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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富新农村西区喜迎丰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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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石坡村，我心扎根的地方
本报讯（记者 张国静 王瑞欣）春种一粒

粟，秋收万颗籽。正逢金秋飒爽、硕果累累之
季，第二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喜乐到来。借
着这个丰收的日子，9月18日，城西区在辖
区彭家寨镇刘家寨村举行城西区首届中国
农民丰收节，辖区各乡镇、合作社、农民致富
带头人参加活动。

本届中国农民丰收节主要以“庆祝丰
收、弘扬文化、振兴乡村”为主题，旨在展示
城西区各村镇的农业成果，调动城西区农
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汇聚全面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城西区农业农
村现代化的脚步。此次活动通过地方特色

节目演出、主题知识问答、拔河比赛、特色
农畜产品展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新农村发展摄影展等形式，全面展现新
时代新农村的新面貌。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为农民群众发放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宣传手册，向农民朋友普及
农村生态环保知识，让大家了解推进厕所革
命及产权制度改革的意义，鼓励大家共同建
设生态文明新西区。此次中国农民丰收节活
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坚定了西区农业农
村优先发展、生态文明靠大家的信心，激发
了广大农民朋友科技兴农的热情，全面推动
西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相关规
定，现将西宁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有关信息予以第二次公示。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电子
文档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西宁
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网络下载链接：https://pan.
baidu.com/s/1cggJULqASwwHixnZ7hS3Yg 提
取码: 58uu）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建设单位查阅地址：西宁市湟水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地址：西宁市城北区北禅路50号）

环评单位查阅地址：重庆环科源博达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
道扬子江商务大厦7楼）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西宁市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范围内的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等。请环境影响范围外的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我们也将认真参考。

（三）公众意见表：（网络下载链接：https://pan.
baidu.com/s/1cggJULqASwwHixnZ7hS3Yg 提取码: 58uu）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
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和现场填写等
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
提交我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
的意见和建议。

建设单位联系人：刘工 ；联系电话：
0971-6278790；邮箱：502738077@qq.com

环评单位联系人：许 工 ；联 系 电 话 ：
023-62668337；邮箱：julexy@foxmail.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自公示
之日起10个工作日，2019年9月19日至2019
年10月12日。

西宁市湟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9月23日

西宁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近日，在欢腾的隆隆礼炮声中，“盛锦华
庭二期”开工奠基仪式在大通隆重举行。作
为一个利民惠民的房地产开发项目，“盛锦华
庭二期”从项目立项开始，就受到大通县政府
的高度重视，项目同时肩负着建设健康，向上
的规范民用社区的历史使命。

“盛锦华庭二期”位于西宁市大通县解放
南路西侧。东临宁大高速出口，南邻黄渠沿河
水岸。地处大通唯一门户轴线上，交通便利、
配套完善。距县政府仅3分钟车程，县人民医
院、六中距本案1500米范围之内。盛锦华庭总
占地面积 126 亩，总建筑面积 254374.57 平方
米。配套涵盖会所、幼儿园、底商物管用房、商
业停车位、住宅停车位和康体健身等设施。是

一个真正集居住、商务、休闲、娱乐、教育、投资
为一体的多功能高尚生活社区，盛华集团开发
的“盛锦华庭二期”作为大通的阳光社区，肩负
着对社会负责的重担。为此，盛华集团经过数
轮严格筛选，组建项目开发合作团队，全城关
注，全员投入，全心服务，全力打造。以健康
的，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进行设计施工，给消费
者创造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节能、环保，
健康于一体的现代化新型社区。

随着盛华集团的辛勤耕耘，盛锦华庭
——大通首个西班牙风格的纯水岸全景观高
档楼盘，将为大通发展功能布局、城市建设、
提升百姓生活品质等方面带来全方位的提
升，开创大通人居文明的新篇章。

“盛锦华庭二期”项目奠基开工大吉

本报讯（记者 宁亚琴）针对连日多雨天
气，城中区应急管理局精心部署、积极应
对，多举措做好汛期安全工作。

据了解，中区采取六项措施筑牢汛期
安全防线。一是落实主体责任，夯实防汛
基础。将防汛安全责任制贯穿到队伍组
织、物资储备、抢险救灾等各个环节，共
与26家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签订防汛
目标责任书，与 2 家社会单位签订防汛抗
旱应急处置协议。二是开展隐患排查，及
时排除内涝。多次对全区10处地质灾害隐
患点、35处险工险段、33家应急避难场所
进行检查，对于发现的隐患及时进行处
置，共处置路面塌陷、危险隐患点 12 处；
对防汛安全隐患点及城市内涝点进行排

