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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载

县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７日在门源回族自治县第十七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马玉柱

　　２０１８年,县人大常委会在县委的坚强领导

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党

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围绕

县委“一二三四五”发展思路,以改革创新的精神

依法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职权,全年共召

开主任会议１９次,召开常委会会议１０次,听取

和审议各项工作报告１６项,开展视察调研活动

４次,开展执法检查２次,全面完成了县十七届

人大三次、四次会议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

一、牢牢把握政治站位,确保人大工作正确

政治方向

一是常委会始终坚持加强新时代理论武装.

把理论学习作为必修课,利用党组中心组理论学

习、常委会会议集体学习等多种形式,把学习宣

传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作为政治机关建设的首要任务来抓,

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把握精髓要义,学深

悟透,融会贯通.常委会组成人员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用新思

想武装头脑,引领新方向,指导新实践,坚定地维

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

一领导,切实做到忠诚、干净、担当,确保党的十

九大精神入脑入心,学用结合.二是常委会始终

坚持自觉主动地接受县委的领导.常委会始终

把人大工作置于县委的领导之下,在指导思想

上、工作部署上,不折不扣地执行县委决定,贯彻

县委重大决策部署,进一步建立完善了县人大常

委会党组向县委请示报告制度,做到整体工作及

时向县委请示,重要工作及时向县委报告,阶段

工作及时向县委沟通,有效地保证了人大工作正

确的政治方向.三是常委会始终坚持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紧扣县委重大工作部署研究谋划人

大工作,围绕生态治理、脱贫攻坚、全域旅游等重

点工作,跟进立法,跟踪监督,作出决议决定,确

保县委决策部署通过人大依法行使职权得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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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和落实.

二、牢牢把握发展第一要务,全力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大局

常委会把民之所望作为履职所向,立足全

局、把握大势,认真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及时将

县委决策部署通过法定程序转化成全县人民的

共同意志.致力推动财政平稳运行.面对经济

下行压力加大,常委会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增强监督实效,听取和审议了计划、财政预算执

行、审计工作情况的汇报.提出要加快产业转型

升级、加大项目落实力度、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完

善全口径预算管理、强化审计监督,落实重大资

金使用报告制度,控制防范债务风险等意见建

议.根据新要求,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门源回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国有资产管理工

作监督管理办法»,进一步强化了我县国有资产

的监管,为全县广大人民看好门源人民的“钱袋

子”.致力推动生态门源建设.牢固树立“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专题听取和审议了

２０１７年全县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

及２０１８年环境保护目标计划安排的报告,督促

政府提升全民环保意识.抓住山水林田湖草工

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全县生

态环境保护和修复试点项目进展情况及重点工

程实施情况开展视察和审议.常委会强化刚性

监督,首次专题询问生态环保工作,常委会组成

人员与政府部门负责人“面对面”“一对一”进行

了问答,以“问题不解决不放过、群众不满意不放

过”的韧劲,亮剑环境保护监督.本次专题询问

工作进一步创新了常委会监督工作的形式,是一

次“柔性”监督向“刚性”监督转变的有益探索.

致力脱贫攻坚和农业产业化发展.常委会紧盯

全县精准脱贫目标,把助推决胜脱贫攻坚作为全

年监督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听取和审议了县

人民政府关于脱贫攻坚工作推进情况的报告,进

一步督促政府部门全力抓扶贫,整合资源配置,

增强产业扶贫效果,不断补齐脱贫攻坚短板.对

全县特色种养业情况进行了视察,从“扶持引导、

优化结构、科技应用、品牌培育”等方面提出了意

见建议,为全县经济社会加快发展提供了有力支

撑.致力支持全域旅游发展.对我县全域旅游

工作情况进行了视察,针对旅游资源保护开发不

足、旅游市场监管不力等问题,及时作出审议意

见,督促政府及相关部门加快问题整改落实,合

力促进全县全域旅游持续发展.致力于审议意

见落实工作“回头看”.对县人民政府落实２０１７

年度审议意见情况听取了汇报并进行满意度测

评,此举有效维护了人大及其常委会决议、决定

和审议意见的严肃性,并促进了“一府两院”的

工作.

三、牢牢把握主旋律,在弘扬法治构建和谐

上务实作为

常委会始终坚持宪法和法律至上,在履职监

督中与“一府一委两院”同步同轨推进民主法治

建设.扎实推进重点领域立法.常委会始终把

提高立法质量摆在核心位置,认真贯彻落实全省

立法工作会议精神,立足于解决地方特殊问题,

在制定修改完善自治县森林保护管理条例过程

中,坚持有几条写几条,立管用之法的立法新思

路,重点对门源县森林管护中遇到的特殊问题进

行规范,在省人大农牧委员会的精心指导帮助

下,重新制定了«门源回族自治县森林保护管理

条例»,获得省人大常委会审批并颁布实施,此条

例开创了全省精细化立法之先例,获得省人大常

委会好评,人民日报以“青海门源回族自治县探

路精细化立法———条数少了,管得实了”为题进

行了报道,青海人大、青海人大网、金门源等相继

宣传报道.与此同时,有序推进了«门源回族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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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县城镇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修订)和

«门源回族自治县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管理条例»

(制定)的前期调研、修改论证等工作.推进执法

检查.常委会以执法检查为抓手,推进社会管理

法治化水平.回应人民群众的期盼与关切,把握

重点、抓住关键、精准切入,把工作往老百姓身边

做,往老百姓心坎上做.响应“学有所教”要求,

紧盯“教改”不放松,组织代表访小学、进初中,看

课改、搞调研、提意见,确保«义务教育法»在全县

正确贯彻实施.响应“弱有所扶”要求,紧盯“民

生热点”不放松,听取社会救助工作汇报.对«中

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贯彻执行情况进行了

执法检查,促进了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促进法

律监督.听取了县人民法院关于依托信息化建

设,努力构建智慧法院工作情况的汇报和县人民

检察院关于控告申诉检查工作情况的汇报,及时

了解执法情况,督促“两院”不断规范司法行为,

推动落实“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

感受到公平正义”的要求.听取“七五”普法工作

进展情况,开展法律法规宣传活动,发放«人大代

表知识手册»«宪法»«门源回族自治县森林保护

管理条例»和相关法律法规宣传资料３４００余份

(册),促进了全民法治意识不断增强.认真做好

人事任免工作.常委会始终坚持党管干部与人

大依法任免原则,修改完善了常委会人事任免办

法,继续推行任前法律考试、供职发言、向宪法宣

誓、颁发任命书制度,一年来依法任免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２５人次.同时,按照干部任后监督和

履职评议计划,对包括１名副县长在内的４名政

府组成人员进行了履职评议,实现了对事对人

“双监管”,提高了任命人员的履职能力和工作水

平.高度重视社会稳定工作.把群众来信来访

作为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窗口,认真做好来信来

访的受理、交办、转办和催办工作.全年接待群

众来信来访８件４６人次.

四、牢牢把握主体作用,突出保障代表依法

履职

常委会始终坚持服务导向,突出代表主体地

位,改进代表活动方式,加强意见建议督办,支持

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一是注重代表意见建议

督办,让代表对办理结果更满意.对县十七届人

大三次、四次会议上代表提出的５２件建议、批评

和意见向县人民政府进行了交办,严格落实领导

包抓责任制,协同县政府多次召开督办协调会,

不断深化代表建议面对面答复制,建议办理工作

的效能和质量逐年提升.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了

县人民政府关于县十七届三次、四次人代会以来

的代表意见建议办理情况的汇报,并对进一步加

快办理的速度和提高办理的质量提出了明确要

求.二是注重加强代表培训,让代表作用发挥更

充分.常委会始终把代表培训作为一项基础性

工作来抓,分两期组织４８名人大代表和人大干

部赴江苏和贵州进行了培训,重点加强对人大代

表如何开展联系人民群众活动,如何处理人民群

众反映的问题,如何撰写议案和建议等内容的培

训力度,使代表掌握基本履职技能,提高自身能

力.通过培训使每一位学员接受了新理念、增长

了见识、转变了观念、扩宽了思路,进一步提高了

人大代表整体素质和依法履职能力、做好人大工

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十七届人大四次会议

上邀请全国人大代表对«宪法»修正的重大意义、

重点内容对全体县人大代表进行了集中培训.

三是注重拓宽代表履职平台,加强代表履职管

理,让代表联系群众更密切.年内常委会丰富代

表小组活动,加强代表履职管理,指导各乡镇人

大主席和机关代表组长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的活动,在开展立法调研、执法检查、调研视察活

动时,扩大代表参与活动面.去年１０月份,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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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范围内开展了“人大代表活动月”活动,活动坚

持以“人民代表人民选,选好代表为人民”的履职

宗旨为引领,开展“七个一”活动,为推动我县脱

贫攻坚、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民生事业

发展凝聚智慧,贡献人大力量.加强代表履职管

理.通过建立履职档案,开展对代表参加会议、

学习培训、视察调研、小组活动、提出议案、建议

等情况进行跟踪纪实.为巩固代表履职管理成

果,使其制度化,常委会审议通过了«门源县人大

代表履职管理办法»,这是加强我县人大代表的

一个重要指导文件,既对接了省州人大和县委的

要求,又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紧密结合我县实际,

明确履职要求,强化监督管理,促进人大代表为

党尽责,为民履职.

五、牢牢把握新时代新要求,切实加强自身

建设

常委会始终把加强自身建设摆在重要位置

改进工作作风,提升工作能力和工作水平,努力

成为全面担负起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的工

作机关,成为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代表机

关.注重学习强内功.每次常委会会议都安排

一个专题对中央、省州县委重要文件进行传达学

习,把党的十九大精神和部署要求体现到人大履

职全过程,落实到人大工作的各方面.健全制度

促规范.结合新常态、新要求,健全和完善常委

会组织制度和运行机制,修改完善常委会组成人

员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和监督办法,进一步规范

议事程序,提高议事质量和效率,不断推进常委

会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转变作风促效能.全

面贯彻落实中央、省、州县委有关文件的部署要

求,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围绕主

题开展了三次专题民主生活会,锲而不舍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努力改进调研视察、执法检查、跟踪

督办等工作程序,规范公务接待,持续推进“四

风”整治.开展精准扶贫结对帮扶、乡村振兴、美

丽乡村建设活动和共驻共建活动,不断夯实人大

工作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强化宣传扩影响.

围绕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中心工作和履职情况,开

展新闻宣传,在办好«人大信息»«公报»等内部刊

物的同时,并在«青海人大»«祁连山报»«金门源»

和门源县人大门户网等各种媒体深入宣传我县

县乡人大工作的好经验、好做法,讲好人大故事,

传播人大声音.精心指导固基础.人大工作坚

持“县乡同频共振”,常委会班子对乡镇人大实行

“一对一”工作联络指导,每个乡镇由１名常委会

领导负责联系,全程跟踪指导乡镇人大工作.将

乡镇人大工作目标管理列入全县目标责任书,加

强了监督考核.组织乡镇人大主席参加了全州

乡镇人大工作经验交流暨现场观摩会,为全面贯

彻落实这次会议精神,常委会结合近年来我县乡

镇人大工作的实践,推进乡镇人大工作创新,出

台了«县人大常委会关于进一步加强乡镇人大规

范化建设的指导意见».

各位代表,过去的一年,县人大常委会恪尽

职守,依法履职,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的成绩.这

些成绩的取得,是县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全体

代表辛勤工作的结果,是“一府一委两院”积极支

持和密切配合的结果,也是全县人民群众大力支

持的结果.在此,我谨代表县十七届人大常委

会,向大家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

常委会工作与新时代新任务新要求相比,与人大

代表、人民群众的新期盼相比,还存在一些差距

和不足,立法的精细化和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推

进,立法质量尚需进一步提高;监督刚性不足和

方式不完善的问题仍然存在,有些工作监督实效

性还不够强;代表履职管理监督需要不断强化,

服务保障能力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常委会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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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仍存在薄弱环节,人大机关的作风建设还有

待进一步加强等.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坚持

问题导向,虚心听取代表意见,自觉接受人民监

督,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加以改进.

２０１９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

青海解放７０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

之年.新的一年常委会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党

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政治建设为统领,

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起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紧扣县委“一二三

四五”的发展思路,认真依法履职,进一步增强监

督实效,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建设富裕

文明和谐美丽幸福新门源作出新贡献.

(一)紧跟新时代,更加主动地贯彻县委决策

部署.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严守政治纪律和

政治规矩,严格执行向县委请示报告制度,在县

委的坚强领导下,把抓好立法权、监督权、重大事

项决定权、人事任免权有机结合起来,自觉把体

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力贯穿于依法履职的全

过程,落实到人大工作的各个方面,推动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增强做好人大工作的责任

感、使命感、荣誉感.

(二)聚焦新目标,更加有效地加强和改进监

督工作.围绕贯彻新经济思想、推动高质量发

展,切实把宪法法律赋予的监督权用起来,综合

运用听取审议专项报告、集中视察、专题调研、专

题询问等多种形式,积极探索“审议＋评议”“检

查＋询问”“调研＋询问”等多种组合,针对事关

我县发展中的某一特定问题,尝试启动质询案,

不断增强监督实效.把监督重点放在产业强县

上,关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固定资产投资等经

济增长的驱动力,就发展计划执行和经济运行等

开展监督;把监督重点放在提升民生福祉水平

上,关注健康、教育、养老等民生热点,借全县召

开教育工作大会的东风,就我县教育工作开展视

察调研并开展专题询问,助推教育工作;把监督

重点放在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上,关注生态环保和

“山水林田湖草”命运共同体建设工作,就全县农

牧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生态修复和年度环境保

护目标完成等开展监督;把监督重点放在乡村振

兴战略实施上,关注农牧业产业结构调整、特色

种养,就全县农牧业新型产业的培育壮大情况等

开展监督;把监督的重点放在相关法律法规的贯

彻执行上,关注文化、道路、水资源管理等群众普

遍关注的问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

务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水法»进行执法检查,确保相关法律

法规在我县的正确实施;把监督的重点放在国有

资产管理和财政预算的执行上,关注财政预决算

的审查和国有资产变动情况,听取和审议预决算

执行和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强化国有资产管

理;把监督的重点放在县人民政府及各部门的依

法行政上,关注依法行政的质量和水平,开展依

法行政的成效监督,为实现依法治县目标夯实基

础.与此同时,对常委会例会提出的审议意见加

强跟踪监督,抓好落实,并加大督办力度.

(三)顺应新期待,更加有力地助推依法治县

进程.加强立法工作组织协调,推进科学立法、

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提高立法质量,以良法促进

发展、保障善治.全力以赴做好«门源回族自治

县城镇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修订)、«门源

回族自治县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管理条例»(制定)

的报批工作和«门源回族自治县自治条例»(修

改)的前期调研工作,充分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

动作用.支持行政体制改革、监察体制改革和司

法体制改革,听取和审议“一府一委两院”专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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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报告.督促“一府两院”依法行政、公正司法,

及时跟进了解监察体制改革及监察法实施情况,

为改革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进一步规范

人事任免,强化任后监督,为国家机关正常运转

提供组织保障.年内,对一名政府副县长和三名

局长依法开展任职内工作述职评议.进一步加

强和改进人大信访工作,充分发挥人大信访通达

民意、化解民忧、促进和谐的作用.

(四)强化新举措,更加充分地发挥代表主体

作用.树立“代表是职务、有职就有责、履职受监

督”理念,根据«门源回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履职管理办法(试行)»,规范代表管理,推动代

表工作深入开展.充分发挥“两室一平台”作用,

在落地见效上下功夫,拓宽代表知情明政、反映

社情民意渠道.要进一步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

履职.丰富闭会期间代表活动形式和内容,完善

落实相关制度,推动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参加

执法检查、参与专门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活动更

经常、更深入、更有效.加强代表培训工作,组织

代表赴异地培训,努力创新培训方式,不断提高

代表履职能力,不断提高代表调研视察质量,不

断提高议案建议提出水平.加强代表议案和建

议办理工作,推动代表普遍关心的重点难点问题

有效解决.

(五)践行新使命,更加全面地提升依法履职

能力.围绕建设政治机关、工作机关和代表机关

的目标任务,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树牢“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

真贯彻落实党的重大决策部署,严守政治纪律和

政治规矩,始终保持与党委的高度一致.确保党

的决策部署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落实.把思想

建设作为首要任务,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

职尽责的实际行动.深入学习宪法法律和履职

知识,提高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强化机关作风

建设,巩固巡视整改成果,扎实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学习教育活动和集中整治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严格落实“两个责任”和监督执纪“四

种形态”,坚持按制度管人、按程序办事,不断改

进工作作风,持续巩固良好政治生态,提升机关

服务保障能力.强化常委会组成人员履职管理,

着力提升科学决策能力.加强地方国家权力机

关的运行机制、议事规则和工作制度建设,着力

提升统筹推动人大工作改革创新能力.加强人

大宣传工作,在办好«人大信息»«公报»等刊物的

基础上,推动“门源人大门户网”成熟运作再上新

台阶,今年要首次创办«门源人大»杂志,继续扩

大社会影响力,不断提高人大宣传工作的质量和

效果.根据«县人大常委会关于进一步加强乡镇

人大规范化建设的指导意见»,今年６月份前,指

导乡镇完成乡镇人大规范化建设,适时召开一次

全县乡镇人大工作建设观摩交流会,总结经验,

形成共识,以推进乡镇人大规范化建设为重点,

加强协调指导,切实抓好召开会议、行使职权、主

席团工作、服务代表履职“四个规范”,促进基层

人大规范化建设,着力提升全县人大工作整体

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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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 工 作 报 告
———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６日在门源回族自治县第十七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丁国胜

　　２０１８年,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的开局之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

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也是自治县发

展历程中极不平凡、极为艰难的一年.一年来,

在州委、州政府和县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县人大、

县政协的监督支持下,县人民政府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定贯

彻新发展理念,认真践行“四个扎扎实实”重大要

求,深入实施“五四战略”,奋力推进“一优两高”,

按照州委“五个海北”和县委“一二三四五”发展

思路,真抓实干,攻坚克难,统筹推进稳增长、促

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

扎实开展百日攻坚、会战黄金季、夏秋季攻势和

“四个奔着去”大抓落实等活动,全县呈现出经济

发展止滑回暖、产业结构转型优化、生态保护更

加有力、民生福祉不断增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的良好局面.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３０４６亿

元,同比下降１０７％;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１０６７

亿元,下降３０％;完成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１００４６万元,同口径增长７６％;全体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１６３７２元,增长９４％;其中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３１４３１元、增长８３％,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１１４７４元、增长９％;实现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１０８１亿元,增长６５％.

