家的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韩生花笑得眯起了眼。

韩生花口中的“第一书记”，就
是在省路桥公司工作的贾得红。
2015 年 10 月，他来到前沟村成为

“第一书记”。四年的驻村经历贾得
红有自己的秘诀：“就是要把事情办
到群众的心坎里，群众才能信任你，
支持你。”当看到有的村民住着危
房，他就努力协调政策补助，帮着他
们易地搬迁和改造危房。发现村里
硬件较弱，他就四处奔走争取项目
资金，修路、建广场，一点点地建设
好基础设施。住得好、过得好之余，
还得要让老百姓富起来，结合村里
产业特点，贾得红下力气发展养殖
业，帮助村民脱贫致富。

前沟村地处脑山地区，总人口
数4409人，人均耕地仅0.8亩，贫困
户131户。“总人口数基本等于一个
乡，人多地少，虽然有过思想准备，
但前沟村的贫穷、发展的困难，还
是超出了我的想象。”贾得红向记
者坦言道。就是这样一个多年贫
困的村庄，如何开展接下来的扶贫
工作，着实让贾得红犯了难。

育“金”鸡 幸福来敲门
“村里大多是留守老人或者因

病因残无法外出务工的人，干不了
重活，那养鸡总可以吧。”贾得红盘
算着如何为困难群众增收致富。

随后，他便开始到周围村庄、
农贸市场实地考查养鸡市场，拜访
养鸡专业户、学习养鸡技术。同
时，他向自己的“娘家”省路桥公司
申请给村民买鸡苗的经费。没过

几天，3000只鸡苗就买回来了。听
到要发鸡苗的消息后，村里炸开了
锅。“贾书记骗我们呢，这个能挣多
少钱啊？”“养好了卖不出去不是白
搭。”村民们七嘴八舌议论着，谁也
不愿意去领鸡苗。“大家放心吧，销
路我已经找好了，大家只管养好
鸡，年底等着数票子。”贾得红筛选
了 34 家困难户，平均每家发放 80
只鸡苗。通过挨家挨户做思想工
作，经过一番沟通协商，最终3000
只鸡苗全部领完。第一年村里的
成鸡被收购后，有的村民直接增收
5000元至6000元。村民想着贾书
记的“门路”？原来，为了成鸡的销
路问题，贾得红多次与路桥公司和
该村的帮扶单位西宁市第十四中
学沟通协调，两家单位的食堂以回
收的形式收购村民们的成鸡。有
了稳定的销售渠道，尝到甜头的村
民们第二年养鸡的积极性更高
了。除此之外，还以“公司+贫困
户”的模式，以托管代养的形式发
展牛羊养殖；为村民提供劳动技能
培训以及扶贫贷款……幸福已经
离前沟村越来越近。

修硬件 前沟村变了样
前沟村一处空地里，树立着用

木头树枝搭建的简易篮球架，村里
的年轻人农闲时在这里打打篮球，
娱乐一下。贾得红看在眼里，记在心
里。“村里基础设施薄弱，文化活动
连场地都没有。”为此，贾得红带领
村“两委”班子多方奔走，积极寻找
政策支持。在村委会主任鸟成其看
来，“之所以能申请下来资金建设村
里的基础设施，全凭贾书记一股干
劲儿。”三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
前沟村新建了文化广场、
体育广场，解决了村民开
展活动场地难；接通了互
联网，解决了通信难；新建
了标准化卫生室，实施“精
准扶贫健康保”项目，缓解

了看病难。看到村里的老人悠闲地
在凉亭里寒暄，孩童在平整的广场
内玩耍，篮球场传来阵阵欢声笑语。
贾得红说自己心里有种成就感。

建超市激发群众新动力
“资金能提供的帮助是暂时的、

有限的，说到底，扶贫工作还是要转
变村民思想，让贫困户从依赖走向
自立，从怨天尤人变为充满干劲，建
立起可持续发展模式。”贾得红在日
记中记录下他的期待。从最初的忧
心忡忡，到如今充满信心，2018年，
为有效整合社会帮扶资源，切实激
发群众内生动力，实现“扶贫”与“扶
志”相结合，湟中县大力开展“励志
爱心超市”建设工作。“要建就要建
好，没有资金我想办法，没有地方，
可以把我住宿的地方腾出来。”贾得
红开始和村“两委”积极筹划。通过
积极争取，筹措了2万元资金购买
了“励志爱心超市”商品。村民可以
通过参加村内的义务劳动获得积分
奖励，根据每周的统计得到积分卡，
然后在爱心超市兑换商品。“贾书
记，村广场卫生我来打扫啊！”“贾书
记，这些设施我来擦。”村民们争先
恐后想要通过义务劳动积攒积分来
兑换商品，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大家
伙过好日子的信心越来越足。