查，累计检查 100 余处，发现各类隐患 30
余起。三是加强值班值守，做好汛情处
置。严格落实汛期领导带班制度及24小时
防汛值班值守制度，累计出动防汛人员100
余人次，防汛车辆 20 余台次，处置积水 4
次，处理各类险情11处。四是强化部门联
动，明确职责分工。加强各类防汛救援物
资储备，满足防汛抢险救灾需要。五是开
展培训教育，提高防汛意识。积极开展

《防洪法》及防洪避险、减灾救灾宣传教育
活动。六是强化预警研判，及时传递汛情。
进一步完善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和群测群
防体系建设，密切关注和掌握雨情、汛情、
灾情动态，及时发布雨情及各类灾害预警
信息80余条。

中区六措施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中区六措施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本报讯（通讯员 马银鸿）“党员干部要
坚决筑牢廉洁奉公的防线，自觉抵制各种腐
朽思想和不良生活方式的侵蚀，防微杜渐、
警钟长鸣。”连日来，城北区“北川新音”宣讲
团深入机关、村社区为基层党员干部送上了
多场生动的精品党课。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喜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不断坚定基
层党员理想信念、提升党性修养，进一步
凝聚党员干部加快建设绿色发展样板城
市、新时代幸福西宁及生态宜居北区的力
量，日前，由中共城北区委宣传部、区委
党校牵头组建了“北川新音”宣讲团，启
动百场党课下基层活动。此次宣讲主要以
现场讲座形式为主，宣讲时间从 9 月份起
至12月下旬结束。

为了增强课程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今
年 8 月份，城北区委党校在全区范围内开
展了优秀讲师及精品党课推荐评选活动，
从中选出基层党组织书记、机关干部、退
休老党员、纪检干部20位组成了“北川新

音”宣讲团。同时，为提高课程的针对性
和实效性，根据不同的受众群体，共设置
党建知识、党风廉政建设、移风易俗、区
情教育、公文写作等10个授课专题。截至
目前，“北川新音”党课宣讲团深入辖区各
单位、各部门开展了20多场巡回宣讲，为
基层党员干部职工送上内容丰富而精彩的
党课。

城北区大堡子镇陶北村党总支书记陈
治国说：“‘北川新音’宣讲团开展的巡回党
课活动给我很大的触动。它进一步增强了我
们党员干部的党性意识，也增强了基层党员
廉洁做事、干净做人的自觉性，希望这样的
活动能更多地开展。”

本次“北川新音”宣讲活动是对城
北区全体党员干部职工党性修养和理论
素养的一次集中“充电”，对于引导和激
励广大党员干部强化理想信念、树牢宗
旨意识、立足岗位做奉献、履职尽责当
先锋等起到积极作用，也必将为加快建
设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和新时代幸福西宁
提供新动力。

【第一书记感言】扎根农
村的深度，决定了民心民情的
温度。一年多来，我从机关干
部转型成了驻村第一书记，用
适合当地发展的“金点子”寻
求到脱贫致富的“金钥匙”，为
贫困户创业脱贫闯出了一条
新路子，青石坡村被评为鲁沙
尔镇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对于
未来，对于青石坡村的发展，
我充满信心！

——湟中县鲁沙尔镇青
石坡村驻村第一书记彭栋清

【我的得意之作】在美丽
的湟中县鲁沙尔镇南朔山脚
下，有一个贫穷的小山村——
青石坡村，2018年3月青海省
公安厅派驻第一书记彭栋清
在这里扎了根。他通过抓党建
促脱贫、办实事促和谐，用真
情干实事、以实干造福群众，赢得了青石坡
村干部群众的广泛赞誉。