一年来,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政治建设持续加强.我们始终坚持党

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牢牢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总

要求,坚持把政治建设作为政府系统党的建设首

要任务,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

做到“两个维护”.政府党组以上率下,推进“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把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精神、“四个扎扎实实”重大要求作为政

治必修课,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切实推动

政府系统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高政治自觉和政

治站位,维护权威、捍卫核心、对党忠诚的政治立

场更加鲜明.把抓好巡视督查整改作为检验对

党忠诚的“试金石”,自觉扛起中央环保督察、中

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国务院大督查、省委巡视

反馈问题整改落实的政治责任和主体责任,主动

认领,照单全收,举一反三,对标对表,从严从实

整改.持之以恒转变作风,坚持把转作风、强素

质、优环境作为推进工作的关键,坚持重大事项

向县委请示报告,认真执行县人大常委会决定,

积极采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意见和建议,认

真办理人大代表意见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坚

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其省州相关配套措

施,驰而不息纠正“四风”,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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僚主义问题,厉行勤俭节约.坚持问题导向,强

化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营

造了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脱贫攻坚扎实有效.我们始终坚持把

脱贫攻坚作为重大的政治责任和重要的民生工

程来抓,党政同责,强力推进,落实县级财政扶贫

资金１０２６万元,整合各类涉农资金３５７亿元,

各项扶贫措施全面落实.投入４８００万元实施村

集体经济“破零”“复壮”工程,全县１０９个行政村

村集体经济全面实现“破零”目标.光伏扶贫项

目顺利开工建设,泉口镇腰巴村、珠固乡东旭村

旅游扶贫项目顺利推进,实施了投资１１４２万元

的到户产业扶持项目.扎实做好泉口镇、东川镇

两个深度贫困镇脱贫攻坚工作,及时制定了«门

源县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三年行动计划»,投

入财政资金５３００万元实施了泉口镇后沟村、沈

家湾村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全面完成了阴田乡措

龙滩村易地扶贫搬迁任务.加大扶贫领域问题

整改力度,开展了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

治理,接受了中央巡视组脱贫攻坚专项巡视、脱

贫攻坚省际间交叉考核,在巩固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脱

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完成了１６个贫困村退出,

８８８户３０５９名贫困人口脱贫的目标任务,脱贫

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

———农牧业提质增效.我们以质量兴农、绿

色兴农为核心,以“稳粮、提草、增菜、扩特色”为

重点,加大农牧业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快农牧

业经济转型步伐,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效

推动了农牧业全面升级、农牧区全面进步、农牧

民稳步增收.共种植各类农作物５３６４万亩,多

年生中藏药材、蕨麻、甜脆豌豆、火焰蔘、羊肚菌

等各类特色农作物２０７万亩,推广种植粮油及

特色 作 物 新 品 种 ２３ 种,粮 油 良 种 化 程 度 达

９７％.以西门塔尔肉牛、浩门马、白牦牛、林麝、

冷水鱼为重点的特色养殖业持续发展,新建浩门

马养殖基地、林麝养殖基地、冷水鱼繁殖和育苗

基地各１处,白牦牛养殖基地２处,湖羊繁育场４

处.“非洲猪瘟”等动物疫情防控工作及时跟进,

保障了畜牧业健康发展.实施总投资３９３亿元

的农牧业项目３４项,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有

序推进.年内新增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牧

场８家,培育新型职业农牧民７６５人,科技示范

户５００户,培训农牧民３０００余人次.农牧区制

度改革和农村土地确权工作纵深推进,农村土地

实有承包农户核实登记工作全面完成.

———工业经济降幅收窄.我们积极应对经

济发展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凸显的不力局面,以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入推进暖商扶企措

施,加速新旧动能转换,经济转型的“阵痛”得到

有效缓解,绿色工业稳步发展,实现规上企业增

加值１６５亿元,降幅环比上年收窄３３１个百分

点,工业经济深度下滑态势得到有效遏制.园区

集聚发展能力进一步提升,金门牛牦牛肉和高原

土特产加工、中成年产３０００吨特产生物加工健

康食品、金祥蕨麻精深加工、兴隆新型保温材料

加工、弘大浓香菜籽油加工观光产业园等项目建

设步伐加快,园区入驻企业达２８家,成为构建绿

色工业体系的主阵地.煤炭去产能工作有序推

进,３家６万吨煤矿全部退出.电商发展势头迅

猛,新业态消费持续扩大,注册完成了“大美青

海花海门源”县域公共品牌,建成运营了淘宝

旗舰店、苏宁梦幻海北馆、京东门源特产馆和

官方微信商城,京东商城、苏宁易购、供销e家等

平台进驻合作,成功承办海北州创建全省电子商

务发展示范州工作总结推进会,电商全域化发展

成效明显,入驻电商企业１８家,建成运营乡村电

商服务网点８２家,全年实现电商交易额２０２１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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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产业活力增强.我们始终秉承旅

游富民理念,按照“产业围绕旅游转”的总体思

路,充分依托独特的生态旅游资源,全力推进全

域全季旅游发展进程.«门源县全域旅游发展总

体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５)»«门源县全域旅游策划方

案»获批实施,编制了总投资５６３７亿元的９６项

全域旅游三年提升项目库,使全域旅游和生态旅

游产业发展方向、目标和路径更加清晰明确,全

年完成投资９２９亿元.完成了泉口镇腰巴槽村

千亩锦绣花田乡村旅游示范基地一期、花海芬芳

浴景区玻璃平台和鱼儿山景区玻璃吊桥及１０座

旅游厕所建设项目,照壁山景区等项目稳步推

进,全域旅游发展基础得到夯实.制定了«门源

县乡村旅游(农牧家乐)质量管理体系策划方案»

«门源县农牧家乐服务管理办法»«门源县家庭宾

馆服务管理办法»,开设农牧家乐９６家,农牧家

乐正由数量型低水平向质量型特色化规范化方

向发展,整合项目资金５５６０余万元,实施了浩门

镇头塘村、仙米乡大庄村等５个乡村旅游示范点

建设百日攻坚行动,乡村旅游蓬勃发展.成功举

办了油菜花文化旅游节系列活动,协办了２０１８

青海岗什卡首届高海拔世界滑雪登山大师赛

等,文化旅游节庆活动不断做大做强.全年共接

待游客３１２４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８７５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１７％和２５％.在旅游产业

带动下,商贸、物流、服务业呈蓬勃发展态势,年

内第三产业企业主体新增９３户,占新增企业主

体总数的５３７％.

———发展后劲更加夯实.我们始终把项目

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抢抓国家“一

带一路”和全省“一优两高”战略机遇,围绕全域

旅游、产业优化、基础设施等领域,聚精会神谋项

目、抓项目、干项目,坚持不懈抓重点、补短板、强

弱项,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扎

实开展了项目生成年活动和项目建设“百日攻

坚”专项行动,不断充实和完善项目库,将６８８个

项目纳入了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库和全省“三年滚

动投资计划”,总投资规模达４３７９亿元,完成了

门源县沿河绿道、集中供热提升改造等３０个投

资５０００万元以上项目的建议书预审工作;共落

实养老示范基地、浩门镇供水管网改扩建等中央

预算内投资项目４０项,总投资规模达１９２亿

元.年内 开 复 工 各 类 项 目 １７５ 项,开 复 工 率

８６２％,其中４６个项目已完工,固定资产投资大

幅下滑趋势得到有效遏制.落实对口援建项目

４项,总资金达３６４０万元,项目投资持续发力.

总投资２１５亿元的城乡道路交通客运体系、农

村牧区生活污水治理示范县建设两个 PPP 项

目,总投资８９７亿元的全民健身服务中心及非

物质文化展演中心、祁连山“山水林田湖草”生态

修复与保护、医养结合示范基地三个 EPC项目

顺利推进,县域经济发展的后劲更加夯实.

———城乡建设统筹推进.我们始终按照城

镇规划建设向城市体制转变的要求,坚持规划先

行,着力提升城市发展水平.«门源县城市总体

规划(２０１７—２０３５)»获批实施,«门源县“多规合

一”空间规划»在全省率先通过省级专家评审,编

制完成了«门源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门源县综

合管廊专项规划(２０１７—２０３０)»«门源县乡村振

兴战略规划»和青石嘴等三镇控制性详细规划、

浩门镇疙瘩村等２１个村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开

展了“城市双修”试点和城市设计编制工作,“以

城带乡、以乡促城”的城乡发展蓝图勾勒成型.

年内共实施各类市政建设项目４２项,完成投资

４３亿元,浩门镇西关街道路等７条市政道路实

现改扩建,金色家园等老旧小区得到综合整治,

１０００套棚户区改造任务顺利完成.大力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启动了５个乡村振兴示范试点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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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项目,开展了农牧区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和

“大棚房”问题专项排查清理整治行动,完成了

１２个高原美丽乡村建设、５７５户农牧民危旧房改

造任务.超额完成“厕所革命”年度任务,获得省

级奖补资金５３３万元.实施了东川镇尕牧隆上

村通村公路、麻莲乡四村扶贫公路等交通建设项

目１８项,完成交通投资１４亿元.浩门水库全

面完成前期工作,即将开工建设,浩门镇、青石嘴

镇供水管网顺利改扩建,实施农村牧区饮水安全

巩固提升工程,人民群众的幸福感不断提升.

———生态环境持续优化.我们始终牢固树

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四个扎

扎实实”重大要求为引领,充分认识国家生态安

全的重要性,不断加大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力

度,推动绿色发展.全面整改完成中央环保督察

反馈涉及我县的７大项１４小项问题,省州督察

组提出的整改要求和县级自行排查梳理的５０项

问题已完成整改３７项.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认真开展环境执法大练兵、日常环境监察、污

染源“双随机”抽查及信访案件办理等工作,对县

域内水电站、矿山企业、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施

工现场、生物园区企业、畜禽养殖场等污染隐患

源点深入进行了监督检查,严厉打击了违法建

设、违法排污等行为.积极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

治提升工程,完成了第二次全国污染源入户普查

工作.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

意见»«门源县对损害生态环境行为实行问责的

暂行办法»等制度措施,形成了源头预防、过程控

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河(湖)长制”全面推行,１４６名河长上岗巡河,

积极开展河道“清四乱”专项行动,使河流生态环

境保护管理工作进入新阶段.积极开展了祁连

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为祁连山国家公园功

能区划建设及建立补偿机制提供了科学依据.

扎实推进投资６０６亿元的“山水林田湖草”生态

保护与修复试点项目,实施了总投资１２７亿元

的大通河河道青石嘴段治理、老虎沟园区段及入

河口段防洪、老虎沟水源地二级保护区水源地保

护等水利工程.持续抓好国土绿化提速三年行

动计划,整合１１６亿元完成国土绿化１４万亩,

实施林业有害生物防控１５万亩,落实生态公益

管护岗位１４４５个,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

双赢.

———重点改革不断深化.我们始终坚持把

全面深化改革作为厚植门源发展优势、优化营商

环境的关键一招,不折不扣落实省州重大改革部

署,不断推动深化改革向纵深推进.简政放权力

度不断加大,营商环境持续改善,５８５９项政务服

务事项全部纳入清单管理并录入政务服务系统,

“放管服”改革持续深化.全面完成了门源种马

场社会事务移交工作,并通过省级验收.在做好

州二医院接收等改革任务的同时,县公安机关警

务辅助人员改革、县城乡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改革

重组、农村物业服务试点、村级财务第三方代理

记账等重点改革任务相继落地见效,生态文明建

设指导意见及配套制度建立,研究拟订了教育事

业高质量发展“１＋N”政策文件体系,改革红利

进一步释放,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进一步激发.

———民生福祉持续增进.我们始终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惠民利民导向和共

建共享原则,从解决群众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

问题入手,统筹推进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社会

保障等各项事业,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创

造高品质生活,群众获得感、认同感和幸福指数

显著提升.全年累计投入民生事业财政资金１８

亿元,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支出的８０％.

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足额落实了各类教育保

障经费,义务教育巩固率达９６２４％,学前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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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入 园 率 和 高 中 阶 段 毛 入 学 率 分 别 达 到

９１５２％和８０６９％,职业教育办学水平不断提

升,控辍保学取得积极成效.整顿规范了学校后

勤管理秩序,提高了教育保障服务能力.总投资

５３６０万元的第一批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学校等

建设项目有序推进,新建、改扩建校舍１７４３２平

方米.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持续深化,分级诊疗制

度不断巩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不断

提升,医联体建设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有序

推进,总投资１８８亿元的州第二人民医院、县中

医院门诊综合楼等项目顺利推进,３７所村卫生

室标准化建设项目全面完工.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不断完善,文化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全县文化

产 业 实 现 销 售 收 入 ２３２８４ 万 元,同 比 增 长

６６４％.实施了全民健身中心和非物质文化展

演中心、县文化馆附属设施、青石嘴足球场等建

设项目.圆满完成环湖赛门源赛段等各项活动

工作任务,文化体育活动呈现新气象.年内城镇

新增就业６７６人,高校毕业生实现就业９０２人,

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和失业人员再就业２０２人,城

镇登记失业率为２９１％.完成劳动力技能培训

５１４５人,完成城乡劳动力转移就业３５１万人

次,实现务工收入１５６亿元.受理薪资案件４１

起,解决工资４４０万元.发放各类民生补助资金

１１亿元,代缴贫困群众各类参保金１４７万元,

报销医疗费用９４６０余万元,落实生源地助学贷

款１９２２万元、三江源及各类学生资助金１４６３５

万元.北山乡下金巴台村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

作有序推进,建成了青石嘴敬老院、县儿童福利

院、民族殡葬服务中心,开工建设了仙米乡老年

养护院、门源县养老示范基地,居家养老和代养

工作稳步推进.开展了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

象信息采集工作.

———社会大局更加和谐.我们始终坚持把

维护稳定作为推进改革发展进程的重要前提,认

真落实维护社会稳定主体责任,调动各方面力

量,凝聚合力,创新社会治理,促进社会大局和谐

稳定.不断深入推进法治门源建设,开展了“法

德大舞台”巡回演出活动,顺利通过省州“七五”

普法中期考核.强化重点人员排查管控,稳步推

进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深入推动矛盾纠纷排

查化解机制,共排查矛盾纠纷４３３件,调处成功

４２１件,调处成功率９７２％.总投资１７６万元的

平安建设基层典型培育项目———浩门镇东秀水

小区社会治安规范化建设项目顺利通过省级考

核验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水平不断提升.扎实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果断向黑恶势力亮

剑,全力配合省“３２０”专案组查办了我县涉黑

涉恶线索,坚决铲除了长期盘踞在门源的黑恶势

力,在全州率先开展政法系统整风肃纪活动.扎

实开展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十进”、民族团结宣

传月和寺院“五进”活动,足额落实宗教寺院教职

人员奖补资金,不断强化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

育.深入推进精神文明创建,强化意识形态责任

制落实,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扎实推

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我们的节日”、科技

文化卫生法律“四下乡”等活动将群众性精神文

明建设引向深入.强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开展携手共建美德乡村活动,创评“五星级文明

户”１１６３６户.稳步推进信用体系建设,形成了

覆盖全县法人单位、自然人两大公共信用信息

“基础数据库”.

各位代表,过去的一年,我们齐心协力、携手

奋进、攻坚克难,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态

势.这是州委、州政府总揽全局、统筹谋划的结

果,是县委科学决策、正确领导的结果,是人民代

表依法监督、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结果,是全县

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和社会各界鼎力支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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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代表县人民政府,向全县广大干部群众,

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离退休老领导、老同志,

向工商联和社会各界人士,向驻地武警官兵和所

有关心、支持门源改革发展稳定的同志们、朋友

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在

前进道路上还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很多困

难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现代生态农牧业产业

化水平不高,农产品附加值低,带动农牧民持续

增收的潜力没有充分挖掘.二是城乡基础设施

依然薄弱,服务功能还不完善,支撑发展的能力

有限.三是受市场需求、信贷紧缩、要素价格上

涨等多重影响,引进项目、引进资金难度加大,投

资拉动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四是政府效能建设

还需加强,个别部门服务意识不强,一些干部推

动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亟待提高.这些问题,我们

将高度重视,采取针对性措施努力加以解决.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是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

之年.今年,县人民政府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庆

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大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

及省州党代会、省委十三届五次全会、州委十二

届五次全会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

量发展,深入实施“五四战略”,奋力推进“一优两

高”,持续践行“心中有法纪,眼中有百姓”的从政

理念,按照县委“一二三四五”的发展思路,守正

创新,砥砺奋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打下

决定性基础,以优异成绩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７０周年、青海解放７０周年献礼.

今年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３％,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地区生产总值同

步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７％,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增长８％,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９％,节能降碳、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控制在省定

目标内.

实现这些目标还有大量的基础工作要做,有

大量的硬骨头要啃,有大量的不确定因素要应

对,压力不减,难度不小,需付出艰辛努力.我们

将紧扣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深刻把握新时代下

的新环境、新要求,围绕“巩固、增强、提升、畅通”

八字方针,以生态文明理念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推动县域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重点抓好

以下八个方面的工作:

一、聚焦主要矛盾,着力打好“三大攻坚战”

巩固提升脱贫成果.全力抓好中央脱贫攻

坚专项巡视问题整改,持续推进扶贫领域腐败和

作风问题专项治理,扎实做好第三方评估反馈问

题整改.大力实施扶志扶智扶技专项行动,补齐

贫困群众精神短板和能力短板,充分发挥我县农

牧民资源优势和高原冷凉气候特点,加大扶贫产

业的培育力度,拓展农牧民群众稳定增收渠道.

积极探索建立商业保险兜底模式等长效机制,防

止出现塌方式返贫现象,做到摘帽不摘政策、摘

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帮扶.扎实做好泉口镇后

沟村、沈家湾村易地扶贫搬迁和配套基础设施建

设工作,确保年内４３８户搬迁户全部完成入住,

并着重强化技能培训、产业配置、社会管理等各

项工作,使其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重点抓好

总投资３９００万元的６５个非贫困村村集体经济

“复壮”工程;依托县城投公司组建４个村集体经

济劳务队,整合大龄青年、劳务公司等参与建材

生产、垃圾无害化处理工作,以壮大村集体经济,

稳定农牧民群众增收渠道,确保彻底打赢脱贫攻

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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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始终保持高度警惕,用

好用活政策机遇,增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政治

自觉、行动自觉,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扎实落

实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着力化解经济、社会

等领域各种重大风险,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

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切实增强对金融机构的监

管,深入开展金融领域失信问题专项治理,继续

做好非法集资风险专项整治.按照“坚定、可控、

有序、适度”要求,加强政府债务规模预算和限额

管理,严格政府举债途径和资金用途,审慎处理

政府债务风险.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严守污染防治红线,

加强污染隐患源点及污染防治设施的现场监督

检查,统筹推进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综合

防治,强力推进农牧区生活垃圾、污水处理、“厕

所革命”等.引导村集体经济组织就近参与垃圾

转运、分拣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真正把垃圾处理

产业转变为壮大村集体经济、持续增加群众收入

的致富产业.引导和鼓励禁养区养殖场多元转

产,积极推动限养区养殖场向规模化、标准化、无

害化养殖方向发展.加快泉口镇、青石嘴镇生活

垃圾热解处理站建设进程,为珠固、仙米等边远

乡镇配备移动式垃圾设备,实现生活垃圾无害

化、资源化、减量化运行模式.抓好重点建设项

目、重点企业、重点区域的环境监管,深入开展环

境安全隐患排查,做好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加强

环保法律法规宣传教育,为绿色发展打牢思想

基础.

二、聚焦乡村振兴,着力推动农牧业农村牧

区发展

优化种养产业结构.坚持以草地生态畜牧

业和现代农牧业发展为主攻方向,立足消费市场

需求变化,大力发展高原现代生态农牧业,着力

在高原青稞、北方小油菜、牦牛、藏羊稳产增效、

绿色种养和品牌打造上下功夫,促进传统产业提

档升级;着力在香菇、火焰蔘、甜脆豌豆、冷水鱼

等品种培育、有机认证和规模种养上见实效,引

领特色高效农牧业发展方向;着力在浩门马、西

门塔尔肉牛、白牦牛、湖羊、林麝、马鹿、蕨麻、羊

肚菌等特色种养殖业上求突破,培育特色种养业

有市场、上规模;按照满足内需、扩大外销的思

路,着力在饲草料规模化种植和优质品牌打造上

想办法,引导饲草产业提质增效.年内力争种植

火焰蔘等新蔬菜品种３０００亩(２００公顷)以上、

食用菌５００万棒以上、湖羊基础母羊１万只、冷

水鱼育苗１００万尾以上,打造万头牦牛养殖基地

１处.加强瑞辉高原现代农业种植养殖产业园

建设,谋划打造香菇种植基地,促进新型产业培

育壮大.推动威海市宇王集团以火焰蔘为主的

农副产品加工项目早日落地,力推高原现代生态

农牧业再上新台阶.

夯实农牧业发展基础.充分借助国家强化

农牧业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机 遇,全 力 推 进 总 投 资

３３９亿元的“百里花海”现代农业产业园等２４

项农牧业发展项目建设进程,力争年内建成见

效.力争开工建设总投资１１４亿元的省级农牧

业发展切块项目、祁连山生态保护与综合治理工

程农牧业项目、“鲁青园”一期二期和冷水鱼养殖

推广项目.结合农牧业发展需要,加大对改善农

牧生产基础、产业融合发展、助农增收等方面的

项目和资金争取力度,以项目推动农牧区经济有

序发展.

提升农牧业发展水平.依托优势产业和特

色产品,重点突出示范社的培育,年内力争新培

育家庭农牧场、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５

家,创建省级家庭农牧场２家、省级和州级龙头

企业各１家、县级龙头企业２家.积极推进农畜

产品加工技术改造,鼓励发展农畜产品精深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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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延伸产业链条,提高产品附加值,逐步形成青

稞、油菜、饲草、牛羊肉、蜂产品和蕨麻等系列高

原有机产品产业链条,创建品牌效应,带动农牧

业生产走向产业化、规模化、市场化和现代化.