2017年，前沟村完成贫困村退
出！

2018年，湟中县贫困县摘帽！
2019年，贾得红悄悄藏起了他

的病假申请，他说他放不下前沟村，
他还要为村民通天然气，还要努力
找出符合环保要求的新型养殖模
式，还要带着大家奔小康……

（记者 小蕊 摄影报道）

让村民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幸福

本报讯（记者 施翔）为深入巩固
全国文明城市的丰硕成果，自2018年
起，城东区以“试点先行，稳步推进”为
原则，新增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小区18
个，通过宣传培训、督导、塑形“三入
手”措施，全面推进垃圾分类工作。

入手宣传培训。以“生活垃圾分
类是美德”为主题，在新千国际广场、中
发源时代广场、火车站广场等地开展
垃圾分类相关宣传达21次，发放宣传
手册8000余份、宣传纸巾500余盒，组
织镇办对辖区物业垃圾分类工作人员
进行专项培训，参训人数达120人次。

入手分类督导。多次深入各试
点小区对生活垃圾分类相关工作进

行督导，要求各试点小区物业通过合
理分配工作人员，成立专职生活垃圾
分类督导队伍，于每天早、中、晚投放
高峰期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督导工作，
并建立工作台账，形成长效、高质、有
序的督导模式。

入手试点塑形。为有效发挥“榜
样效应”，区城管局定期对试点小区开
展垃圾分类问卷调查，并引导试点小区
居民自觉参与垃圾分类投放，以点带
面，全面提升居民对垃圾分类工作的认
知度和参与度，做好试点塑形工作。

本报讯（实习记者 刘蕊 通讯员
哈志伟）随着我省旅游旺季的到来及
城洽会、环湖赛等大型赛事活动的举
办，营造一个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显
得尤为重要。连日来，城北区多举措
强化危化品领域风险管控，落实企业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综合监管职责。

据了解，城北区按照“全覆盖、零
容忍、严执法”工作要求，采取专项执
法检查、专题教育培训、集中警示约
谈、联合打非治违等措施，不断夯实
全区安全生产工作基础。城北区按
照《2019年安全生产执法检查计划》
要求，对辖区 34 家危险化学品经营
企业开展专项执法检查行动，共查处
问题隐患 119 条。针对企业存在的

违法行为已立案处罚 2 起，暂扣《危
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20家，对其他
违法行为正在跟进处理。此外，城北
区组织开展了危险化学品开票经营
企业专题培训和集中警示约谈活动，
辖区 40 家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加
油站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
近 80 人参加了培训、约谈。通过集
中警示约谈，进一步增强了企业负责
人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

下一步，城北区将持续深入开展
危险化学品等重点行业领域执法检
查、打非治违等专项行动，坚决遏制
和防范危险化学品领域事故的发生，
营造安全的社会环境。

本报讯（实习记者 谢晔）大通县
斜沟乡柏木沟景区峰岭层叠，怪石嵯
峨，处处是景，步换景异……产业兴、
百业兴，大通县紧紧围绕产业发展实
情，通过“旅游+”的模式激发乡村振
兴发展活力，如今斜沟乡通过景区收
入带动了群众增收致富。

据了解，大通县斜沟乡柏木沟景
区一期建设，建成小木屋建设16座，
集装箱15座，木栈道铺设1100米，景
区绿化 47832 平方米，烧烤台 25 座。
同时，结合景区开发建设，配套投资
完善毗邻上窑洞庄村、下窑洞庄村产
业园建设项目各1处，景区现已经初
具规模。二期工程计划建设红色纪
念亭、红色文化展览厅、木栈道、小木
屋、亲子游乐园、景区绿化及周边环
境整治、2座旱厕改水厕及外围装饰，

一期项目小木屋设施配套等。为促
进旅游扶贫与一二三产业整合融合，
大通县推行“旅游+现代农业”，以村
为单位培育发展特色产业，种植观光
油菜 200 余亩、养殖牦牛羊 2800 头、
养殖家禽 500 余只，同时还推行“旅
游扶贫+新型合作”。去年，斜沟乡
上窑洞庄村旅游扶贫收益实现了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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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收益337元。

此外，大通县还通过“旅游+Ｘ”
模式打造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农家
乐”“农家茶园”等旅游接待平台，吸
引游客以自助旅游、民俗体验等方
式，促进旅游消费，增加群众收入。
截至目前，已建成运营的“农家乐”15
家，每年每户增收预计达到6万元。

大通大通““旅游旅游++””模式推动乡村振兴模式推动乡村振兴

东区以点带面推进垃圾分类工作东区以点带面推进垃圾分类工作

北区多措并举筑牢安全生产防火墙北区多措并举筑牢安全生产防火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