再现再现““迷彩绿迷彩绿”，”，啃起啃起““硬骨头硬骨头””
“敬礼！保证完成脱贫攻坚任务！”2018

年3月，正值我省吹响脱贫攻坚冲锋号时，有
着8年军龄的彭栋清主动向省公安厅领导请
缨，扛起了湟中县鲁沙尔镇青石坡村驻村第
一书记这面战旗，一门心思扎进了村子。

青石坡村是一个有着 247 户 1234 人的
纯回族村落，在这样一个脑山地区，山地比
川地多，人多地少，农民无法在种植庄稼上
赚来收益，再加之群众的内生动力差和文化
水平低等原因，该村贫困户的数量达到28户
116人。

面对困境，如何发展产业，拔掉“穷根”，
是彭栋清驻村后一直思考的问题。他发现，
青石坡村好多农户一直以来靠养殖牛羊和
种植传统的小麦等维持生计，产业规模小，
结构单一，无法从中实现增产增收。在与队
员、村干部一起深入分析后，彭栋清决定从
育肥牛羊入手，引导贫困户大力发展特色牦
牛养殖产业。

今年38岁的韩有祥是村里的建档立卡
贫困户，家里三个女儿正在上学，唯一的收
入来源就是靠他外出打工赚取的并不稳定
的工资。在彭栋清的帮助下，韩有祥一口气
养了42头牦牛。“没想到，短短5个月我们家
的收入就有1.8万元，再加上外出打工赚的，
算下来，一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0700元，
比2016年翻了三番呢。”韩有祥高兴地说。

彭书记一心为民彭书记一心为民，，我们日子有奔头我们日子有奔头
“没有彭书记，我们一家的命早没了，更

别提住的地方了。”青石坡村村民李延海回
忆起洪水袭来时的情景，反复说着这句话。
去年8月30日，连续暴雨后，青石坡村出现
险情，由于地势低洼，农户李延海家被淹，第
一书记彭栋清迅速投入到抗洪抢险工作之
中，将易受灾地段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为
了能够及时应对突发险情，他与村干部一起
在村委会坚守，彻夜未眠。

汛情结束后，彭栋清第一时间组织干部核
查受灾情况，并向镇政府和县民政局沟通汇
报，争取政策支持，筹集资金为受灾群众修建
住房，同时进行道路清淤抢修，修建排洪渠。

“看到彭书记为了村里的事没白没黑地
干，我们的生活也有了奔头，感受到了村里
发展的希望。”75岁的老会计马祥高兴地说，

作为老党员，他也要为村里的发展出份力！
现在每天去城里卖牛奶，又养了牛，去年年
底他主动提出将他的低保降一档。

我要打造一支带不走的扶贫队伍我要打造一支带不走的扶贫队伍
村两委班子就像一盘散沙，想做事，谈

何容易？彭栋清想到了会遇到困难 ，但是没
想到这么难。

要发展，首先要凝心聚力。“基层党组织
就是火车头，抓党建、促脱贫，是第一书记的
第一职责。”彭栋清坦率地说，在青石坡村，
除了具有特色产业发展外，彭栋清还把“以
党建促脱贫攻坚”搞得有声有色。

在村两委办公室的墙上，张贴着村委会
廉洁自律制度、村委会财务公开制度、“一事
一议”制度、村规民约等。“在党建工作上，我
们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青石坡村村
委会主任马生彪说。

贫困群众是脱贫攻坚的对象，更是脱贫
致富的主体。没有贫困群众的参与，“干部
干，群众看”，脱贫开发就难以持续。党组织
的最大优势，就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彭栋
清说，把党建活力变成攻坚动力，充分发挥
党员干部领头雁和党组织战斗堡垒的示范
作用，通过政策引领、党员带头、产业推动、
劳力输出，让组织优势转化为扶贫优势。只
有党员先行，群众才会跟得上。

青石坡村的扶贫故事仍在继续青石坡村的扶贫故事仍在继续
彭栋清不遗余力的付出，换来了村民满

意的笑容，青石坡村的男女老少都说：“跟着
第一书记，日子过得有盼头。”

彭栋清并没有满足于现阶段的成就，而
是想得更远：“等村里的产业发展趋向稳定
的时候，再发展集体经济，将集体经济收入
反哺到服务群众、服务发展中，用于巩固基
础设施建设、帮助贫困群众、提升公共服务，
让群众真正享受到发展集体经济带来的幸
福成果。”

如今，彭栋清依然在操劳奔波，为了保
证各类项目顺利落地，为了青石坡村百姓未
来的幸福生活，青石坡村的扶贫故事仍在继
续…… （记者 樊娅楠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