年内,力争培育壮大农畜产品加工企业２家以

上.依法清算大禾公司资产,彻底解决遗留问

题,确保国家扶贫资金安全,保障贫困户切身利

益.全力做好门源正大“四位一体”产业扶贫

现代农业合作示范项目建设,努力把祁连山生态

牧场打造成全州乃至全省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

典范,做大做强农牧业全产业链,拓展农牧业发

展空间、农牧民增收渠道.

三、聚焦转型升级,着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扎实推进绿色园区建设.坚持“生产力布局

向园区倾斜、产业向园区集中、要素向园区流动、

企业向园区聚集”的工业发展理念,进一步优化

园区规划布局,探索建立“僵尸”企业退出机制,

建立健全严格的园区企业管理制度,制定引进项

目的投资强度、产业技术水平、产出效益、生态环

保等控制标准,对经营不善、不符合绿色发展理

念、没有发展后劲的企业强制退出.盘活资源,

优化园区土地供给,对现有“僵尸企业”引导其以

现行土地基准价入股等形式,参股新业态,实现

新发展.坚持以加大科技投入和加速科技成果

产业化为抓手,鼓励和引导入园企业围绕产业转

型、人才引进、自主创新等环节,实施“全链条”式

科技创新,促使园区经济成为全县自主创新能力

建设主战场和创新驱动的总引擎.持续加大总

投资近４亿元的景观式园区建设、污水处理厂、

环卫设施配套等基础设施项目的汇报衔接力度,

不断增强园区承载能力和生产配套能力.在做

好园区生产运营企业服务工作的同时,力争开工

建设总投资２５６亿元的万吨秸秆生物质综合循

环利用、２０００吨青稞麦绿素系列功能食品、藏区

有机青稞产业化、沙棘精深加工等项目;力争弘

大浓香菜籽油观光产业园、中成３０００吨特产生

物健康食品项目建成投产,形成新的经济增长

点,确保全年实现总产值１５亿元以上.

做好企业服务工作.按照“培育增量、提升

质量”和“抓大不放小”的原则,在强化经济运行

分析和协调力度的基础上,把中小微企业规上培

育工作作为积蓄发展后劲、增强工业经济持续稳

定发展的重要支撑点,跟踪做好雪玉电力集团公

司“入规”培育工作.扎实推进帮企扶困措施,严

格执行县级领导包联企业机制和“一对一”服务

制度,积极引导和支持海鑫公司、海泰煤业、兴农

蜂业、华瑞藏毯等资源开发企业和传统企业加大

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力度,推进产学研用结合,增

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传统产业向高端化、

高质化、高新化发展.认真落实好国家和省委、

省政府新出台的一系列支持工业稳定增长和普

惠性减 税 降 费 政 策 措 施,有 效 降 低 实 体 经 济

成本.

推动旅游业提质升级.按照“产业围绕旅游

转、结构围绕旅游调”的总体思路,着眼旅游要素

资源整合,促进文旅、农旅、商旅深度融合.严格

按照«门源县全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２０１８—

２０２５)»,利用独特的高原自然风光和多彩的人文

环境,以及鲜明的区位优势和便捷的交通,突出

全域旅游主体功能定位,加速构建全域全季全时

旅游发展新格局.扎实做好省级全域旅游示范

区创建各项工作,持续推进照壁山景区建设,力

争年内完成一期建设任务并试运营.统筹推进

总投资２４亿元的百里花海空中花城景区、青石

嘴游客服务中心等重点旅游项目,协调推进花海

鸳鸯、浩门生态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不断提

升景区内涵和品味.把壮大乡村旅游业作为体

现旅游惠民的重要途径,大力发展旅游产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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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高效养殖、特色种植、劳务经济等丰富的乡村

旅游新业态,积极推进“森林康养小镇”“冰雪小

镇”等特色小镇建设,规范管理和运营农牧家乐、

家庭宾馆,引导和支持社会力量打造一批特色各

异、功能完善、舒适宜居的小型宾馆集群,促使乡

村旅游成为村集体经营性资产收益的主渠道和

群众脱贫致富的幸福产业.全力做好景区建设

项目争取和融资工作,填补高铁站地接服务空

白,全面完成全域旅游智慧解说系统,探索推进

“互联网＋旅游”发展模式,强化旅游宣传营销,

着力提升“大美青海花好门源”特色旅游品牌

的美誉度、知名度.不断完善旅游市场监督管理

机制,全力保障旅游安全,切实规范旅游市场秩

序.积极引进培养高素质旅游专业人才,着力加

大旅游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岗位技能培训教育

力度,不断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和水平.力争实现

旅游人次、旅游综合收入分别增长１５％和２１％

以上.

扎实推进招商引资工作.依托优势资源,不

断强化招商工作机制,创新招商引资方式,确保

招商引资项目数量、规模、落地取得新突破.重

点抓好总投资１３５亿元的６万吨奶酪及系列产

品加工基地、狮子口矿泉水等“青洽会”签约项目

落地建设,持续抓好门源县天然气综合利用、物

流园区、浩门镇西门综合市场项目招商引资工

作,尽快使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力争完成

招商引资到位资金５亿元以上.

推动电子商务发展.用足用活国家、省州财

政资金,加大仓储配送、冷链物流基础建设力度,

补齐流通领域短板,降低物流成本.充分发挥县

级电子商务综合运营公共服务中心、县电子商务

物流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继续推进电子商务平

台建设,加速构建城乡互动、县乡村互联、畅通高

效的电子商务网络体系,积极寻求跨国境销售渠

道,推动优质农特产品进入大市场、卖上好价钱,

年内力争发展从事电子商务企业１０家以上,实

现销售收入２６００万元以上.

四、聚焦保护优先,着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扎实整改生态环保问题.坚持生态优先,落

实生态报国战略,着力维护生态安全、筑牢生态

屏障,使良好的生态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落

实省州关于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的

部署,进一步巩固整改成效,严格整改要求和进

度,抓好省州反馈和自行梳理问题的整改工作.

因地制宜建立长效机制,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全面

步入法制化、制度化轨道.

加快生态文明体制建设.以国家公园示范

省建设为引领,落实重点生态功能区准入负面清

单,稳步推进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全

面落实“河湖长制”,持续推进三级河(湖)长巡

河、巡湖及督查工作,扎实实施好«关于加快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意见»,进一步筑牢国家生

态安全屏障.

做好重大生态工程建设.严格遵循“山水林

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自然法则,高质量

完成“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项目,大

力实施城区绿化能力建设、天然林和重点公益林

建设与管护、退耕环林工程、湿地保护工程、祁连

山生态保护和综合治理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组

织实施好封山育林、森林抚育、有害生物防治等,

强力推进国土绿化,全面完成人工造林２万亩

(１３３３３公顷)、封山育 林 １１ 万 亩 (７３３３３ 公

顷)、森林抚育５万亩(３３３３３公顷)的绿化任

务,不断巩固生态建设成效.

五、聚焦项目带动,着力夯实高质量发展

后劲

加大项目衔接力度.紧扣国家和省、州政策

导向和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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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优化项目库,强化省、州汇报衔接力度,推动

从“规模投资”向“有效投资”转变,力争完成固定

资产投资１１４亿元以上,彻底扭转各领域前期

项目储备不足、固定资产投资连续下滑的局面.

持续强化纳子峡灌溉工程、大通河水生态综合治

理、冰雪小镇、通用机场等重大项目的汇报衔接

工作,争取国家和省级更多资金支持.不断深化

和拓展“项目生成年”活动成果,谋深做实总投资

达２５９７亿元的老城区环境整治、城区生态修复

及绿化、花都路浩门河景观大桥等５９项中央预

算内项目前期各项工作,力争列入省州年度投资

计划,年内陆续开工建设.加快高铁站站房改扩

建项目前期工作,９月份开工建设.适时启动

“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为门源转型发展积蓄新

动能.

强化项目建设工作.落实项目“四制”和项

目台账动态管理制度,全力保障项目要素,提升

项目管理水平,力争将纳入项目动态管理台账的

总投资７７２２亿元的１３１项续建项目和总投资

１３７７亿元的４８项新建项目在４月底前全部开

复工,确保２０１８年中央预算内项目年内投资完

成率达１００％,力争２０１９年中央预算内新项目

全面开工.以创建“四好农村路”示范县为抓手,

积极做好浩克公路、曼大一级公路和扁门高速等

重点项目协调服务工作,确保顺利有序推进.跟

踪做好城乡道路交通客运体系建设,全面完成总

投资９３８１万元的麻莲乡瓜拉村至白崖沟村、青

石嘴镇白土沟村入村主干道等１５项续建项目收

尾工作,力争开工建设总投资１２１８４９万元的

７７６公里照壁山旅游公路,规范农村公路养护

考核,建立有效管护机制,确保农村公路列养率

达１００％.加快总投资１４６亿元的大通河青石

嘴段河道治理、浩门镇供水管网、阴田乡大沟脑

沟道治理等９项续建项目建设进程,力争年内建

成投用;切实做好总投资３９９亿元的浩门水库

及供水工程一期、青石嘴镇供水、人饮巩固提升

等工程前期工作,确保年内开工建设.

六、聚焦协调发展,着力推动城乡发展提质

增效

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扎实推进国家新型

城镇化综合试点和省级城市“双修”试点、综合管

廊试点工作,尽快完成城市双修规划和城市设

计,按照“先地下,后地上”的原则,持续加大城市

道路、绿化、亮化、供水供热以及旧城区改造、棚

户区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谋划争取和环境综合

整治力度,推进城市道路通畅工程,按照城市设

计新理念,着力推进浩门镇东西大街美化亮化工

作,积极打造特色鲜明的高原小城市.

夯实城乡发展基础.争取开工建设浩门镇

污水处理厂扩建、青石嘴镇和东川镇污水处理厂

建设工程,开工建设总投资６７６亿元的门源县

城热源除尘脱硫脱硝改造、老旧小区综合整治等

项目,组织实施好浩门镇慢行交通系统建设等项

目,全面完成总投资１５６亿元的浩门镇环城北

路、外环北路、华强路等５条道路整治和西关街

道路建设,完成荣浩嘉苑、５个棚户区小区基础

设施配套改造、旭红广场建设任务并交付使用.

充分发挥县城投公司融资功能,全面实行项目代

建制,吸纳社会资本实施棚户区改造,争取专项

债券实施完成１４０２套棚户区改造任务.依法依

规有序拆除违章建筑,整顿规范房地产市场秩

序,规范物业行业管理,提升城镇精细化管理水

平.着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抓好５个示范试点

村建设,推进农牧民居住条件改善工程,实施８

个以上高原美丽乡村建设和１３３户危旧房改造、

１３８５座“厕所革命”建设等项目.加快推进农村

牧区生活污水治理示范县 PPP项目,确保按进

度要求完成建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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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推进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以农牧

区环境整治三年行动为抓手,以创建文明城市、

棚户区改造、大棚房清理、生活垃圾处理、市场环

境秩序整治、交通治乱、学校周边环境治理、拆除

乱搭乱建、村庄清洁行动为载体,压实“门前三

包”责任,动员多方力量,有效整合各种资源,不

断强化各项举措,瞄准影响人居环境的突出问

题,通过城乡联动,强力推进城中村、集镇、村庄

及重点领域环境整治,使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

善,村民环境与健康意识普遍增强,管护长效机

制初步建立,生活环境干净整洁有序.

七、聚焦改革攻坚,着力打造良好营商环境

狠抓重点领域改革.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州

改革部署,不断优化提升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

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全县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

展.按期完成政府机构改革工作,继续推进行政

管理体制改革,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互

联网＋政务服务”,切实提高政府效能.跟进落

实国家和省州出台的改革举措,全面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加快推进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制、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改革进度,进一步盘活农村资

产资源,促进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加

快人头沟煤矿,瓜拉一矿、瓜拉二矿去产能后续

工作,确保去产能工作圆满收官.着力打好减

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等“组合拳”,积极推进政

银企合作,助推企业轻装上阵.全面完成农村集

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实施浩门镇经济

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积极清理拖欠民营企

业、中小企业账款.稳步推进公务用车制度、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和教育、卫生等各个领域的重大

改革,确保按节点完成改革任务.

激发经济发展活力.深化税收体制改革和

财政体制改革,积极探索推进PPP合作模式,鼓

励民间资本进入医疗、养老、教育等社会领域,激

发投资活力.深入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和电子商

务发展进程.尽快运行大部制会计集中核算机

制,全面巩固提升村级财务第三方代理记账制度

和惠农资金发放“一卡通”成果,进一步加强与对

口支援方的衔接沟通,加强经济技术合作交流,

争取落实更多对口援建资金和项目,推动对口援

建工作再发力.

八、聚焦共建共享,着力提升群众生活幸福

指数

大力发展社会事业.全面落实就业优先政

策,统筹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

点群体就业工作,规范管理公益性岗位人员.大

力促进就业创业,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实现新增

城镇就业６７０人、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３４５

万人次,力争高校毕业生总体就业率达到８７％

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３５％以内.坚持

教育优先发展,加强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工作,提

高高中阶段教育入学率,稳步提升教育教学质

量,坚持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

推进县域内义务教育由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升

级.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开工建设总投资

３５３万元的第二寄宿制初级中学、阴田乡寄宿制

小学室外附属工程,争取实施总投资１２８８万元

的门源县第三初级中学体育活动室和泉口镇、东

川镇５个村级幼儿园建设项目,控制海北第二高

级中学办学规模,积极对接上级项目,谋划建设

门源县浩门镇高级中学.整顿规范教育后勤管

理秩序,促进教育持续发展,努力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深入实施“健康门源”建设,深化医疗卫

生体制改革,全面推进医养结合新模式,探索医

疗集团化改革,抓好“三医联动改革”,不断满足

人民群众对医疗卫生的基本需求.加速推进总

投资１４５亿元的浩门镇医养结合示范基地住院

楼、藏医药传承中心、海北中心血站采供血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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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房建设项目进程,大力提升公共卫生服务能

力.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对非物质

文化和民间艺术文化的挖掘、宣传和推广工作,

努力培育具有门源地域特色、民族特色的文化产

业,力争年内培育文化产业规上企业１家、新增

法人单位２家.全面完成总投资１５４亿元的门

源县全民健身服务中心及非物质文化展演中心

建设任务,力争年内交付使用;力争开工建设华

热藏族服饰传承保护中心、回族宴席曲传承中心

和苏吉滩乡、仙米乡、珠固乡电视转播台项目,努

力弥补文化、体育基础设施短板.强化社会保

障,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社会养老和社会治理

服务体系建设,稳步推进总投资８５８６万元的门

源县养老示范基地、仙米乡大庄村健康养生中心

项目进程,争取实施浩门镇公益性骨灰安放设施

项目,不断夯实民生保障基础.开展违规使用公

租房清查专项行动,健全完善公共租赁住房动态

管理机制,健全农牧区留守儿童妇女、残疾人关

爱服务体系.

坚决维护安全稳定大局.突出民族团结进

步创建,不断巩固和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五年

再提升工作内涵,扎实开展“十进”类型示范点,

持续深入开展“五好五优”平安寺院建设活动,不

断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

尊严感、荣誉感,形成共同建设富裕文明和谐美

丽幸福新门源的精神动力和强大合力.抓好国

防动员和民兵预备役建设,开展“双拥”模范创

建,促进军民融合发展.严格落实“双普法”责任

制,努力形成全县上下齐抓共管的普法大格局.

推进法治门源建设,创新平安建设新模式,持续

做好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提升社会治理水

平,巩固平安建设成果.强化政法队伍建设,以

坚决的态度,敢于担当的作为,持续推进“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深挖彻查涉黑涉恶问题线索,彻底

扫除黑恶势力,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净化社会风

气,确保我县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全

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以高压态势推进安全隐患

排查治理和专项整治,强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

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继续保持平稳.切实加强食

品药品安全监管,保障全县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

全.加强精神文明、国防、气象、档案、妇女儿童、

残疾人、老龄等工作,促进各行各业同步协调发

展,让各族群众享有更多的“获得感”.

九、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我们将把自身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

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

领,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深入推进政府职能

转变,努力建设讲政治、敢担当、有作为、守清廉

的人民满意政府.

加强学习,持续推动思想政治建设.深入学

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扎实推

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引导党员

干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

到“两个维护”,把对党忠诚、为党尽责、为民造福

作为根本政治担当.坚持学思践悟、知行合一,

深入学习履职尽责必备知识,更好担负改革发展

重任.

依法履职,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坚持把

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贯穿于政府工作各领域、全

过程,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全面规范行政决

策机制.依法接受人大法律监督、自觉接受政协

民主监督,主动接受社会和舆论监督,认真办理

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不断加强政务公

开和信息公开,让政府工作更好体现民意、接受

群众监督.

改进作风,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宗旨

意识,站稳群众立场,把群众满意作为评判工作

的标准,把更多财力物力向民生领域倾斜.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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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抓落实作为政府工作的生命线,规范督查检查

考核,推动政风作风持续好转,促进行政服务规

范化和标准化,创设良好营商环境、提供优质便

捷服务,努力让群众对政府工作过程和结果双

满意.

廉洁从政,坚定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认真履

行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全面落实“一岗双责”,模

范遵守党章党规,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坚

持把纪律挺在前面、把规矩记在心上,坚决贯彻

“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驰而不息整治

“四风”问题.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健全权力

运行风险防控机制,加强财经检查和审计监督,

让清廉 从 政、清 正 干 事 成 为 政 府 工 作 的 鲜 明

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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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门源回族自治县第十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工 作 报 告

———在政协门源回族自治县第十六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

县政协副主席　李生彪

(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５日)

　　２０１８年,在中共门源县委的坚强领导下,在

县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县政协及其常

委会依靠和团结带领全体政协委员,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高举团结民

主大旗,围绕中心,全面履行职能,务实协商议

政,积极建言献策,凝心聚力,政协履职迈出新步

伐,政协工作展现新作为,政协事业呈现新气象.

一、坚决维护核心,突出思想政治引领

思想政治建设是党的工作的生命线,也是人

民政协工作的生命线.我们坚持把思想政治引

领作为贯穿政协工作全过程的政治任务、政治责

任、政治 担 当,旗 帜 鲜 明 讲 政 治,坚 定 不 移 跟

党走.

(一)加强政治理论学习,筑牢思想政治基

础.始终把学习作为政协工作的首要任务,制定

印发了县政协２０１８年理论中心组及机关学习计

划,通过党组理论中心组和每周机关学习会、常

委会议、专题辅导、理论研讨、参加省州培训班和

微信群线上学习等多种形式,系统学习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四个扎

扎实实”指示精神、中共十九大、宪法、党纪党规、

政协理论、政协章程以及全国、省、州“两会”精

神,并从中汲取信仰的感召、方向的指引、进取的

力量、履职的担当;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问题

导向,学懂弄通做实,参加了省州政协专题研讨,

形成系列成果,在学习中内化于心,在实践中外

化于行,形成了“以用促学、学用结合”的良好

局面.

(二)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把握正确政治方

向.始终把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作为筑牢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主轴,坚定

不移的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牢固树

立“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增进“四个认

同”,切实做到思想上讲警戒、政治上讲忠诚、组

织上讲服从、行动上讲纪律,坚决维护习近平总

书记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

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

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知行合一.

(三)维护县委全面领导,保持高度政治自

觉.始终把维护县委领导体现在政协工作的方

方面面,切实做到县委的工作部署到哪里、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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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就汇聚到哪里,县政府的工作推进到哪

里、政协的作用就发挥到哪里;围绕“唱响主旋

律、汇聚正能量、画好同心圆”的总基调,寓党的

领导于民主协商之中,通过政治协商、民主监督、

参政议政形成更加广泛、更加有效的民主,使社

会各界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理解县委的

决策意图、落实县委的决策部署,在聚焦中心、凝

心聚力、服务大局、促进发展中发出政协声音、释

放政协能量.

二、坚持凝心聚力,突出议政建言实效

我们牢牢把握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专门

协商机构的新方位新使命,致力于把党的方针政

策和县委决策部署落实下去、把社会各界的智慧

和力量凝聚起来,为全县改革发展凝聚共识、凝

聚智慧、凝聚力量.紧紧围绕县委“一二三四五”

发展思路,精心选题,精深调研,精确论证,精准

建言,做到议政建言有高度、接地气,剖析问题有

精度、有深度.

