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秋门源，麦浪荡漾，文明乡风拂面，
美丽乡村如画。

为动员农民参与乡村治理，助推乡村
振兴取得新成效，近年来，门源县全面推
进乡风文明建设暨移风易俗“一约四会”
工作，展现门源新形象。

“一约四会”即：村规民约和村民议事
会、道德评议会、禁毒禁赌会、红白理事
会，是一项改变陈规陋习、推进乡村移风
易俗、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村民自治
制度。

引领文明引领文明——““约约””出新风尚出新风尚

“现在的村子干净了不少，走在路上
心情都美了。”

走进门源县珠固乡珠固寺村，映入眼
帘的是群山秀丽、苍松翠柏、河水清澈、天
空湛蓝，还有那整洁的村庄和干净的道
路，这是一幅安逸宁静、安居乐业的新农
村锦绣画卷。

在村民谢索南才让看来，村里的变化
不仅仅是村容村貌，更多的是家乡风俗的
变化，“以前村里谁家要是有红白喜事，请
客摆个十几桌是很常见的。要是赶上春
节、‘十一’假期，几乎天天都有一场宴席
要参加，相互之间的攀比给收入少的家庭
造成了负担。现在改变了一些不好的风
俗，减少了办宴席中的铺张浪费，形成了
一种新风尚。”

门源县将村规民约全面运用到农村

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推进移风易俗、推动
乡村振兴各项重点工作中，以村规民约为
抓手，群众参与度不断提升，村民文明生
活习惯悄然养成，全县各村从“一时美”质
变为“长久美”。

““四会四会””协助协助——绘出新蓝图绘出新蓝图

村里有了矛盾怎么办？大事小情怎
么决定？门源县坚持有事大家商量着办，
采用“四会”的形式，问计策、话变化、访民
情、化纷争、解民忧。村民们聚在一起，乡
村干部、人民调解员与群众一道共商大
事，化解纷争。大家“当面锣、对面鼓”谈
体会，梳理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商议解
决问题的金点子，共同推动问题化解，促
进乡村振兴。

在珠固乡珠固寺村的党员活动室
内，正在进行着一场关于修复自然保护
区围栏的谈论会。经过热烈的讨论，最
终 决 定 修 复 资 金 从 村 集 体 经 济 中 拿
出。“通过‘一约四会’，村民的主人翁意
识大大增强，大家把村里事当成自己的
事，乡村振兴各项事业顺利推进，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得到及时解决，幸福感
不断提高。”珠固寺村党支部书记何才
郎却加说。

门源县以“党员推荐、村民代表推选、
支部把关定向”的方式，推选德高望重、热
心村里公益事业、作风正派、群众认可的
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致富带头人参与

“四会”治理，制定“四会”组织制度，明确
职责任务，让村民心里话有地方说，烦心
事有人帮忙，使乡村治理更有温度、幸福
更有质感。

““积攒积攒””文明文明——““兑兑””出新气象出新气象

“诚实守信，不拖欠贷款的，可得 3
分”“按时上交合作医疗、个人养老保险
和水资源等费用可得 4 分”“尊敬长辈，
没有虐待、打骂、遗弃等伤害老年人行
为可得 5 分”……珠固乡珠固寺村的《村
规民约》积分证，既是当地村民的村规
民约守则，也是村民守规守约的记录
表。

“乡风文明积分超市”是近年来门源
县助推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的具体行
动，上承引领，下接地气，寓“教”于“乐”，
以“奖”助“讲”，不仅将文明实践于日常，
也以其鲜明特色打造出思想引领新品
牌。

“‘乡风文明积分超市’的运行，不仅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群众生活中存在的
困难，为群众的生产生活提供了便利，而
且将群众生活需求和乡风文明进行有机
结合，让广大党员群众主动投身到基层党
建、村级事务发展、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社
会治理和乡风文明培育等工作中，使乡村
振兴有了新活力。”门源县宣传部副部长
马洪龙说。

（特约记者 吴萍）

一约四会一约四会““约约””出新风尚出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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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丰收季，海北大地水草好、牛羊
肥。忙碌的农牧民和穿梭的机械构成了
一幅幅丰收画卷。