(一)多层次协商议政有力度.积极构建以

全体会议为龙头,以专题协商会为重点,以提案

办理协商会为常态的多层次协商议政新格局.

一是全会协商着眼大局,十六届三次全会,委员

们通过大会提案、发言、小组讨论等形式,围绕

“一府两院”报告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和财政预决

算报告,提出意见建议３１条.二是专题协商有

新突破.我们紧紧围绕全县工作重心和群众普

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召开主席会议、常委会议和

专题协商会议专题协商研究工作.全年共召开

常委会议３次,主席会议４次,提案办理协商２

次.围绕推动全县重点工作,主动接受县委、县

政府交办的事项,在实施全年协商计划的基础

上,适时增加开展有针对性的协商议政活动.组

织委员参加全县各类专项工作会、民主监督活

动、交流研讨会,就一些具体问题听取委员意见,

为全县改革发展建真言、出实招、谋良策、增共

识.三是提案协商有新亮点.深入承办单位创

新举办提案办理协商汇报会,提案承办单位与委

员面对面进行协商交流,督促落实提案办理,提

升办理实效.

(二)多途径民主监督有成效.通过多种途

径,推动民主监督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坚持把

民主监督作为履职的重要方面,以视察监督、提

案监督、民主评议为抓手,促进民生问题的解决

和各项决策落实.一是不断强化视察监督.组

织委员围绕“七五普法工作开展情况”“民族团结

进步创建五年再提升情况”和“精准扶贫”等内容

开展专项视察,有针对性地提出意见建议２０余

条,对了解到的困难和问题以视察报告的形式上

报县委、县政府参阅,为县委、县政府推进工作提

供了决策参考.其中,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视察报

告得到了县委批转印发.二是突出抓好提案监

督.创新提案督办方式,提升提案办理实效.采

取县政协各主席牵头督办、政协常委会专题督办

等方式,切实提高了提案办理质量和实效.至目

前,县政协十六届三次会议审立的２７件提案已

全部办理答复,办复率达到１００％.驻我县省州

政协委员在省州全委会议上围绕门源经济社会

发展共提交提案２０余件.同时,围绕如何提升

提案工作水平,完成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提案工

作的思考”的调研,上报了调研成果.三是积极

开展特邀监督.坚持“在参与中支持,在支持中

服务,在服务中监督”的原则,积极为政协委员开

展民主监督提供条件、搭建平台,选派委员参加

价格听证、政府采购、法院案件庭审、规划评审、

考核评议、国土绿化苗木采购等特邀监督活动

２０余次,参加监督活动委员达５０余人次,充分

发挥了政协民主监督的职能作用.为进一步加

强我县政协民主监督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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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更好地提高民主监督实效,完成了“关于推进

政协民主监督‘三化’建设的思考”调研,上报了

调研成果.

(三)多角度参政议政有质量.紧扣民生主

题,积极建言献策,为加快县域发展献计出力.

聚焦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群众关

切的民生热点,选取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

组织委员和相关部门开展协商讨论,研究和回应

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凝聚委员的智慧,找

到解决问题的建议和良策.围绕农牧家乐规范

化管理等课题开展了专题调研,形成了调研报

告.配合省州政协开展了“推动可再生能源清洁

供暖”“全州扶贫攻坚异地搬迁群众后续产业发

展情况”等调研视察活动５次,反映意见建议２０

余条.

三、明晰职能定位,突出服务全县大局

我们注重发挥优势,聚焦县委政府的中心工

作,凝聚各方智慧和力量,形成推动发展的强大

合力.

(一)服务中心有担当.准确把握政协工作

角色定位,主动投身经济建设主战场,坚持凝心

聚力在一线,团结统战在一线,调查研究在一线,

协商民主在一线,排忧解难在一线,全力协助县

委县政府做好精准扶贫、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全

域旅游、项目推进等工作,扎实开展“大走访、大

调研”工作,身体力行,带头落实,不打折扣.一

是承办了第六次州县政协联系会议,总结交流履

行职能的经验和做法,并就做好新时代人民政协

工作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探讨,达到了提高认

识、交流经验、推动工作、增进友谊的目的.二是

按照县级干部包抓责任制,主席会各成员认真督

导所联系乡镇抓好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落实、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社会治理等重点工作的开

展,主动承担、积极参与创城督导及年终考核活

动,全方位、常态化参与中心工作.三是围绕中

心工作,开展常委会视察调研４次,县委常委会

命题调研４次,上报调研视察成果８篇.

(二)精准扶贫倾注真情.一是党组率先垂

范抓落实.党组会议、主席会议多次研究部署扶

贫工作,领导班子经常深入联系乡镇和帮扶村走

访、调研,与乡、村两级班子座谈交流,指导项目

建设和产业发展,及时协调解决扶贫工作中的困

难和问题.二是机关干部联村帮扶出实招.机

关干部与联点的东川镇却藏村１６户贫困户开展

了结对认亲,落实各类帮扶资金２万余元.同

时,机关选派１名优秀科级干部驻村帮扶,因地

制宜、因户施策开展扶贫工作.三是发挥职能见

实效.协调落实东川镇却藏村道路硬化１９８０平

方米、修建道路涵洞３座、水泥小桥２座;协调落

实浩门镇小沙沟村投资达２５２万元的农村农网

改造项目;争取省政协协调的港澳委员爱心助学

金１７万元,帮扶我县考入大学的贫困大学生３４

名;与花园社区开展共驻共建活动,中秋期间对

“空巢老人”进行了慰问.通过各类帮扶活动的

开展,为 促 进 我 县 和 谐 稳 定 发 展 作 出 了 积 极

贡献.

(三)社会公益彰显大爱.广大政协委员围

绕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认

真履行“一岗双责”,既坚持“说得好”,更坚持“做

得实”,既做到勤建言,更做到真帮忙,一件件实

事好事体现了政协担当.在委员中涌现了一批

热心公益的楷模.县政协常委、海北恒泰公司董

事长杨勇先生,县政协委员、青海省杰邦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杰先生各捐资１０万元,

助力珠固乡东旭村旅游示范村建设;县政协常

委、西部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吉福先生捐助资

金５万元,帮扶困难群众３３户;县政协常委、西

苑回族农家美食城经理王学武先生为东川镇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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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村捐助扶贫资金１５万元;县政协委员、安贞

医院负责人从兆武先生为却藏村捐赠价值１２

万余元的办公设施,并积极组织协调北京知名专

家组,为农牧民群众开展了义诊活动.此外,马

如云、加羊云巴、马旦巴等委员都在帮扶贫困学

生、老人,他们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把扶贫帮困、

奉献爱心当作人生的高尚追求,默默无闻地为社

会、为他人做好事,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政协委员

的社会担当.

(四)团结联谊促进和谐.我们不断创新理

念、拓展内涵、丰富载体,积极推动团结联谊工作

创新发展,努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一是广泛凝

聚共识,维护和谐稳定.扎实做好新形势下的政

协民族宗教工作,推动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更好

落实.走访慰问少数民族和宗教界代表人士,鼓

励少数民族界、宗教界委员加强同少数民族群众

和信教群众联系,带动和引导他们拥护党的政

策,投身发展实践,促进社会和谐.深入信教群

众,开展了“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宗教

中国化方向的思考”调研,上报了调研成果.二

是积极宣传推介门源.发挥优势,把握时机,做

好门源的宣传和推介工作.２０１８年,来自全国

政协、山东、山西、重庆等省内外各级政协领导及

同仁来我县考察调研,县政协用心承办相关活动

１０余次,交流了工作,也宣传了门源,门源的美

名度在省内外不断提升.三是认真开展文史资

料工作.以不断提升门源“文化自信”的使命感,

积极开展县政协文史资料收集整编工作.面向

政协委员和各族各界人士收集整理文史资料１０

余篇２１万余字,文史专辑«门源民间曲艺与传

承»已编辑出版.积极配合州政协做好«红色文

化:海北印记»稿件征集工作,并报送了«旱台民

兵连»等史料稿件;根据州政协要求,深入泉口镇

腰巴槽村实地调研了回族民俗、回族美食、回族

刺绣等的挖掘、整理工作,组织相关人员及时整

理上报了资料汇编«门源回族习俗系列»«门源回

族宴席曲»等材料.县政协副主席才登同志应邀

赴海南州贵南县帮助完成了旅游专辑«最美的遇

见»编辑工作.

四、强化自身建设,持续提升履职能力水平

我们大力加强自身建设,为推动政协工作适

应新时代、实现新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注重发挥委员表率作用.坚持政协领导联

系走访委员制度.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委员培

训.依托政协委员之家平台,继续开办“政协讲

堂”三期,邀请专家和部门领导同志授课,为参训

政协委员深入全面讲授了人民政协理论专题培

训,开展了民族团结、宪法、国防等知识的专题教

育.联系兄弟县政协赴广东深圳举办了委员履

职能力提升异地培训班.通过培训,委员对人民

政协的性质定位和各项职能有了深刻理解,履职

能力有了明显提高,履职使命感和积极性得到充

分调动.

有效发挥专委会的基础作用.专委会履职

主动性不断提高,组织协调能力不断增强.调

研、视察、学习等经常性活动有序开展.创新运

行机制,推进专委会之间的联动协作,完善专委

会联系服务界别和委员的工作机制,基础作用不

断强化.社法委按照“七五”普法规划,扎实开展

普法学习和法治宣传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一致

好评,领衔完成了“七五普法工作开展情况”专题

视察;民宗委通过组织宗教界委员座谈会、领衔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专题视察等方式,充分发挥

了政协服务民生、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促进社会

和谐稳定的作用.提案委紧抓提案征集、交办、

督办各个环节,充分发挥了提案在人民政协协商

民主中的重要作用.文史委充分发挥政协文史

资料“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作用,文史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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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挖掘和体现门源历史史料的时代价值,助推

门源民间优秀文化的弘扬和传承.开展了“关于

对门源现有文物和民俗史料挖掘保护工作情况”

的调研,形成了调研报告.

扎实推进机关自身建设.致力打造“学习

型、服务型、智慧型、实干型”政协机关,健全制度

机制,严格工作程序,改进文风会风,提高工作效

率,机关政务性工作规范有序、服务周到、保障有

力.建立健全政协机关各项管理制度,完善绩效

考核实施办法,进一步提升机关工作效率和服务

水平.通过廉政谈心谈话、警示教育和学习交流

等方式,督促机关干部职工特别是领导干部严格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廉洁做事,干净做人,做

到了令行禁止,树立了政协机关良好形象.

五、履行主体责任,突出政协党的建设

县政协党组以更高的政治站位把牢党建工

作方向,以更硬的肩膀扛起从严管党治党责任,

以更实的举措加强政协党的建设,让党的旗帜在

人民政协高高飘扬.

(一)讲政治,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认真

贯彻落实全国政协和省州政协党建工作座谈会

议精神,以强化思想建设为统领、优化组织建设

为基础、完善制度建设为保障,全面推进政协党

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

律建设,使党的政治原则、政治方向、方针政策,

通过有效的组织形式渗透、落实到政协各项工作

之中;始终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以«准则»«条

例»为准绳,以巡视整改和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活动为抓手,坚持严字当头、重在预防、管

在平常,真正做到严纪在先、挺纪在前;按照“强

基础、抓管理、促履职”的要求,加强对党员委员

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建立了«党组成员联系党员

委员、党外委员,党员委员联系党外委员制度»,

充分发挥党员委员在坚持党对政协工作全面领

导中的模范引领作用,在建言资政和思想政治引

领两方面双向发力,既做到“懂政协、会协商、善

议政”,更做到“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

(二)讲责任,充分发挥党组核心作用.充分

发挥政协党组把方向、管大局、促落实的作用,坚

持重大事项向县委请示报告制度,重要工作及时

报告、重大事项及时反映、重要议题及时沟通,一

切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一切重要安排在广泛

征求意见基础上报县委审批后实施.对县委县

政府重要会议精神和各项决策部署第一时间传

达贯彻,通过党组会议、主席会议、常委会议等研

究落实意见,转化为县政协常委会履职的实际行

动.召开巡视整改民主生活会和集中整治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专题民主生活会,从实从快从严

抓好反馈问题的整改落实.针对省委巡视组反

馈的问题,配合县委组织部考察了专委会主任建

议人选,在报请县委批准推荐人选后,按照«政协

章程»及政协专委会主任任免的相关程序,经党

组会议、主席会议研究,提交政协常委会议进行

了任命;将在公务员岗位上的公益性岗位人员分

别调整到了打字、收发、文史及职工书屋管理员

岗位,明确了岗位职责.加强制度建设,制定完

善了«县政协党组工作规则»«县政协党组中心组

理论学习制度»«政协常委会工作守则»«县政协

党组民主生活会制度»«主席会议议事规则»«政

协常委会议议事规则»等规则制度,初步形成了

内容科学、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制度体系.

(三)讲担当,充分发挥党员先锋作用.持续

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切实引

导政协组织中的中共党员不忘信仰本真、不忘党

员本色、不忘公仆本分,在政治和业务上走在前

列、干在实处,在遵守党纪国法和政协章程上起

模范带头作用.突出抓好机关党建工作,积极推

动党支部建设,与联点村和社区“联创联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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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了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切实加强和改进

了党员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

各位委员,回顾过去一年的工作,我们取得

了一定的成绩,得到了县委县政府和社会各界的

充分肯定.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中共门源县委正

确领导、县人大县政府大力支持、社会各界密切

配合的结果,也是政协各参加单位、全体政协委

员团结协作、共同奋斗的结果.在此,我代表政

协门源县第十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为全县

政协事业发展付出辛勤汗水和聪明才智的广大

委员,向所有关心、支持政协工作的领导同志和

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在总结２０１８年政协工作成绩的同时,我们

清醒地看到政协工作与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

的要求相比,与组织要求和广大委员、群众的期

望相比,还存在一些差距和不足,主要是:党建统

领还需进一步加强;建言献策、助推发展的水平

和实效还需进一步提高;协商式监督机制探索还

不够深入,履职成果的转化、落实机制还不尽完

善;委员的责任意识和履职能力还需进一步增

强;联系服务委员的方式、载体还需拓展和创新;

机关自身建设还需进一步强化.对于这些问题,

我们将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研究探索,努力加以

改进.

２０１９年,县政协工作的总体思路是: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十九大

精神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

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牢牢把握新

时代人民政协新方位新使命,紧紧围绕“五四战

略”“一优两高”和“五个海北”建设目标,按照县

委“一二三四五”发展思路,在中共门源县委的坚

强领导下,坚持以党的建设为统领,聚焦中心任

务、突出团结民主,关注民生福祉.扎实履行政

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全面做好思想

引导、汇聚力量、议政建言、服务大局各项工作,

奋进新时代,展现新作为,凝聚新共识,为加快建

设富裕文明和谐美丽幸福新门源作出不懈努力.

一、坚持党的领导,忠诚履职尽责

全面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领导.坚决维护

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

集中统一领导,把做好政协工作作为树牢“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的现实检验.坚定履行

党组第一责任,将党的建设主体责任抓在手上、

扛在肩上,确保政协工作始终保持正确政治方

向.牢固确立“学习引领方向、履职贡献力量、创

新提升形象”的履职理念,构建多形式、分层次、

全覆盖、常态化的学习格局,从思想上政治上扣

好履职的第一粒扣子,守住政治底线圆心,筑牢

政治思想轴心,铸就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学习«党章»«宪法»和党纪法规,学习«政协

章程»和政协知识,做到思想上高度信赖、政治上

坚决维护、组织上自觉服从、感情上深刻认同,始

终与党同心、与党同向、与党同为.

二、聚焦中心任务,精准履职尽责

按照“高起点谋划工作、高质量调查研究、高

水平建言献策”的要求,聚焦“一二三四五”思路

要求,精准选择课题,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协商议

政,积极建言献策,为县委县政府科学决策、民主

决策提供参考.将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加强和

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作为长期政治任

务,紧紧抓住“加强”和“改进”这两个关键,努力

使习近平总书记对政协工作的新思想新论断新

要求在政协实践中落地生根,奋力开创我县政协

工作新局面.加强和改进政治协商工作.充分

发挥全委会、主席会、常委会、专委会协商平台作

用,以乡村振兴、精准脱贫为议题,开展广泛多层

次协商.加强和改进民主监督工作.对事关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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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开展专项监督,对民生领

域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和惠民政策的落实情况

进行知情性、推进性和调研性监督,促进相关工

作得以改进和加强.贯彻落实好省委办公厅、省

政府办公厅印发的«青海省党政主要领导督办政

协重点提案的暂行规定»,不断强化提案督办工

作,发挥提案监督作用.加强和改进参政议政工

作.围绕全域旅游、法治建设等社会关注的热点

难点问题,广泛开展视察调研,建立并推行县政

协主席集体视察制度,推出一批站得高、看得远、

谋得准的议政成果,提高建言议政的针对性和实

效性.加强和改进调查研究工作.建立完善调

研制度,改进调研方式方法,充分发挥社会各界

作用,聚焦问题、深度调研、联合攻关、提高实

效,使调查更加精准,研究更加深入,建议更加

管用.

三、突出团结民主,勤勉履职尽责

一是深化团结合作,凝聚发展共识.高扬团

结民主大旗,坚持以共同的事业感召人、以广泛

的协商团结人、以紧密的联系凝聚人,进一步加

强同各界别、各社会阶层、各人民团体、无党派人

士的联系与合作,做团结的黏合剂、界别的连心

桥,把更多有志之士、有识之士和新生力量团结

凝聚在县委周围.二是加强交流联谊,凝聚各方

智慧.进一步加强与上级政协、外地政协的沟通

联系、联谊交往,深化和拓展系统联动,讲好门源

故事,传播门源好声音,努力为我县追赶超越营

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使“准确定好位,履职不缺

位,工作干到位”的政协共识在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门源实践中不断得到巩固.三是加强文史

征集,凝聚文化力量.注重以文化人、以史资政,

推动门源文化遗迹保护,挖掘文化元素,擦亮文

化品牌,提升文化影响力,大力弘扬地域文化,切

实做好教育人、引导人、团结人的工作.

四、关注民生福祉,真情履职尽责

一是广开为民言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坚持“心中有法纪、眼中有百姓”的从

政理念,准确把握人民群众多方面、多样化、多变

化、多层次的需求.围绕民生问题,通过调研、协

商、视察、提案、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方式,助力

破解民生领域的热点难点问题,让新时代的发展

更加惠及全体民众.二是广献利民良策.搭建

向群众延伸、向基层延伸的协商平台,使社会各

群体中个别、分散的意见和愿望,通过协商的渠

道得到全面、系统、综合的反映,使各阶层、各界

别的利益诉求通过协商的方式得到充分的表达,

各方面、各团体的利益关系通过协商的途径得到

较好的调节,让协商于民、协商为民更具体、更务

实.三是广办惠民实事.持续关注农村困难群

众脱贫,带着真情扶贫,扑下身子做事,继续组织

广大委员扎实开展爱心慈善活动,积极开展助

学、助医、助残、助老等精准帮扶活动,努力为群

众办实事、办好事、办成事,用实干和实效为脱贫

摘帽添砖加瓦.

五、紧扣强基固本,高效履职尽责

坚持用党建工作这根“线”,通过落实«党组

成员联系党员委员、党外委员,党员委员联系党

外委员制度»,把委员和机关干部更好地凝聚在

一起,把党员委员和党外委员串联起来,拧成聚

力工作、奋发有为的一股“绳”.切实加强政协党

组建设,严格履行“一岗双责”职责,自觉把党建、

党风廉政建设、维护稳定、意识形态、法治建设等

工作与政协本职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落实.

加强政协党的建设,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

厅«关于加强新时代人民政协党的建设工作的若

干意见»、省委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人

民政协党的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精神,实现党

的组织对所有党员委员的全覆盖,党的工作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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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委员的全覆盖.加强委员队伍建设,推行委员

履职登记、一人一档、履职通报等制度措施,推动

委员主动履职、有序履职、依规履职,鼓励和支持

政协委员在本职岗位和政协工作中“双责担当、

双岗奉献”,交出一份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

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答卷.切实加强纪律作风建

设,常态化推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严格贯彻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州措施办法精神,用严格

的标准要求,用严格的措施管理,用严格的纪律

约束党员队伍,真正做到信念过硬、政治过硬、责

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着力构建敬业的工

作常态、饱满的精神状态、勤廉的机关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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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源回族自治县２０１９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２０１９年,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

县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省

委、省政府、州委、州政府各项决策部署,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新发展理

念,统筹推进“六稳”和稳增长、促改革、抓生态、

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奋力推进“一

优两高”战略、“五个海北”建设和县委发展战略

落地,克服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不减,复杂多变的

社会环境影响,凝心聚力,负重前行,扭转了近年

来门源县经济持续下行的不利局面,主要经济指

标由负转正,全县经济运行趋稳向好,呈现稳增

长良好态势.

一、综合

经州统计局核定,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３３７４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３８％,其

中第一产业完成增加值１００７亿元,同比增长

４５％;第二产业完成增加值７１１亿元,同比增

长８６％;第三产业完成增加值１６５６亿元,同比

增长１５％;三次产业结构比３０∶２１∶４９,与上

年(２９∶２０∶５１)相比,一产上升１个百分点,二

产上升１个百分点,三产下降２个百分点.人均

地区生产总值２０７８１元.

年末全县户籍人口总户数４９１８９户,户籍总

人口１６２２７１人.其中城镇户籍人口３４９９０人,

农牧业户籍人口１２７２８１人;女性７９１６１人,占总

人口的４８８％,男女性别比１０５∶１００.人口自

然增长率５５‰,人口出生率１０‰,人口死亡率

４５‰.全县有２６个民族,其中回族７８４２８人,

汉族５６５６２人,藏族１６７５３人,土族６９４７人,蒙

古族３３５７人,其他民族２２４人(撒拉族６５人,满

族２６人,壮族１９人,朝鲜族２人,东乡族４０人,

高山族３人,保安族４人,裕固族２０人,畲族１

人,苗族４人,维吾尔族４人,土家族１８人,布依

族２人,瑶族４人,黎族１人,彝族３人,羌族１

人,达斡尔族１人,侗族２人,傣族３人,哈萨克

族１人).

全年城镇新增就业９７３人.年末城镇登记

失业率为２９５％.全年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

３１９万人.

二、农业

实现农业总产值１５６９亿元,按可比价计算

(下同),同比增长４６％,完成增加值１０２９亿

元,同比增长４５％,其中种植业增加值３５９亿

元,同比增长２４％;林业增加值０２４亿元,同比

增长１３０５％;畜牧业增加值６２４亿元,同比增

长３３％;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０２２亿元,同

比增长４３％.

全年全县农作物播种面积６０７万亩,上年

同期５３６４万亩,同比增长１３２％,其中粮食作

物２６６万亩、油料作物２９９万亩、饲草料３万

亩、其他农作物１２万亩,粮油草和其他种植结

构由上年的３４∶６０∶４∶２调整４４∶４９∶５∶２.

粮食产量７７万吨,上年同期４２万吨,同

８２

门源年鉴(２０２０)



比增长８３３％;油料产量３６万吨,上年同期

３５８万吨,与同期基本持平;蔬菜产量０８６万

吨,上年同期０８４万吨,同比增长２４％.年末

全县牛存栏１０８７万头,上年同期１０６８万头,

同比增长１８％,羊存栏５８４６万只,上年同期

４３７８万只,同比增长３３５％,生猪存栏００８万

头,上年同期１９万头,同比下降９５８％,家禽

存栏０２７万只,上年同期７５７万只,同比下降

９６４％,全年全县牛羊出栏３５３５万头只,上年

同期３７５万头只,同比下降５７％,各类肉产量

０９２ 万 吨,上 年 同 期 １３６ 万 吨,同 比 下 降

３２４％,牛奶产量９３５３吨,上年同期９４７５吨,同

比下降１３％.

表１　２０１９年地区主要农畜产品产量及同比增长速度

产品名称
产量(吨)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１８年
比上年同比增长(％)

１．粮食作物 ７７１１４ ４２２７２ ８２４

小麦 ３６７６ ４８７８ －２４６

青稞 ６５０８７ ２８５７１ １２７８

马铃薯 ８３５１ ８８２３ －５３

２．油料作物 ３６０３１ ３５７９４ ０７

３．肉类总产量 ９２００ １３６００ －３２４

猪肉 ３００ ２７９９ －８９３

牛肉 ３２００ ５１７２ －３８１

羊肉 ５６００ ５４７９ ２２

其他 １００ １５０ －３３３

４．牛奶产量 ９３５３ ９４７５ －１３

５．羊毛产量 １０９６ １０２４ ７０

　　三、工业和建筑业

２０１９年,全县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年主营

业务收入达到２０００万元以上的企业)１０家,其

中采掘业１家(煤炭开采企业),制造业３家,电

力生产企业６家;与２０１８年相比,退库４家(门

源县三福粮油公司、门源县绿色农业科技开发公

司、青海浩云煤业开发有限公司、海北祁连山绿

色有机生物科技开发公司),新增２家(青海雪玉

水电开发公司、青海海泰煤业开发公司).

截至年底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

长６４％(按可比价计算,下同),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２０％.

分行业 看,采 掘 业 工 业 增 加 值 同 比 下 降

５１％,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１１％;制造业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７８％,占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的３２％;电力生产供应业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０２％,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５７％.

分轻重工业看,以煤炭采选、有色金属采选、

水电为主的重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１６％,占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９９％;以饲料生产为主的

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５２％,占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的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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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１９年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及同比增长速度

产品名称 单位
产量(吨)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１８年
比上年同比增长(％)

原煤 万吨 ２０４７ １９２５ ６３

发电量 万度 １３１６０１ １３２５３８ －０７

商品砼 万方 １４６ １９８１ －２６３

有机饲料 吨 １３３４６ ９１２９ ４６２

金矿含金量 千克 ５６３８８ ５１２０２ １０１

食用植物油 吨 ４３６ ２６５ ６４５

　　全县有５家资质以上建筑业企业,完成建筑

业总产值２０３９８万元,同比下降７６％;建筑业增

加值 ４１１１ 万 元,同 比 下 降 ３７％;增 加 值 率

为２０２％.

四、服务业

全年全县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０２２亿

元,同比增长４３％;批发零售业增加值１３１亿

元,同比增长２５％;住宿餐饮业增加值０５３亿

元,同比增长１６％;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

加值０７８亿元,增长２２％;金融业增加值０７１

亿元,增长３５％;房地产业增加值０７亿元,增

长４３％;其他服务业增加值１２３１亿元,同比增

长０９％.

全社会货物运输量１０２５万吨,同比下降

３０９％,旅 客 运 输 量 ４０２２ 万 人 次,同 比 增 长

１２５倍;货物周转量８２００万吨公里,同比增长

５９１倍,旅 客 周 转 量 ９６５４ 万 人 公 里,同 比 增

长５４２％.

全年完成邮电业营业收入８８５７万元,同比

下降８９％.移动电话用户１６２３万人,同比下

降２％.固定电话年末用户１１３万户,同比下

降２％.

五、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

全县固定资产投资５００万元以上项目及房

地产项目在库有１２２项(含房地产项目９项),其

中续建项目８９项(含房地产项目８项),新建项

目３３项(含房地产项目１项).全县固定资产投

资完成１１５４亿元,同比增长８１％;按投资类型

分:项目投资完成７５６亿元,同比增长８２％;房

地产项目完成３９８亿元,同比增长８％(其中商

品住宅投资２７６亿元,同比增长１１９％;商业营

业用房完成投资１０９亿元,同比下降３６％;其

他投资０１３亿元).按资金来源分:国家投资完

成６２６亿元,同比增长９８％;民间投资完成

５２８亿元,同比增长６２％.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完成投资７４４０万元,同

比增长４５４％;第二产业完成投资９８４１万元,同

比下降０９％;第三产业完成投资９８０９０万元,同

比下降１８％.三次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比６∶９∶８５.

分行业看(不含房地产开发投资),农林牧业

完成投资７４４０万元,同比增长４５４％;制造业完

成投资４１４万元,同比下降７７％;电力、热力、燃

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完成投资９４２７万元,同比

增长１６倍;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完成投

资３０１３６万元,同比下降２１％;文化、体育和娱乐

业完成投资４２１４万元,同比下降１１％;交通运

输、仓储和邮政业完成投资２１７４万元,同比增长

７％;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完成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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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２２万元,同比增长０６％.其他行业完成投资

２００５６万元,同比增长１８８％.

房地产累计规划商品住宅３１３２套,本年竣

工１２８套.

六、国内贸易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１１４８亿元,同比

增长６２％.其中,限额以上企业实现零售额

３６８０万元,同比增长２４３％,占全县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的３２％,限额以下企业实现零售额

１１１１亿元,同比增长５７％,占全县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的９６８％.

从批零住餐企业销售额经营看,零售业实现

销售额１０４４亿元,同比增长６２％,其中限额以

上零 售 业 实 现 销 售 额 ３２１５ 万 元,同 比 增 长

３４３％,限额以下零售业实现销售额１０１２亿

元,同比增长５５％.餐饮业实现营业额１０４亿

元,同比增长６％,其中限额以上餐饮业实现营

业额４６５万元,同比下降１７９％,限额以下餐饮

业实现营业额９９７２万元,同比增长７５％.

七、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完成全县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７７３３

元.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３３６３２

元、同比增长７％;从收入构成看:工资性收入

２６９９９元、同 比 增 长 ７８％,占 可 支 配 收 入 的

８０２％;经营净收入２００３元、下降６４％,占可支

配收入的 ６％;财产净收入 ５０５ 元、同比增长

７５％,占可支配收入的１５％;转移净收入４１２５

元、同比增长２１％,占可支配收入的１２３％.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２５１８元、同

比增长９１％;从收入构成看:工资性收入３５３５

元、同比增长３３％,占可支配收入的２８２％;经

营净收入６４４８元、同比增长１５４％,占可支配收

入的５１５％;财产净收入２５０元、下降３１８％,

占可支配收入的２％;转移净收入２２８５元、同比

增长８９％,占可支配收入的１８３％.

全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８６３万

人;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参保人数５６９２人;基

本医疗保险累计参保１４７７万人,其中城镇职工

８４７３人,城乡居民１３９２万人;失业保险参保人

数３８５５人;工伤保险参保人数７１３８人;生育保

险参保人数４９６９人.２０１９年末,全县享受城镇

最低生活保障人数３４２５人,享受农村最低生活

保障人数７２５２人.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以农村居民人

均收入为１)为２６９,比上年缩小００５.

全体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１３１３６元,比上

年增长６２％,恩格尔系数为３０％.城镇常住居

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１９０３０元,增长２７％,恩格

尔系数为２８６％;农村常住居民人均生活消费

支 出 １１２０２ 元,增 长 ７２％,恩 格 尔 系 数

为３１３％.

八、财政和金融

全县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１０５５４万元,同

比增长１５％,增收１５８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１０２０４万元,同比增长１６％,增收１５８万

元,基金收入３５０万元.

全县地方公共预算支出２６０２１０万元,同比

增长１４％,增支３２０３６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累计完成２５１６０３万元,同比增长１１８％,增

支２６５５６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５８２４万元,

同比增长１８７３％,增支３７９７万元;地方政府债

务还本支出２７８３万元.

民生支出２０３７９８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的８１％.

一般公共服务、公共安全、教育、科学技术、

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节能环保、城乡社区

事务等财政八项支出 １４８７９３万元,同比增长

６１％,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５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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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为４７０２亿元,

同比增长６９％,比上年同期增加３０３亿元;各

项贷款余额为２９２３亿元,同比增长９％,比上

年同期增加２４１亿元.

九、教育事业

全县现有学校１１９所,其中中等技术学校１

所,高级中学２所,初级中学３所,小学１２所,特

殊教育学校１所,幼儿园１００所.全年在校学生

３０６４６人,其中普通小学在校生１２００１人;普通

中学在校生１２３１６人(高中在校生４３５０人,初中

在校生６４１４人,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１５５２人);

幼儿园在园(班)幼儿６２４３人;特殊教育学校在

校生８６人.中等职业教育学校招生５０２人.

全年毕业生７９４９人,其中普通小学毕业生

２００５人;普通中学毕业生３７００人(高中毕业生

１３７２人,初中毕业生２２３５人,中等职业毕业生

９３人);特殊教育学校毕业生７人;幼儿园毕业

２２３７人.

教育经费总支出４４０８４９７万元,九年义务

教育完成率９６８７％.

十、文化旅游和卫生事业

有文化事业机构３个,文化馆１个,文物机

构１ 个;电 视 台 １ 座,电 视 人 口 综 合 覆 盖 率

１００％;县 级 国 家 综 合 档 案 馆 １ 个,馆 藏 档 案

３５９５０卷.接待省内外游客３５９８万人次、同比

增长１５％,实现旅游综合收入１００１亿元、同比

增长２１％.

年末全县各类卫生机构１５２个,有卫生技术

人员８５５人;全县卫生室１４４个,有乡村医生１７１

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２８６人;全年拨付卫生

经费４８５１７７万元,公共卫生服务经费１０４６３

万元.

十一、环境保护、应急管理

水资源环境:年降水量７０８２毫米,水资源

总量１８３３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资源量１８３３

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量１１２９２６立方米/人,用

水 总 量 ０５７９６１ 亿 立 方 米,其 中 农 业 用 水

０４６３５５立方米;工业用水０００３９亿立方米;生

活用水００６０９２亿立方米;生态用水０００５１４亿

立方米;畜牧用水００４６１亿立方米.

生态环境:人均耕地面积３８２１８亩,森林面

积３８１１万公顷,森林覆盖率３９２９％.

应急管理:全县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７

起,死亡７人,轻伤１人.其中道路交通领域发

生生产经营性事故４起,死亡４人;煤矿领域发

生生产安全事故１起,死亡１人,轻伤１人;建设

工程领域发生生产安全事故１起,死亡１人;工

商贸领域发生生产安全事故１起,死亡１人.

注解:

１GDP及各产业增加值按现价计算,同比

增长速度按２０１５年不变价计算.

２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统计口径为年主

营业务收入２０００万元及以上的工业企业.

３ 农业: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

农林牧渔业服务业.

４ 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

稳投资、稳预期.

５ 一优两高:坚持生态保护优先推动高质

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６ 五个海北:富裕海北、文明海北、和谐海

北、美丽海北、幸福海北.

资料来源:本公报中人口数据户籍人口数来

自县公安局;财政数据来自县财政局;登记失业

率、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人数和社会保障数据

来自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城乡居民收入数

据来自国家统计局门源调查队;公路客货运输

量、周转量来自县交通运输局;邮电业数据来自

县邮政局和电信、移动、联通公司;金融数据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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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门源支行;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数据来自县民政局;教育数据来自县教育局;旅

游数据、博物馆、文物管理所、体育及广播电视数

据来自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卫生数据来自县卫生

健康局;自然保护区数据、国家重点公益林管护

面积、天然林保护面积等数据来自县自然资源

局;生产安全数据来自县应急管理局;其他数据

均来自县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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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源县基本情况

　　门源回族自治县位于青海省东北部、祁连

山脉东段,东北与河西走廊中部的甘肃省天祝、

肃南、山丹县接壤,南接本省大通、互助县,西与

本州祁连、海晏县毗邻,是古丝绸之路的辅道和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是青海省的

“北大门”.县境东西长１５６２４千米,南北宽

１０３９９千米,辖区总面积６９０２２６平方千米,辖

４镇８乡１０９个行政村,省属单位有浩门农场、

门源种马场.境内山地面积占８３１％,盆地面

积占１６９％.海拔高度在２３８８~５２５４米之间

(海拔最高点是岗什卡雪峰),县府浩门镇海拔

２８６１米.

门源为古羌地,秦汉以来,月氏、匈奴、吐谷

浑、吐蕃、党项等众多民族先后游牧生息.清代

设卫,１９２９年正式建县,１９５３年门源回族自治

县成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２０１９年底,全县户

籍人口 总 户 数 ４９１８９ 户,户 籍 总 人 口 １６２２７１

人.其中城镇户籍人口３４９９０人,农牧业户籍

人口 １２７２８１ 人;女 性 ７９１６１ 人,占 总 人 口 的

４８８％,男女性别比１０５∶１００.人口自然增长

率５５‰,人口出生率１０‰,人口死亡率４５‰.

全县有 ２６ 个 民 族,其 中 回 族 ７８４２８ 人,汉 族

５６５６２人,藏族１６７５３人,土族６９４７人,蒙古族

３３５７人,其他民族２２４人.

门源是一个以农为主、农牧结合的县份,主

要有农牧、水利、动植物、旅游等资源.农牧资

源独具特色,辖区耕地总面积６０万亩,其中县

属４５万亩,农作物以油菜、青稞为主,兼有豌

豆、小麦、马铃薯、蔬菜等.青稞的蛋白、维生素

高,油菜年产量３万吨,出油率高达４０％,素有

“门源油,满街流”的美称.年产油菜花蜜１５００

多吨、花粉１８０多吨、蜂王浆２０多吨,是全省重

要的商品油料基地和藏区青稞制种基地,有“北

方小油菜故乡”之称.境内各类草场面积４５７３

万公顷,其中可利用草场４１４４万公顷(县属

３８８７万公顷),２０１９年繁活各类仔畜３８８９万

头只,出栏３１３８万头只、肉类１０８万吨,是省

州现代高效畜牧业示范基地和牛羊育肥贩运基

地.水利资源丰沛,是河湟地区和河西走廊重

要的水源涵养区和补给地,境内流域面积５０平

方千米以上的河流有３１条.黄河二级支流大

通河由西向东贯穿全境,境内流程１７６千米,流

域面积１５１３３平方千米.森林及野生动植物资

源丰 富,森 林 总 面 积 ３８２７ 万 公 顷,覆 盖 率

３９２９％,仙米国家森林公园是全省面积最大的

天然林区,仙米林场列国营林场５００强;境内野

生动物有２４６种,其中国家保护野生动物１０余

种;食用和药用野生植物品种有６２科、１６０属、

３８５种,有极大的利用价值和开发潜力.旅游资

源得天独厚,位于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

地带,是青海省旅游发展“３个廊道”战略布局中

祁连山风光带生态旅游观光廊道的核心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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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资源丰富,西部是祁连山金牧场和环湖地

区海拔最高的岗什卡雪峰,中部是 AAAA 级百

里油菜花海景区,东部是仙米国家森林公园,其

间还有卡约、辛店文化遗址,汉、唐、宋时期的多

处文物古迹和风景名胜,７４座清真寺和３座藏

传佛教寺院,形成了丰富的民俗文化和自然人

文景观.

２０１９年,门源县经济下行的不利局面基本

扭转,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回稳向好、稳中有进

的良好态势.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３３７４亿

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３８％,其中第一产

业完成增加值１００７亿元,同比增长４５％;第

二产业完成增加值７１１亿元,同比增长８６％;

第三产 业 完 成 增 加 值 １６５６ 亿 元,同 比 增 长

１５％;三 次 产 业 结 构 比３０∶２１∶４９,与 上 年

(２９∶２０∶５１)相比,一产上升１个百分点,二产

上升１个百分点,三产下降２个百分点.人均

地区生产总值２０７８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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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至１２月３１日)

１月

３日　州委统战部、州民宗委考核组一行先

后到仙米乡仙米寺、东川镇甘沟清真寺、泉口镇

西沙河清真寺开展宗教寺院社会管理工作和宗

教寺院“三比一促”活动年度考核工作.县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马维汉陪同.

４日　县纪委、监委召开集中整治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工作动员部署会.

８日　县政府组织县国土等部门负责人到

东川镇召开协调曼大公路项目征地拆迁有关事

项现场办公会.

７日　省煤监局纪检组长黄福林一行到铁

迈煤矿督导安全生产工作.县委常委、县人民政

府副县长丁国胜陪同.

９日　县委、县政府组织县总工会、县民政

局、县统战民宗、县民政局、教育局等部门负责人

到浩门镇煤窑沟清真寺、县人武部、珠固乡、浩门

镇等开展２０１９年“两节”慰问活动.

１０日　州政协主席马丽雯到青石嘴镇下吊

沟村慰问村干部.