逐水草而居的牧民们繁忙的转场生
活又开始了，成群的牛羊浩浩荡荡翻山越
岭，“上演”转场大迁徙，成为秋日草原上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同时，全州各地农
牧场的麦田也披上了金色的外衣，麦叶在
微风中轻轻起伏，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麦
秆，迎来了收割的最好时节。

抢抓农时保归仓抢抓农时保归仓

在刚察县泉吉乡新泉村，近800亩菜
籽迎来了大丰收，随着两台大型联合收割
机来回穿梭作业，农民一年的辛苦此时得
到了最好的回报。

“新泉村农作物播种面积950余亩，已
收割700余亩，按照市场价预计收益40余
万元。”新泉村党支部书记谢占林说。作为
全乡唯一的农业村，新泉村发挥自身优势，

选定适合自身发展的农业种植为经济发展
项目，通过种植燕麦、油菜等农作物，大力
推行农业机械化耕作，引进先进收割机械，
打破传统务农模式，实现了村民翻倍创收。

泉吉乡农作物耕地达 3102.94 亩，机
械化收割比传统人工镰刀收割效率提升
200%，能够有效解决农村劳动力短缺的
问题。不仅如此，机械化收割可以在作业
过程中将秸秆进行粉碎，有利于秸秆还
田、保持地力，同时杜绝了燃烧秸秆所导
致的安全隐患问题。

秋到草原牛羊肥秋到草原牛羊肥

“秋冬牧场的草好、水也好，在这待两
个月，牛羊吃肥了，也可以卖个好价钱。”
门源县皇城乡马营村村民祁八十三说。

每年秋季，正是牲畜贴秋膘的好时
机，为做好秋季牲畜贴膘工作，祁八十三
赶着羊群踏上了前往秋冬牧场的征途。
转场的路途虽然艰辛，但有利于牲畜长秋

膘，为越冬做准备，对牧民来说秋季转场
便意味着一年生产生活的大丰收，心情是
迫切的，更是喜悦的。 近年来，皇城乡始
终坚持生态优先这一主线，在生态保护中
推动经济发展，以经济发展促生态保护。
为全力做好转场工作，提前做好牲畜防
疫、修建完善转场牧道，做好划区轮牧。
积极争取实施网围栏建设、毒杂草灭治、
草原施肥、补播草籽等退牧还草项目，全
面落实禁牧区禁牧规定，全力推进草原生
态恢复治理和保护，在探索生态畜牧业高
质量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符合全乡
特色生态畜牧业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

村集体经济增后劲村集体经济增后劲

走进门源县浩门镇小沙沟村，到处洋
溢着“喜迎二十大，全民庆丰收”的气息。
伴随着丰收的喜悦，小沙沟村又迎来了党
的惠民风……

日前，小沙沟村文化广场内人头攒
动，鲜艳的五星红旗迎着秋风在广场上
空高高飘扬，在热烈的掌声、欢快的笑
声中，浩门镇小沙沟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正式揭牌。据小沙沟村党支部书记、合
作社负责人杨忠良介绍，近年来，合作
社抓住脱贫攻坚的大好机遇，完善经营
管理机制、做响产品品牌，让新兴的专
业合作社组织取代农民自产自销的传
统产销模式，把分散弱小的农户结成了
利益共同体，着力破解集体经济空壳、
主导产业薄弱、群众增收困难等难题，
实现了村集体经济合作社从无到有、从
有到优，经济效益从小到好、从好到高
的转变。

接下来，小沙沟村将立足农村土地资
源优势，通过合作社推进土地流转，做活
土地文章，提升土地效益，推动支部有作
为、党员起作用、集体增收入、群众得实
惠，走出属于自己的乡村振兴致富之
路。 本报综合消息

本报讯（特约记者 杨存娟）“社区吹哨、党员报
到”，连日来，一支支在职党员队伍成为社区治理的中
坚力量，依托不同载体，常态化开展进社区工作，精准
一对一服务群众，连通多部门打出服务“组合拳”，为
社区治理打通最后一公里，构建了“共建共治共享”城
市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

记者从祁连县获悉，今年以来，祁连县运用“一核
四治四微”基层治理网格化管理机制和“365”基层社
会治理体系，扎实推进“社区吹哨、党员报到”工作，及
时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

构筑常态化吹响“日常哨”，做好精细服务。坚持抓
日常、重经常、看平常，通过“吹哨”，建立起服务群众快速
响应和有效处置机制，及时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提升群
众的幸福指数。把常态化开展服务工作作为在职党员进
社区的主要任务，围绕纠纷调解、治安巡逻、区域治理、防
汛防疫等重点工作，目前2000余名在职党员常态化全覆
盖走访小区居民，动态掌握小区网格情况。

精准化吹响“点名哨”，做好个性服务。采取“居
民点单、社区下单、党员接单”服务模式，围绕居民服
务需求，吹响“点名哨”，在职党员“闻哨而动”精准化
服务。每逢节点，各在职党员依托党群服务中心，以
一次入党誓词入心、一次志愿活动在行、一次培训促
学、一次暖心慰问、一次座谈论政、一堂动情党课的

“六个一”形式，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迫在眉睫的
问题。微心愿“一对一”服务，聚焦困难独居老人、低
保人员、单亲家庭等弱势群体的急难愁盼问题，以“多
对一”或“一对一”的形式，让群众真正感受到党员就
是先锋，服务就在身边。

组团化吹响“攻坚哨”，做好集中服务。发挥党组
织抱团优势，聚力在服务群众上出实招、办实事、求实
效，党支部促党员“领单”“埋单”，履职尽责打好帮建、
服务“组合拳”。其中，发挥机关党建联盟在基层治理
中的作用，围绕民族团结、文明城市创建等内容，9个
支部联盟小组的87个党支部1500余名党员与结对的
4 个社区签订联盟共建协议，解决社区居民急难事。
社区“大党委”攻坚服务破难题，针对社区居民反映的
环境卫生、秩序混乱、基础设施破损等问题，及时组织
社区大党委成员单位召开联席会议，梳理群众反映的
各类问题，破解“九龙治水、各自为战，权责失衡、力量
分散”的问题。“三长制”引领服务当先锋，全县24名街
长、24名巷长、221名楼宇长从基层党建、基层治理、安
全隐患排查、矛盾调处等12个方面，对辖区内事务进
行清单式管理，获得群众一致好评。

本报讯（通讯员 海北民政）随着海北州冬季供暖期
的到来，海北州民政局聚焦特殊群体、聚焦群众关切，以

“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始终将困难群众衣食冷暖放
在首位，结合“转作风、勇争先”作风建设行动，认真践行

“为民办实事”，积极纾困解难，筹集资金，采取“兜底保
障+取暖补贴”的双重措施，有效确保全州困难家庭温暖
过冬，持续增进困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据了解，此次取暖补贴发放标准为城市低保对
象、城市特困供养人员取暖救助按 1000 元/户/年发
放。农村低保对象、农村特困供养人员取暖救助按
800元/户/年发放。截至目前，共为全州8314户城乡
困难群众发放取暖补贴889.78万元，其中：为2426户
城市低保家庭发放242.6万元，7399户农村低保家庭
发放591.92万元，71户城市特困供养家庭发放7.1万
元，602户农村特困供养家庭发放48.16万元。同时，
各县强化资金管理，确保按时足额发放到困难群众手
中，并加大国家惠民政策的宣传，积极引导困难群众
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今年以来，海北州民政局聚焦困难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强化担当，多措并举，为
困难群众提供更加充实、可持续救助帮扶，切实兜牢
兜住基本民生底线。

本报讯（通讯员 海北安委办）为进一
步加强重点行业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对企业安全生产进行有效监管，有效预防
企业安全生产事故，自大督查大整治活动
开展以来，海北州确定各级包保责任人
485 名，累计下派蹲点盯守巡查人员 784
人，巡查盯守企业 712 家次，牢牢坚守安

全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驻企工作是全州企业安全生产、消防

安全和环境保护工作的最前沿，驻企工作
组是第一道防火墙，作用举足轻重，为此，
海北州结合实际提出了“五到三能”工作举
措，即：“人到、心到、工作到、措施到、效果
到，做到有隐患能查到、查到隐患能排除、

排除隐患能彻底”，通过系列举措引导企业
夯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夯实安全生产根
基、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落实安全
生产各项举措，形成行业自律、人人参与的
安全生产良好氛围，努力使驻企蹲守人员
扑下身子、深入一线，专业指导、精准指导，
确保驻守企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平稳。

以五到三能强化安全生产

秋日海北，一片大好“丰”景

吹吹响三哨响三哨

让党旗在社区飘扬

冬季取暖大礼包冬季取暖大礼包

发放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