１１日　县委宣传部召开２０１９年科技文化

卫生法律“四下乡”活动安排部署会.

１４日　县委、县法院领导到东川镇低保户、

优抚对象、困难职工家中开展２０１９年“两节”期

间慰问活动.

同日　县政府召开门源县浩门水库及供水

管网PPP项目专题研究会.

同日　门源县２０１９年科技文化卫生法律

“四下乡”活动启动仪式在东川镇碱沟村举行.

１５~１７日　县委、县政府、县政协、县委组

织部等部门组成的党政代表团,赴山东威海市

考察.

１６日　县委召开全县政法系统整风肃纪活

动汇报会.

同日　县委宣传部领导到麻莲乡包哈图村、

西滩乡宝积湾村等地慰问道德模范人物.

１７日　中央第一巡视组对青海省开展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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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坚专项巡视情况反馈视频会议在县电信公司

视频会议室召开,县委有关领导参加会议.

１８日　省发改委政研室主任孙俊山一行到

祁连山生态牧场、县电商服务中心、浩门镇头塘

村等地开展调研门源工作.县委常委、县人民政

府副县长丁国胜陪同.

２１日　县委召开２０１８年度目标责任考核

暨县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述职评议大会,县

委、县政府有关领导参加会议.

同日　县委组织全县综治维稳及“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人学习会

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暨«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

例».

同日　县委召开全县２０１８年度综治维稳暨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述职汇报会.

同日　州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陈东昌一行

来东川镇尕牧龙下村、却藏村等地开展慰问活

动;州委常委、副州长何灿一行到东川镇甘沟村、

泉口镇西沙河村等地开展慰问活动.

２２日　州政协副主席马成贵来麻莲乡瓜

拉、中麻莲、东川镇下塔龙滩、泉口镇中滩、青石

嘴镇上吊沟等清真寺开展州级领导“两节”慰问

活动.

２３日　县纪委、监委召开集中整治“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工作推进会暨州对县目标责任考

核反馈问题通报会.

同日　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陈治元一行来

北山乡大泉村开展“迎新春送春联”下乡活动.

同日　州对县目标责任考核组到县电商服

务中心、北山乡、青石嘴镇开展延伸考核工作.

２４日　门源县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

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玉柱、副主任康

秀莲、马应虎、杨建清以及委员共２１人参加会

议.会议表决通过关于接受黄继成辞去门源回

族自治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和海

北藏族自治州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

的决议;表决通过关于接受黄继成辞去门源回族

自治县县长职务的决议.

同日　县委召开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

活会集中学习会,县委有关领导参加会议.

同日　２０１９年门源县武装工作暨民兵整组

任务部署会议在县委四楼会议室召开,县委常

委、人武部政委马晓锋主持会议.

同日　中央电视台«长江之恋———长江流域

十二省市春节联欢晚会»摄制组来门源拍摄“你

从雪山走来”片段.

２９日　县政府组织发改、人社、住建、交通、

旅游、劳动监察等部门负责人召开交通道路项目

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协调会.

同日　县总工会组织的２０１９年困难职工

“两节”集中慰问活动在金源广场开展,县委、县

政府有关领导出席活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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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　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向贫困地区

建档立卡贫困户赠送电视机发放仪式在门源

举行.

３０日　北山乡举行“水清润民兴,风正好扬

帆”主题廉政书法、绘画、刺绣作品展.

同日　县州政府副州长人选殷茂文到赴阴

田乡、泉口镇调研易地搬迁项目、冷水鱼养殖基

地、县电子商务服务等工作,县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尹京辉陪同.

３１日　县委在四楼会议室召开２０１９年度

县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和中共

门源县委２０１９年度议军(议警)会议.县委、县

政府有关领导参加会议.

２月

１日　州委副书记、州长阿更登到浩门镇、

珠固乡开展两节慰问活动.县政府有关领导

陪同.

２日　县委有关领导到浩门、北山、西滩、泉

口、东川、仙米、珠固、阴田、麻莲等乡镇及交警大

队开展节前督查工作,对东川“３６５”调解室、仙米

司法所、东川交警中队进行慰问.

同日　县政府组织县经信商安局负责人到

青海海鑫矿业、县第一水厂、华东超市、鑫通运输

公司等重点企业开展节前安全生产督查工作.

１５日　县政府组织县扶贫局、泉口镇等单

位负责人召开后沟村、沈家湾村易地扶贫搬迁项

目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协调会.县委常委、县

人民政府副县长丁国胜主持会议.

１９日　门源县在金源广场举办２０１９年元

宵节迎社火系列活动.

２０日　北京中农信达公司杨延达董事长一

行到浩门镇、泉口镇调研门源青稞、油菜、牛羊肉

精深加工,高原香菇生产、冷水鱼养殖情况,就农

畜产品销售进行对接.县政府有关领导陪同.

２１日　北京中农信达公司杨延达董事长一

行到仙米乡、珠固乡调研白牦牛养殖及林下经济

发展情况.县政府有关领导陪同.

２６日　省考核组到瑞辉高原现代农业种植

示范园、荣浩佳苑棚户区改造项目、县电商务服

务中心、青海金门牛食品开发有限公司等地调研

相关工作.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丁国胜

陪同.

同日　门源县２０１８年度绩效考核述职评议

大会在县会议中心一楼大会议室召开.县委、县

政府有关领导参加会议.

２７日　纪委、监委召开２０１８年度纪委监委

班子民主生活会暨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专题民主生活会、会前学习和集中谈心谈话

活动.

同日　电影«牧民省长»编剧来门源采风.

２８日　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杨站君一行到

门源调研门源县生态环境综合整治暨“山水林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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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项目”.县政府有关领导陪同.

３月

１日　门源县政协召开十六届十次常委会

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县政协常委会两个工作报

告,确定报告人.通过召开县政协十六届四次会

议的决定(草案)、十六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议程

(草案)等内容,研究通过部分委员变更事宜,决

定增补龙涌、吉正龙为政协门源县第十六届委员

会委员.

同日　门源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

二十一次会议,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玉柱、副主

任康秀莲、马应虎、杨建清以及委员共２２人参加

会议.会议讨论通过县人大常委会２０１９年度工

作计划,讨论通过县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讨论

通过门源回族自治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五次会议相关事宜.会议依照法定程序进行人

事免职.

４日　门源县机构改革动员部署会在县会

议中心一楼大会议室召开.县有关领导参加会

议,县委副书记李洪才主持会议.

同日　门源县人居环境集中整治工作会议

在县会议中心一楼大会议室召开.县委常委、县

人民政府副县长丁国胜主持会议.

同日　县委组织相关部门督促检查全县脱

贫攻坚、人居环境集中整治及“大棚房”清理情

况.先后在各片区、青石嘴镇红山嘴、红牙合、青

石嘴等村及镇区街道督查环境卫生集中整治

情况.

５日　县委、县政府有关领导在浩门镇督查

街道道旗、广告牌设置、临时停车场设置及环境

集中整治情况.

同日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玉柱,县政协主

席李汉珠等领导及部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联

合视察门源县人居环境集中整治工作.

６日　县委召开十六届县委第五十次常委

会会议.会议通报省纪委«关于给予黄继成开除

党籍处分的决定»(青纪〔２０１９〕２９号)和省监委

«关于给予黄继成撤职处分的决定»(青监〔２０１９〕

１２号);会议研究县委办公室«关于召开县委十

六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等“三会”的建议时间»

«关于县委十六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的建议议

程和日程»、县委十六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上

的县委常委会工作报告(讨论稿)和书记的讲话

(讨论稿)等议题.县有关领导及相关部门负责

人列席相关议题.

７日　门源县召开中央巡视组脱贫攻坚专

项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暨门源

县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２０１９年第一次会议.

县委、县政府有关领导参加会议.

同日　省政府副省长田锦尘一行调研大通

河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试点项目、祁连山国家公

园体制试点推进及相关地区野生动物保护情况.

县委、县政府有关领导陪同.

同日　门源县总工会召开庆“三八”女职工

慰问及座谈会.

８日　省残联吴彦俭副理事长一行到门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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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残疾儿童人工耳窝手术筛查及成人助听器

验装活动,之后开展残疾儿童术后回访慰问活

动.县政府有关领导陪同.

１３日　门源县城总体“城市设计”初步方案

汇报会 在 县 会 议 中 心 召 开,县 有 关 领 导 参 加

会议.

同日　门源县政协举行文史专辑«门源民间

曲艺与传承»发行赠书仪式.县政府各部门、各

乡镇负责人参加发行仪式.会议介绍«门源民间

曲艺与传承»编撰经过.«门源民间曲艺与传承»

经征编委员会精心组织、深入挖掘、搜集整理后

得以定稿成册.书中描述门源民间曲艺以及各

级传承人相关情况,是一部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民

间曲艺史料.

１４~１５日　县委十六届六次全体(扩大)会

议在县会议中心一楼大会议室召开.县委、县政

府有关领导参加会议.

１８日　县政府召集县发展和改革局、县国

土资源局、县环境保护和林业局、县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泉口镇、援建办等部门主要负责人召开

鲁青园二期———门源县旱台村高原美丽乡村建

设项目推进会.

同日　县委召开第三片区 A区人居环境卫

生整治工作动员部署会.

２０日　州扶贫开发局局长王兴辉到门源县

青石嘴镇督导脱贫攻坚工作.县委常委、青石嘴

镇党委书记冯生禄陪同.

同日　县委召集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城

管大队、农商银行、气象社区单位相关负责人安

排部署第三片区B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同日　县委宣传部、县扶贫开发局、县电视

台负责人审核门源县脱贫攻坚专题片.

同日　县政府组织县经信商务和安全生产

监管局、海北山东生物园区负责人到海北山

东生物园区督导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２１~２２日　省贫困县退出专项评估检查组

一行到门源开展专项评估检查工作.县委、县政

府有关领导陪同.

２５日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蒙永山一行调

研门源县检察工作,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李

洪才陪同.

２５~２７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门源回

族自治县第十六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浩门镇

召开.会议听取并审议批准李生彪副主席代表

政协门源回族自治县第十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所作的工作报告和才登副主席所作的政协门

源回族自治县第十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第三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和

讨论丁国胜副县长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法院、

检察院的报告.

２５~２８日　门源县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五次会议召开.会议听取和审议县人民政府工

作报告;听取和审议县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听

取和审议县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县人

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２０１７年国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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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８年计划草案

的报告;审查批准门源县２０１７年财政预算执行

和２０１８年财政预算的报告;选举产生第十七届

人大常委会委员;表决通过县十七届人大专门委

员会主任委员人选;通过关于«门源回族自治县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管理条例»决议.

２６日　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司文轩一行来

北山乡三锅岔、西滩乡老龙湾、泉口镇俄博沟等

地督查县乡水源地保护区划分规范化建设和环

境整治情况.县政府有关领导陪同.

２６~２７日　州政府副州长刘宝春来浩门、

泉口等乡镇开展“大棚房”问题清理整治工作,并

调研全县重点农牧业产业发展情况.县政府有

关领导陪同.

２７日　县委召开门源县机构改革新任职干

部集中约谈会.

同日　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县应急管

理局、县自然资源局举行成立揭牌仪式.

同日　省统计局副局长、省经普办主任陈伟

一行来中元农贸发展有限公司、华瑞藏毯洗毛加

工厂等督查企业发展、生产情况.县政府有关领

导陪同.

２８日　省委巡视组反馈大禾公司相关问题

整改不力约谈县人民法院院长韩忠明,县人民检

察院院长孙金林,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华卡才让、

坎本才让,县扶贫开发局局长杨春旺.

２９日　全州政法工作视频会议在县会议中

心二楼政法会议室召开.

４月

２日　县委、县政府有关领导陪同省委巡视

组督查中央和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落实情况.

同日　中国社区卫生协会副会长王国敬同

志一行来门源县中医院调研医疗服务工作开展

情况,之后赴西滩乡卫生院、边麻掌村卫生室、纳

隆村卫生室调研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开展

情况.

同日　州政府副州长杜萍一行来江源驾驶

员培训学校、门源县友邦劳务派遣有限公司调研

劳务输出及职业培训情况,之后赴东川镇调研劳

务输出及就业扶贫工作情况,并召开座谈会.

同日　县委统战部召集县民宗局、县公安

局、县自然资源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部门

负责人召开整治全县非法宗教活动点协调沟通

会议,征求方案意见建议.

３日　县委在县会议中心召开四川资中

青海门源战略合作座谈会.

同日　四川省资中县委书记曾廷富一行先

后到瑞辉产业园、祁连山生态牧场、皇城老牧人

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县电商服务中心等地开

展考察调研工作;州政府副州长杜萍一行来门源

县正志法律服务所、门源县创业孵化基地、门源

县百里花海蜂业有限公司调研就业创业情况.

同日　黄南州尖扎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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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春一行调研门源县乡人大工作.

同日　门源县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二

十二次会议,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玉柱等领导及

委员共２１人参加会议.会议依照法定程序进行

人事免职.

４日　州政府副州长李宏绪一行到铁迈煤

矿、青石嘴镇加油站、生物园区生态园物流服务

有限公司等地开展大走访、大调研活动及督导经

济运行情况.县政府有关领导陪同.

同日　山东省威海市委书记王鲁明一行来

门源调研援青项目建设情况.县委副书记朱林、

葛平修,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丁国胜

陪同.

８日　县委纪委、监委召开第十六届纪委第

四十五次常委会(第一届监委二十二次委务会会

议).

同日　省交通厅副厅长阿明仁一行到阴田

乡现场调研措龙滩村易地扶贫搬迁配套道路建

设情况.县政府领导陪同.

９日　县委召开县“大棚房”清理整治书记

专题会.县委、县政府有关领导参加会议.

同日　门源县召开国家林草局调研门源草

原资源保护与生态建设工作座谈会,之后州政府

刘宝春副州长到麻莲乡查看全州国土绿化动员

大会会场布置情况.县政府有关领导参加.

同日　县政府召开全县迎接全省易地扶贫

搬迁事中事后监管巡查安排部署工作会议.

１０日　县委组织有关单位负责人先后到浩

门镇南关、北关、西关、团结等村及皇城乡东滩村

督导人居环境整治、基层党建、村集体经济发展

等工作进展情况.

１１日　国家农业农村部耕地质量中心副处

长闫东浩同志一行来门源种马场、青石嘴镇、浩

门镇等地检查“大棚房”问题清理整治工作开展

情况.

１２日　县委召开十六届县委第五十三次常

委会会议.会议听取４６次至５２次常委会安排

事项贯彻落实情况通报;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

作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印发‹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责任制

规定›的通知›»和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

集体学习时的讲话等文件精神.研究审议«关于

县委常委工作分工的请示»«关于县政府县长、副

县长工作分工的请示»«关于门源县人大常委会

工作计划的请示»等议题.

同日　县政府召开祁连山“山水林田湖草”

项目工作推进会.

同日　门源县政协召开十六届四次会议提

案交办会.会议通报十六届四次会议委员提案

立案情况.经整理内容相同合并立案的８件,转

为意见建议的３０件,立案的２２件.会上向县政

府进行提交并签订提案办理责任书.

同日　国家农业农村部耕地质量中心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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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闫东浩一行先后到门源县泉口镇、东川镇、阴

田乡等地检查“大棚房”问题清理整治工作开展

情况.县 委 常 委、县 人 民 政 府 副 县 长 丁 国 胜

陪同.

１５日　州政协副主席马成贵一行来泉口镇

腰巴槽清真寺、东川镇下塔龙滩清真寺调研宗教

寺院管理法制化水平情况.

同日　州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齐震一行来

门源就新时代宣传思想重点工作进行检查调研.

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玉清陪同.

同日　省扶贫开发局规划财务处处长秋立

朝一行到门源县泉口镇、东川镇、珠固乡调研脱

贫攻坚工作.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丁国

胜陪同.

同日　州民政局局长常林一行,到门源县敬

老院、儿童福利院开展、民族殡仪馆、养老示范基

地、青石嘴敬老院、民政服务大厅、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社会救助经办中心开展“大走访、大排查、

大调研”活动.

１６日　县委组织有关部门负责人先后到北

山、西滩、泉口、麻莲等乡镇督导人居环境整治、

国土绿化、村集体经济“破零”“复壮”等工作开展

情况.

同日　州委常委、州政府常务副州长何灿到

麻莲、阴田、泉口等乡镇现场督导“山水林田湖

草”项目造林绿化工作.

１７日　青海民族大学立法调研组来门源县

调研立法工作并召开座谈会,之后立法调研组到

浩门镇头塘村调研乡村旅游示范点建设情况及

马堂沟无主砂石料场治理情况.

同日　省民政局工作组来门源县调研居家

养老服务和社会救助服务情况,并到县电子商务

公共服务中心调研电商产业发展情况,到圆山观

花台调研旅游景区开发建设情况.

１８日　县委宣传部组织文体旅游广电局、

团县委、县电视台等单位负责人研究策划歌曲

«我和我的祖国»快闪 MV活动.

同日　山东省威海市发改委副主任张涛一

行来门源考察调研,县委副书记葛平修,县委常

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丁国胜陪同.

２２日　县委有关领导到青石嘴镇、阴田乡

实地察看“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试点

项目绿化造林和义务植树推进情况.

同日　门源县“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事中

事后省级巡查工作汇报会在会议中心召开.省

住建厅副巡视员梁周团一行查阅档案资料之后

到麻莲乡等地督查易地扶贫搬迁工作.

同日　海北州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工作

汇报会召开.省自然资源专职副总督察杨站君,

州委常委、州政府常务副州长何灿一行到扎麻图

砂金矿、大红沟砂金矿督查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

理情况.县政府有关领导陪同.

２３日　县政府组织县发改、住建部门负责

人督查全民健身中心和非物质文化展演中心、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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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嘉苑小区、门源县法院审判综合业务用房、门

源县养老示范基地建设项目、门源县后沟、沈家

湾村易地扶贫搬迁等项目建设情况.

２４日　门源县人大召开“乡镇人大建设年”

活动动员部署会,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玉柱等领

导参加会议.会议学习传达«省、州人大常委会

“乡镇人大建设年”活动实施方案»相关文件精

神,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玉柱与１２个乡镇人大

主席签订«乡镇人大建设年活动目标责任书».

同日　门源县人大常委会召开十七届人大

五次意见建议交办会,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主

要领导及各承办单位主要负责人、各乡镇人大主

席及人大干部参加会议.会议通报县十七届人

大五次会议代表建议、意见汇总情况,将县十七

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提出的６７件建议意见转交

县人民政府办理.并与县人民政府签订代表建

议办理责任书.

同日　县政府领导陪同省自然资源厅调研

组一行赴一棵树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情况.

２５日　县委召集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浩门

镇、创城办相关负责人到浩门镇第三片区现场察

看督导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２８日　门源县人大常委会组成执法检查

组,对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情况进行执法检查.检查组先后前往青石嘴

铁迈治安检查站、门源县连源机动车综合性能检

测站、门源县江源驾校、门源县交警大队、车管

所、门源县交通运输局、门源县县鑫通公司、门源

县汽车站,通过实地察看、查阅资料、听取汇报、

走访群众、召开座谈会等方法进行检查.

同日　州委常委州政府常务副州长何灿到

珠固乡、浩门镇现场督查指导“山水林田湖草”项

目无主矿山治理,白水河、头塘沟支流环境整治

与生态功能提升工程建设,浩门镇古城湿地保护

工作.

同日　州委常委、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州委

统战部部长李君祥及州统战民宗部门主要负责

人一行到珠固寺、仙米寺、南关清真寺开展寺院

管理工作情况调研.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马维

汉陪同.

２９日　县委统战部、县民宗局举办２０１９年

度朝觐人员培训班开班仪式.

３０日　县政府组织县发改局、住建局等部

门负责同志赴全民健身中心、非物质文化展演中

心、门源县养老示范基地、龙庭华府、康乐东路、

旭红商贸城、南苑小区和御馨花都 A 区、D区等

地实地督查项目建设情况.

５月

５日　县政府组织县发改局、自然资源局、

农牧水利和科技局、文体旅游广电局等部门负责

人实地查看空中花城景区建设事宜,之后查看浩

伟砂石料场开采事宜.

同日　全县生态环境整治专题会议召开,县

委、县政府有关领导参加会议.

６~７日　州政府副州长徐永功一行到青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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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镇、麻莲乡、阴田乡督查国土绿化工作情况,到

珠固乡寺沟、初麻院督查无主矿山治理情况.

７日　县政府组织浩门镇负责人赴煤窑沟

村、疙瘩村督查人居环境整治情况及“厕所革命”

建设推进情况,并慰问贫困户.

８日　县委有关领导到浩门、麻莲、阴田、东

川、泉口、西滩等乡镇检查大通河流域开展河长

自主巡河情况,并督促检查“山水林田湖草”生态

保护与修复试点项目绿化工程进展情况,以及人

居环境整治情况及脱贫攻坚反馈问题整改推进

情况.

同日　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任志毅率督查

组来门源县督查“乡镇人大建设年”活动开展情

况.督查组先后到八个乡镇,实地察看乡镇人大

阵地建设、“两室一平台”建设情况,翻阅档案资

料,并与乡镇人大主席座谈交流“乡镇人大建设

年”活动进展情况及存在的问题,与县人大常委

会领导共同探讨推进活动的举措.

９日　威海市发改委副主任张涛一行到泉

口镇冷水鱼养殖基地、鲁青园一期、二期、蔬菜大

棚考察项目建设情况,之后赴县城投公司、电子

商务服 务 中 心、华 东 超 市 对 接 考 察 产 品 销 售

情况.

同日　县委政法工作会议在县会议中心召

开.县委、县政府有关领导参加会议.

１０日　县委组织县自然资源局、县工业商

务和信息化局、县发展和改革局、县财政局、青石

嘴镇、城投公司相关负责人员召开有关项目协

调会.

同日　县委、纪委、监委、组织部领导参加门

源县新任科级领导干部任前集体约谈会.

１３日　县委召集县发展和改革局、县工业

商务和信息化局、县财政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城投公司等部门负责人在会议中心召开部分

重点项目推进会.

同日　省安委会调研组来浩门镇、县交通运

输局开展调研工作.

同日　县政府召开门源县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就

业补助资金审计工作部门协调会.

１４日　县纪委、监委召开纪委监委机关“扫

黑除恶”执纪监督问责工作专题会议.

１５日　门源县政协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县

政协十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２０１９年工作要

点;审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门源回族自

治县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沙生贵等７名

同志辞去委员职务请求的决定(草案);审议通过

政治协商会议门源回族自治县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增补和调整委员的决定(草案).

１６日　中共门源县委十六届委员会第五十

四次常委会议召开.会议听取第５３次常委会议

安排事项贯彻落实情况通报、«关于全省“乡镇人

大建设年”活动会议精神和门源县贯彻落实省州

“乡镇人大建设年”活动安排部署情况的报告»

«关于上报２０１８年度全县科级领导班子和科级

干部目标责任考核情况的报告»等事项;会议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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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学习«关于做好退役军人信访工作的意见»«关

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关于脱

贫攻坚专项巡视整改进展情况的通报»等文件精

神.会议研究关于«县政协常委会２０１９年工作

要点»«十六届县委第五轮政治巡察工作方案的

请示»«门源县贯彻落实州扫黑办“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督导反馈意见整改方案的请示»等议题.

同日　县政府召开全县２０１９年普通高校招

生考试安全工作会议.

１７日　县委组织有关部门召开«在那遥远

的地方»拍摄事宜交流座谈会.

同日　省财政厅副厅长蔡强一行到青石嘴

镇白土沟村调研山水林田湖项目进展情况、赴苏

吉滩乡苏吉湾村调研祁连山生态牧场建设情况、

赴仙米乡大庄村调研仙米健康养生基地建设

情况.

２１日　省军区工作组赴东川镇香卡村调研

检查脱贫攻坚工作.县政府有关领导陪同.

２２日　县委、县政府领导到岗什卡雪峰查

看青海岗什卡第二届高海拔世界滑雪登山大

师赛暨北京冬奥会倒计时１０００天嘉年华活动筹

备情况.

２３日　县委、县纪委、监委、县政府有关领

导在岗什卡雪峰参加青海岗什卡第二届高海

拔世界滑雪登山大师赛暨北京冬奥会倒计时

１０００天嘉年华活动.

同日　县委召开十六届县委第五十五次常

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

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 央 政 治 局 第 十 四 次 集 体 学 习 时 的 讲 话»

«习近平总书记在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

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件精神.会议研究«关于

门源县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具体措施的

请示»«关于终止门源县农牧区生活污水治理示

范县建设PPP项目合作有关事宜的报告»«关于

更改工 青 妇 党 组 为 工 会 妇 联 党 组 的 请 示»等

议题.

同日　国家自然资源西北督查局副专员唐

正国同志一行来青石嘴镇督查浩门农场增减挂

项目实施情况.县政府有关领导陪同.

２４日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书记葛文

平一行来荣浩佳苑调研棚户区改造项目进展情

况,赴泉口镇后沟村、沈家湾村易地扶贫搬迁项

目现场调研易地扶贫搬迁项目进展情况.县委

副书记、代县长马晓峰等同志陪同.

２７日　门源县干部警示教育大会在县会议

中心召开.县委、县政府有关领导参加会议.

同日　县委召集县发展和改革局、县财政

局、县自然资源局、县生态环境局、县交通运输

局、县农牧水利和科技局等部门负责人召开重大

交通项目协调会.县委副书记、县政府代县长马

晓峰参加会议.

２８日　县政协党组对新任政协委员和界别

调整委员开展集中培训及集体谈话活动.会议

就«关于支持政协委员履职工作的通知»«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政协青海省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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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职守则»«政协青海省委员会委员履职工作规

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青海省委员会专门

委员会通则»等方面的内容对新任及调整委员进

行解读辅导.

同日　县委十六届第五十六次常委会会议

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王建军同志在省委党校中

青年干部学员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文件精神;

会议审定«关于提请马晓峰同志为县政府党组成

员、书记的请示»«关于对县城投公司松树南沟金

矿西矿区废渣再利用有关事宜的请示».

２８~２９日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玉柱等领

导带领县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对全县中小学去行

政化工作和后勤管理工作进行视察.调研组一

行先后到西滩乡寄宿制小学、泉口镇寄宿制小

学、东川镇寄宿制小学、仙米乡寄宿制小学、珠固

乡寄宿制小学、青石嘴镇寄宿制小学、海北州第

二高级中学、县寄宿制小学等学校,并在县教育

局召开汇报会,详细了解全县中小学去行政化工

作和后勤管理工作.

２９日　县委组织县委政法委(县扫黑办)、

县委督查室、县纪委、县法院、县检察院、县公安

局负责人先后赴门源马场、青石嘴超限运输车辆

监控检测站、青石嘴镇督促检查“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工作开展情况.

同日　县委宣传部召集文体旅游广电局、县

电视台等单位负责人审核«我和我的祖国»快

闪 MV.

３０日　县委宣传、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组织人员督查县新华书店、启智书

城、三联书城等书店非法出版物查堵工作.

同日　县委、县政府开展开斋节前慰问活

动.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马晓峰等领导到浩门镇

南关清真寺、阴田乡草达坂清真寺、阴田乡上阴

田村清真寺开展２０１９年开斋节慰问活动,之后

赴阴田乡政府调研工作.

同日　县委宣传部与中央电视台和青海广

播电视台记者协调«丝绸之路青海道纪录片»拍

摄事宜.

６月

１０日　县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二十三

次会议.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玉柱,副主任康秀

莲、杨建清和委员共２２人出席会议.县监察委

员会主任司福章,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丁国胜,县

人民法院院长韩忠明,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孙金

林,浩门镇、麻莲乡人大主席应邀出席会议.会

议依法进行人事任免.新任命人员马晓峰、马福

元、郭晨同志代表新任命人员作表态发言,并举

行宪法宣誓仪式.

同日　县委宣传部同青海广播电视台记者

协调州委、州政府联合青海广播电视台共同策划

推出的«高地海北»大型电视民生新闻行动门源

县拍摄事宜.

１１日　州政府副州长杜萍一行来海北第二

高级中学、县第二寄宿制小学等检查大班额、控

辍保学等工作.

同日　州政府副州长李宏绪一行来青石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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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商贸城查看燃煤锅炉拆除情况及青石嘴集

中供热项目建设情况,之后赴应急管理局、市场

监督管理局督查安全生产工作.县政府有关领

导陪同.

同日　州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陈东昌来门

源县青石嘴镇查看山水林田湖项目进展情况并

调研青石嘴村脱贫攻坚工作.县委副书记、县政

府代县长马晓峰陪同.

１１~１３日　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农牧委员会

副主任王海一行到门源县对制定«门源回族自治

县饮用水水源区管理条例»进行立法调研.

１２日　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汤宛峰来青石嘴

镇、浩门镇查看“山水林田湖草”项目进展情况.

１３日　中央“扫黑除恶”第１８督导组第４

下沉组来门源县督查相关工作.县委副书记、县

政府代县长马晓峰等领导陪同.

同日　县委宣传部与西海都市报驻海北记

者站站长对接首届全国百家旅行社大咖青海文

化旅游产品采购交流会事宜.

同日　中粮饲料总经理唐宏助理一行来青

石嘴、浩门、北山、泉口等乡镇调研门源县饲草产

业发展、特色农牧业发展、冷水鱼养殖等情况,之

后参加门源县农牧业工作座谈会.

１４日　州政府副州长耿涛来浩门镇慰问贫

困户,之后赴泉口镇检查鲁青园一期项目建设

情况.

１７日　县委宣传部同文体旅游广电局、县

电视台负责人审核门源县旅游宣传片.

１８日　县委副书记、县政府代县长马晓峰

等领导参加«门源县城总体城市设计»«门源县城

市双修总体规划»省州县三级联审会议.

同日　省残联理事长曹晓同志、州残联理事

长杜公却一行来青石嘴镇、北山乡慰问残疾人.

２０日　省人事厅调研组人员赴门源县督查

全国就业扶贫工作现场推进会筹备情况.

同日　县政府召开全县第二季度项目投资

及“厕所革命”建设推进会议.

２１日　县委统战部领导到青海祁连山酒业

有限公司、青海金门牛食品开发有限公司等地检

查指导迎接全国工商联调研组调研工作有关

事宜.

同日　县政府领导到青石嘴镇、苏吉滩乡督

查“厕所革命”建设情况.

同日　“青洽会”威海代表团一行来浩门镇

头塘村、泉口镇蔬菜大棚、冷水鱼繁殖基地、电子

商务服务中心等地考察.县委、县政府有关领导

陪同.

２４日　县政府在县会议中心召开门源县扶

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２０１９第三次会议.县委副

书记、县 人 民 政 府 代 县 长 马 晓 峰 等 领 导 参 加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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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　全国工商联调研组一行来门源开展

民营企业开展调研活动;省政府督查室副主任李

玉胜一行来聚阳沟、仙米卫生院、污水处理厂、山

水林田湖草及光伏扶贫项目点督查项目建设情

况;省粮食局副局长张柴斌一行,调研门源县军

粮供应站军民融合军粮供应工程项目前期工作

开展情况;省人大民侨外委、省民委调研组调研

门源县贯彻落实«民族区域法»情况座谈会.

２５日　县委宣传部负责人同新华网政务事

业部总监朱晓雯、县文体旅游广电局负责同志对

接２０１９青海门源油菜花文化旅游节暨首届中

国祁连山风筝节及“瞰见门源”首届无人机航拍

大赛直播事宜.

２６日　县委领导到浩门镇政府及二道崖湾

村、煤窑沟村督导脱贫攻坚工作及贫困县摘帽国

家抽检工作推进情况.

同日　副州长李宏绪到青石嘴镇、苏吉滩乡、

北山乡、浩门农场、门源种马场查看受灾情况,并

到海鑫公司督查矿山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县委副

书记、县人民政府代县长马晓峰同志陪同.

同日　门源县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二

十四次会议.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玉柱,副主任

康秀莲、杨建清和委员共１８人出席会议.县监

察委员会、县人民政府、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

院主要领导和阴田、苏吉滩乡人大主席应邀出席

会议,会议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玉柱主持.会

议学习«张光荣同志在全省人大系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人大制度重要思想交流会暨人大

常委会主任培训班上的讲话»;听取和审议县人

民政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贯彻实施情况的汇报;听取和审议县人大常委会

执法检查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执法检查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县人民政

府关于全县中小学去行政化工作和后勤管理工

作情况的汇报;听取和审议县人大常委会视察组

关于全县中小学去行政化工作和后勤管理工作

情况的视察报告.会议依照法定程序任命１名

县人民检察院组成人员和１５名人民陪审员.

同日　县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二十四

次会议对全县教育工作进行专题询问.专题询

问会上,６位县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围绕群众关

心的教育问题,向县人民政府主管教育的副县长

和县教育局负责人进行询问.

２７日　县政府召开全县农牧民专业合作社

“空壳社”专项清理工作会议及全县非洲猪瘟防

控工作推进会.

２８日　县委宣传部召集文体旅游广电局负

责人安排部署２０１９青海门源油菜花文化旅游

节暨首届中国祁连山风筝节新闻通气会相关

事宜.

同日　省科技厅调研组到瑞辉高原现代农

业种植养殖示范园、祁连山生态大牧场调研生态

农业工作,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代县长马晓

峰陪同.

７月

１日　县政府召开门源县贫困县退出第三

方评估工作安排部署会议.县委副书记、县人民

政府县长马晓峰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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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日　县委宣传部负责人同新华网政务事

业部总监朱晓雯、县文体旅游广电局负责人一行

确定“瞰见门源”首届无人机航拍大赛直播地点

及相关事宜.

３日　泉口镇冷水鱼养殖和育苗基地举行

上海海洋大学挂牌仪式.

３~４日　乐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袁加乐

一行到门源县考察民族宗教工作.

同日　州委常委、州政府常务副州长何灿一

行来青石嘴、浩门镇查看“山水林田湖”项目推进

情况.

５日　浩门镇举办风情美食街启动仪式.

８日　门源县举办第十六届西北五省(区)

花儿演唱会开幕式;门源县举办首届中国祁连山

风筝节启动仪式.

同日　省防汛抗旱包片责任区第五督导组

尚少岩副厅长一行来青石嘴、浩门等乡镇督导检

查防汛工作及“６２５”冰雹洪涝受灾情况.县政

府有关领导陪同.

９日　以“大美青海花好门源”为主题的

２０１９青海门源油菜花文化旅游节暨首届中国

祁连山风筝节开幕.海北州委副书记、组织部部

长陈东昌,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邓尔平,

海南州委常委、副州长王显东,玉树州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陈钊,海北州副州长、州文体旅游广电

局局长刘宝春,海西州副州长周国栋,海北军分

区政委尹杨,门源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马晓峰等

领导出席开幕式.

同日　县委举办门源县贫困县退出国家第

三方评估反馈会议.

同日　威海市工商联考察团一行来门源

调研.

同日　河南省西峡县双龙河南伏牛山百菌

园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庆来一行来

门源会商双方合作事宜.

同日　省农业农村厅乡村产业发展处处长

赵得林一行及威海市宇王集团、山东海容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双龙河南伏牛山百菌园生态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到泉口、浩门等乡镇考察火焰

蔘、香菇产业发展情况.

９~１０日　省人大环境资源保护委员会主

任委员李志勇一行来门源县开展门源回族自治

县城镇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修改)立法

调研.

１０日　门源县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

周年书画展暨门源县第二届民俗文化艺术展.

１１日　门源县泉口镇举办美丽乡村农民文

化艺术节暨千亩锦绣花田景区开园仪式.

同日　山东省威海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

市长王亮同志一行赴泉口镇考察山东援建门源

县冷水鱼繁殖和育苗项目建设情况.

同日　省人大常委会常委会办公室新闻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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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处处长张继沛一行到门源县开展“乡镇人大建

设年”采访活动.

同日　威海市环翠区副区长沈燕萍一行到

青石嘴镇寄宿制小学、县第一寄宿制初级中学、

实验幼儿园实地调研基础设施建设及教育教学

发展情况.

１２日　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县长马晓峰参

加门源县浩门水库及供水工程PPP项目合同签

字仪式.

同日　人社部农村社会保险司司长刘从龙

一行到阴田乡大沟脑村调研脱贫攻坚工作情况,

之后赴东川镇调研乡镇社保办理情况.

同日　门源县北山乡举办２０１９年广场舞大

赛暨金巴台美丽乡村开放仪式.

同日　门源县皇城乡举办“歌颂辉煌７０年,

欢庆美好新时代”迎国庆７０周年暨海北第二届

那达慕大会开幕式.县委副书记、县政府代县长

马晓峰等领导参加开幕式.

１５日　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丁国

胜参加门源县与江苏大学落实校地共建框架协

议相关工作洽谈会.

１６日　县政府在县会议中心召开中央第六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下沉门源准备工作部署会.

同日　全国人大代表专题调研组到珠固乡

东旭村、仙米乡大庄村、苏吉滩乡苏吉湾村调研

乡村振兴战略和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情况.

同日　州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敬斋赴皇

城乡调研,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代县长马晓

峰陪同.

同日　同仁堂总经理宋亚玲同志来北山乡、

海北山东生物园区考察门源县蕨麻种植、加工

情况,并就下一步蕨麻种植、收购、加工相关事宜

进行对接.县政府有关领导陪同.

１７日　财政部行政司副司长赵兴国一行来

浩门镇南关清真寺、仙米乡仙米寺调研财务管理

工作情况.

同日　农业农村部副处长孙丽英,省农业农

村厅处长孔俊俊一行来浩门镇头塘村、珠固乡东

旭村、仙米乡大庄村检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开展情况.

同日　省人大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张光荣带

领在青的全国人大代表到门源县专题调研乡村

振兴战略和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情况,先后到珠固

乡东旭村、仙米乡大庄村和苏吉滩乡苏吉湾村祁

连山生态牧场进行实地查看.县人大常委会主

任马玉柱陪同调研.

同日　“走进壮美草原”中央媒体采访活动

在门源召开座谈会,之后“走进壮美草原”中央媒

体采访团到苏吉滩乡祁连山生态牧场调研退化

草场改良情况,到青石嘴镇白土沟村调研山水林

田湖草综合治理情况.

１７~１８日　四川省人大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叶壮一行来门源县考察民族团结进步立法工作

经验,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玉柱陪同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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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日　县委副书记、县政府代县长马晓峰

主持召开“天佑德杯”第十八届环青海湖国际公

路自行车赛门源赛事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县政

府有关领导参加会议.

１９日　门源县东川镇举办农牧民歌手大奖

赛开幕式.

２２日　“天佑德杯”第十八届环青海湖国际

公路自行车赛第九赛段———门源至民乐在门源

县浩门镇锦绣大道举行出发仪式.

２３日　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调研组到

麻莲乡生态管护站、阴田乡措龙滩村、泉口镇后

沟村调研脱贫攻坚及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２４日　县委副书记、县政府代县长马晓峰

陪同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陈明国赴县人民法院

机关、青石嘴人民法庭调研基层法院建设情况.

同日　省交通厅养管处处长张宏文一行到

浩门镇、麻莲乡、阴田乡核查“四好农村路”创建

工作.

２５日　果洛州班玛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旦

正多杰一行来门源县调研精准扶贫工作.

２９日　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代县长马

晓峰等领导到县人民武装部、预备役三营、武警

门源执勤中队、武警海北执勤大队开展八一建军

节慰问活动.

同日　县政府领导到泉口镇东沙河村白家

庄“万达煤场”、仙米乡讨拉村煤场查看中央环境

保护督察组转办信访问题办理情况.

同日　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冯进花、州总工

会常务副主席阿怀琳一行来门源县开展“夏送清

凉”活动.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玉清陪同.

３０日　省税务局副局长贺满国到门源县查

看减税降费工作.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丁国胜陪同.

３１日　门源县仙米乡举办“民族团结杯”门

源首届华热歌会.

同日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到门源县

城污水处理厂、县城垃圾填埋场、海鑫矿业有限

公司督察环境保护有关事宜.县委副书记、县政

府代县长马晓峰陪同.

同日　财政部赵英洪等调研团一行到浩门

镇、青石嘴镇调研山水林田湖进展情况.县委常

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丁国胜陪同.

８月

１日　县中粮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吕军一

行到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民族体育场、后

沟沈家湾异地扶贫搬迁项目工地、西滩乡兽医

站、泉口镇大湾村等调研中粮集团对口支援项目

落实情况.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代县长马晓

峰,县委副书记朱林,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

长王珏陪同.

１~７日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玉柱带领门

源县人大代表及县人大机关干部赴厦门参加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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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届人大代表和人大干部培训班.

２日　省纪委监委宣传部部长弓晓忠一行

调研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工作,县委常委、纪

委书记、监委主任司福章陪同.

同日　中央环境保护下沉督察组赴浪里克

铜矿、宁缠煤矿督察环境保护工作.县政府有关

领导陪同.

５日　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门源片区

评估组一行到西滩乡老龙湾村、老虎沟管护站调

研.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代县长马晓峰,县

委副书记卫玮陪同.

同日　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王修林同志一行

赴门源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青鲁红农科技有

限公司千亩火焰蔘、照壁山景区调研.县委副书

记、县人民政府代县长马晓峰陪同.

同日　省煤监局事故调查组成员到铁迈煤

矿开展事故调查、善后处置等相关工作.县政府

有关领导陪同.

６日　威海市政协副主席夏景华一行到岗

什卡景区调研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工作.县委副

书记卫玮陪同.

７日　省政协副主席杜捷一行赴花海芬芳

浴调研乡村旅游发展情况,之后参加省人大视察

门源县健康扶贫和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工作座谈

会,县委副书记、县政府代县长马晓峰陪同.

同日　省生态环保督导问责组一行到泉口

镇西沙河新型节能砖厂、仙米乡浩云煤业宁缠煤

矿煤场现场督查交办信访案件整改情况.

同日　省中央环保督察边督边改组一行到

泉口镇,浩门镇督查交办信访案件整改情况.

７~８日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华一行到

门源县调研基层健康扶贫工作.调研组通过召

开座谈会和实地查看等方式调研健康扶贫和基

层医疗卫生服务情况,先后到县中医院、县人民

医院、东川镇中心卫生院、东川镇孔家庄村卫生

室开展调研.县委副书记、县政府代县长马晓峰

陪同.

同日　省政协调研组成员来浩门镇头塘村、

泉口镇腰巴槽村、东川镇鱼儿山景区、仙米乡聚

阳沟景区、珠固乡东旭村调研乡村旅游发展情况

和景区建设及运营情况.县委副书记李洪才

陪同.

９日　县委副书记、县政府代县长马晓峰在

县政府常务会议室主持召开门源县“８９”４９

级地震应急工作部署会.

同日　中央第六生态环境督察组组长杨松

一行调研全县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县委副书记、

县政府代县长马晓峰陪同.

同日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州委书记尼玛

卓玛赴北山乡、青石嘴镇查看地震震情,县委副

书记、县政府代县长马晓峰陪同.

１４日　门源县举行向威海市台风“利奇马”

受灾群众捐款仪式.县委、县政府、纪委、监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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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领导参加捐款仪式.

１６日　县委副书记、县政府代县长马晓峰

参加中央督导组反馈意见整改工作动员部署会.

同日　县人大常委会视察组一行到县文化

馆、电视台、西滩乡文化站、阴田乡文化站等地检

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贯彻

实施情况.

同日　州委常委、州政府常务副州长何灿一

行到门源县青石嘴镇、浩门镇、珠固乡查看山水

林田湖草项目进展情况.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

府代县长马晓峰,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丁国胜陪同.

２０日　县委、县政府召开全县旅游项目专

题会议.县委副书记、县政府代县长马晓峰主持

会议.

２１日　县政府组织县农牧水利和科技局、

生态环境局、自然资源局主要负责同志赴浩门

镇、西滩乡、泉口镇检查调研牛羊临时屠宰场选

择、新建垃圾填埋场相关事宜.

２２日　县委副书记、县政府代县长马晓峰

组织相关部门召开中央环保督察组通报的垃圾

填埋场问题整改部署会.

同日　县政府组织县农牧水利和科技局、文

体旅游广电局、“山水林田湖草”项目办公室主要

负责人到浩门镇二道崖湾村前滩查看“山水林田

湖草”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试点项目展示区与旅

游项目建设规划衔接工作.

２６日　２０１９年征兵工作会议在会议中心召

开.县委、县政府、县武装部有关领导参加会议.

２７日　国家自然资源西北督查局副专员唐

正国一行赴青石嘴镇督查浩门农场增减挂项目

实施情况.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坎本才让同志

陪同.

同日　州扶贫局局长王兴辉到泉口镇易地

扶贫搬迁项目安置区、扶贫产业园检查工程进展

及指导工作.县委副书记朱林陪同.

２８日　县委统战部领导在西宁曹家堡机场

接门源县２０１９年朝觐返程人员.

２９日　海北州首届农民丰收节暨门源县第

二届白牦牛文化旅游节系列活动在祁连山生态

牧场举行.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县长马晓峰参加

开幕式.

３０日　门源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康秀莲、马应虎、杨建清和委员共１９人出席

会议.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三届六次全会和州

委十二届六次全会精神;听取和审议县政府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贯彻实

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县人大常委会执法检

查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

法»执法检查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县人民政

府关于全县农牧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报告;听

取和审议县人大常委会视察组关于全县农牧区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视察报告;听取和审议县人

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县政府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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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工作报告;

听取和审议县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８年度县本级财

政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报

告;听取和审议２０１８年度县本级财政决算的报

告;批准２０１８年度县本级财政决算.

同日　省统计局副局长康玲一行到华东商

贸有限公司、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江源驾校、

天普伟业公司调研服务业、商贸企业统计工作.

９月

２日　财政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司调研

组到门源县调研“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

复试点项目、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老龙湾村

“村两委＋党建”模式,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

县长马晓峰陪同.

同日　州委常委、州政府副州长赵庆平一行

到浩门镇、青石嘴镇、泉口镇开展援建项目建设

现场观摩活动.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县长马晓峰

陪同.

同日　海东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一行到

浩门镇南关清真寺学习考察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工作.

３日　县政府召开大禾公司相关事宜协调

会,之后组织生态环境、农牧水利和科技部门负

责人赴青石嘴镇、浩门镇、东川镇督促检查垃圾

填埋场问题整改、老虎沟水源地保护与划分项目

建设、尕牧龙小流域治理项目建设情况.

同日　县政府组织县发改、财政、住建、统计

等部门听取文体旅游广电局项目建设、资金拨

付、项目谋划储备、项目入统等情况,之后赴空中

花园、千亩锦绣花田实地察看项目建设点情况.

４日　县政府组织县发改、财政、住建、统计

等部门督察卫生、交通、教育、住建等领域项目建

设、项目入统、项目谋划储备、资金拨付、农民工

工资发放及安全生产等工作.

５日　县委十六届第六十二次常委会议召

开.会议听取第５９、６０、６１次常委会会议安排事

项贯彻落实情况通报;会议传达学习«王建军、刘

宁、汤涛、王宇燕同志在第三批、第四批援青干部

人才轮换交接大会上的讲话精神»«王建军同志

在青海省纪念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４０周年座谈

会上的讲话精神»«２０１９年度全国党史和文献部

门主要负责人会议精神»等文件精神;会议审议

研究«关于‹门源县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

实施方案›及相关配套方案的请示»«关于成立门

源县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

及联络督导组的请示»«关于第十次代表大会召

开时间、议程及县工会第十届委员会有关候选人

名单的请示»等议题.县委副书记、县政府代县

长马晓峰主持会议.

６日　县委、县政府召开供热工作专题会

议.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代县长马晓峰主持

会议.

同日　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永昌一行到

青石嘴镇调研重点乡镇综合治理情况,之后到西

滩乡边麻掌村、阴田乡大沟脑村调研乡风文明建

设试点村工作.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李洪

才,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玉清,县委常委、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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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嘴镇党委书记冯生禄陪同.

１０日　门源县总工会第十次代表大会召

开;县委召开２０１９年度新兵欢送大会.

同日　门源县２０１９年教师节表彰大会召

开.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县长马晓峰等领导参加

会议.

同日　门源县东川镇寺尔沟村举办东川镇

“礼赞七十华诞共筑花好月圆”传统月饼制作

大赛;门源监狱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７０周年青海解放７０周年”文艺汇演活动.

１１日　威海市文登区副区长王肇刚一行到

门源开展调研,召开门源结对帮扶工作座谈会,

之后到照壁山、聚阳沟、岗什卡等地考察景区景

点建设情况.

同日　省安委会督查组来门源海泰煤业铁

迈煤矿、引大济湟工程调度总干渠、中石油西门

加油站督查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后到阴田乡米麻

隆村查看地质灾害隐患点和浩门镇督查烟花爆

竹专卖店安全管理情况等.县委常委、县人民政

府副县长丁国胜陪同.

１２日　门源县举办２０１９年门源县藏牛藏

系羊保险工作启动大会.

同日　门源县总工会举办２０１９年“金秋助

学”资助金发放仪式.

同日　门源县举办“时代新人说我与祖国

共奋进———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

青海解放７０周年”职工演讲比赛.

同日　州委督查组一行来门源督查门源县

中央“扫黑除恶”第１８督导组反馈问题整改落实

情况.县委副书记李洪才陪同.

１５~１７日　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占德一

行来门源县调研生态环保问题整改情况,并查看

西滩乡 边 麻 掌 村、门 源 县 电 子 商 务 公 共 服 务

中心.

１６日　门源县举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动员部署会.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县长

马晓峰等领导参加会议.

１７日　门源县在会议中心召开全省供销社

综合改革深化年现场会暨供销社改革发展论坛.

同日　州政府副州长李向东一行到浩门派

出所、南关清真寺调研公安和维稳工作情况,之

后参加门源公安工作汇报会.

同日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成员、理事会

副主任邹天敬一行来门源调研深化供销合作社

综合改革等情况.县委副书记朱林,县委常委、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丁国胜陪同.

同日　省委组织部２０１９年度目标责任(绩

效)考核中期督导调研组一行先后到门源瑞辉高

原现代农业种植养殖有限公司、养老示范基地、

西滩乡边麻掌村、门源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

实地查看.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尹京辉陪同.

同日　州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陈东昌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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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青石嘴镇青石嘴村督导“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

作.县委常委、青石嘴镇党委书记冯生禄陪同.

同日　州政协协商督办组一行调研老马调

解室、协商座谈青石嘴镇乡村社会治理工作.县

委常委、青石嘴镇党委书记冯生禄陪同.

１８日　县委宣传部召集县教育局、县公安

局、县交通运输局、县电力公司等部门相关负责

人安排部署“我和我的祖国”职工歌咏比赛相关

事宜.

１９日　门源县举办“我和我的祖国”职工歌

咏比赛活动和门源县举办伊斯兰教教职人员培

训班.

同日　中粮贸易有限公司专职党委副书记、

副总经理江锡如一行调研门源县援建项目.县

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马晓峰,县委副书记

朱林,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王珏陪同.

同日　全县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２０１９年

第四次会议召开,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县长马晓

峰等领导参加.

同日　国家林草局林场种苗司周景莉处长

一行到仙米林场、聚阳沟调研,并参加林场国有

林场改革和种苗基地建设管理情况汇报会.

２３日　门源回族自治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在县人大常务

会议室举行.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玉柱、马应

虎、杨建清和委员共１８人出席会议.会议由县

人大常委会主任马玉柱主持.会议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人民代表大会成立６０周年

大会上的讲话;接受马智良辞去海北藏族自治州

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和杨文

义辞去门源回族自治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职务的请求,终止杨文义门源回族自治县第

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

同日　省生态环境厅调研组到海北山东

生物园区调研污水处理事宜.县委副书记、县人

民政府县长马晓峰,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

长王珏陪同.

２４日　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张爱军一行

督导检查门源县政法工作.县委副书记李洪才

陪同.

同日　青海师范大学专家赴门源开展«青海

省‹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立法后评

估调研工作.

２５日　门源县召开全县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度

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会议.

同日　门源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玉柱带领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各专委主任和各乡镇人大

主席共２０人赴大通县考察学习“乡镇人大建设

年”工作.

２６日　门源县举行“爱助事实孤儿”公益项

目助学金发放仪式.

同日　县委、纪委、监委、县委、宣传部开展

全县道德模范、劳动模范、五星级文明户标兵集

中慰问活动.

７５

大事记



同日　县政协常组织部分委员就“全县宗教

寺院规范化管理工作情况”进行调研.通过调研

前培训、实地查看、听取汇报、座谈交流等方式详

细了解和掌握全县宗教寺院管理工作的开展情

况及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共同探讨解决的办法和

措施,并对加强寺院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人居环

境,强化民主管理,确保寺院和谐稳定发展提出

对策建议.

同日　省生态环境厅环境监察专员王晓健、

州政府副州长徐永功调研第一轮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反馈意见问题整改落实及第二轮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重点信访案件办理情况.县

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丁国胜陪同.

２７日　门源县举行２０１９年棚户区(城中

村)改造专题会议.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县长马

晓峰等领导参加会议.

２９日　县政协召开十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三次会议.党组书记、主席李汉珠主持并

讲话.县委、县政府有关领导出席.会议审议通

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门源县委员会关于反

映社情民意的制度(修订案)».听取并讨论«关

于加强门源县学前教育工作的调研报告»,讨论

通过«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工作的

实施意见(讨论稿)».

同日　门源县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７０周年青海解放７０周年”５０年以上党龄老党员

座谈会.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县长马晓峰等领导

参加座谈会.

３０日　门源县举行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

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县长马晓峰等领导参加.

同日　门源县举办“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

护与修复试点项目专题工作会议.县委副书记、

县政府县长马晓峰等领导参加.

１０月

８日　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县长马晓峰到阴

田乡、泉口镇、浩门镇、西滩乡等调研排查软弱涣

散党组织工作.

９日　州政府副州长李宏绪一行到门源县

浩门镇督查安全生产工作.县委副书记、县人民

政府县长马晓峰,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丁国胜陪同.

同日　州检察院检察长刘小玲同志到青石

嘴镇尕大滩村协调高原美丽乡村建设共建事宜.

县委常委、青石嘴镇党委书记冯生禄陪同.

１０日　州总工会常务副主席阿怀琳一行到

门源县公安局开展送温暖慰问遭遇强降雪救援

疏导交通参战民警活动.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李玉清陪同.

同日　省交通运输厅厅长毛占彪一行到东

川镇、浩门镇调研曼德拉至大通公路和泉口镇后

沟、沈家湾易地扶贫搬迁配套公路建设进展情

况.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县长马晓峰陪同.

同日　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县长马晓峰主持

召开泉口镇后沟、沈家湾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建设

协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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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　县政府有关领导陪同中粮研究院考

察组领导到县电商服务中心、青海省生态物流服

务有限公司、兴农蜂业有限公司、百里花海蜂业

有限公司考察门源县蜂蜜产业.

１０~１１日　中粮研究院考察组一行先后到

门源县电商服务中心、青海省生态物流服务有限

公司、兴农蜂业有限公司、百里花海蜂业有限公

司、门源百里花海蜂业有限公司、门源北山兴源

农工贸公司及浩门镇小沙沟村等地考察门源县

蜂蜜产业、青稞产业及火焰蔘种植产业.县委常

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王珏陪同.

１１~１２日　省委指导组一行先后到西滩

乡、东川镇、县教育局、县寄宿制小学指导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县委常委、组

织部部长尹京辉陪同.

１４日　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县长马晓峰主

持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集体约谈会.

同日　中央巡视组脱贫攻坚专项巡视省级

督察组董晓淇组长一行来门源县查阅脱贫攻坚

相关资 料,并 赴 泉 口 镇 查 看 扶 贫 产 业 园 运 行

情况.

１５日　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县长马晓峰参

加门源县中央巡视组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反馈问

题整改工作汇报会.

同日　省林业和草原局局长李晓楠一行到

阴田乡大沟口、老虎沟管护站、西滩乡老龙湾村

调研祁连山国家公园机构组建工作.县委副书

记、县人民政府县长马晓峰陪同.

同日　门源县举办祁连山国家公园试点工

作汇报和机构组建专题座谈会.

同日　省委督导组对门源县中央巡视组脱

贫攻坚专项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进行督查.

县委副书记李洪才陪同.

１６日　威海市商务局副局长李中京一行来

海北山东生物园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产品推

介事宜.

同日　门源县举办浩门水库及供水工程开

工仪式.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县长马晓峰等领导

参加开工仪式.

同日　州政协主席马丽雯同志来门源县职

业技术学校调研职业教育发展情况.

同日　州委副书记、州长阿更登,州政府副

州长殷茂文一行到仙米乡德欠村调研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工作.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马

晓峰陪同.

１７日　省应急厅总工程师应庆业一行到门

源种马场、浩门农场、北山乡、西滩乡、青石嘴镇、

苏吉滩乡、皇城乡等地查看灾情,之后就验灾、核

灾、报灾相关事宜进行座谈协商.县委常委、县

人民政府副县长丁国胜陪同.

同日　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工商联党组书

记张文华一行来门源调研民营企业情况.县委

常委、统战部部长马维汉陪同.

同日　县人大执法检查组赴苏吉滩、青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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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浩门等乡镇检查水电站生态基流保障、水利

工程建设等情况.

同日　门源县举办２０１９年“１０１７”全国扶

贫日活动仪式.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县长马晓峰

等领导参加.

１８日　州委组织部领导赴泉口镇、北山乡

开展调研;门源县中医院举行“名医工作室”揭牌

仪式.

２１日　门源县检察院举行驻县公安局检察

室揭牌仪式.

２２日　州委副书记、州长阿更登到门源县

青石嘴镇调研指导工作,并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党课.县委书记孙绣宗,县委副

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马晓峰,县委副书记朱林,

县委常委、青石嘴镇党委书记冯生禄陪同.

同日　州总工会副主席赵保华来门源县调

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相关内容.县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玉清陪同.

２３日　门源县举行文明城市模拟测评问题

反馈会议.

２４日　门源县召开中粮贸易消费扶贫工作

座谈会.

同日　州委第一指导组一行到苏吉滩乡、皇

城乡调研指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

作.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尹京辉陪同.

２５日　省委组织部领导一行到县教育局调

研指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县

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尹京辉陪同.

同日　门源县召开县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

组第五次会议.县委书记孙绣宗主持,县委副书

记、县政府县长马晓峰等领导参加会议.

同日　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县长马晓峰到泉

口镇沈家湾村、后沟村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工地查

看项目进展情况.

２８日　省委组织部调研组一行到门源县青

石嘴镇开展调研,并召开调研督导座谈会.县委

常委、组织部部长尹京辉陪同调研并参会,县委

常委、青石嘴镇党委书记冯生禄陪同调研.

２９日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一行来老

虎沟管护站调研祁连山国家公园试点(门源片

区)情况.

同日　青海民族大学调研组一行到门源县

北山乡、西滩乡、阴田乡开展调研活动.县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马维汉陪同.

２９~３０日　州委政法委副书记周本加先后

到法院、浩门镇、泉口镇、珠固乡、仙米乡等地调

研“全州社会治理互学互促共提升现场观摩推进

会”准备情况.县委副书记李洪才全程陪同,县

委常委、青石嘴镇党委书记冯生禄部分陪同.

３０日　国务院扶贫办调研组一行来门源调

研门源易地扶贫搬迁和危房改造工作情况,并召

开门源县易地扶贫搬迁和危房改造工作汇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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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赴泉口镇后沟村、沈家湾村易地扶贫搬迁项

目工地调研.县委书记孙绣宗,县委副书记、县

人民政府县长马晓峰,县委副书记李洪才,县委

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司福章,县委常委、组

织部部长尹京辉,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丁国胜陪同.

３１日　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巡视员常伟宁

一行来门源调研困难职工解困脱困情况,并召开

工作 汇 报 会.县 委 常 委、宣 传 部 部 长 李 玉 清

陪同.

同日　州人民政府副州长刘宝春调研有关

工作.县 委 常 委、青 石 嘴 镇 党 委 书 记 冯 生 禄

陪同.

同日　门源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在县人大常务会议室举

行.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玉柱等领导和委员共

１９人出席会议.县监察委员会主任司福章,县

人民政府副县长华卡才让,县人民法院院长韩忠

明,县人民检察院、农牧水利和科技局、教育局、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生态环境局、自然资源

局、民宗局、县民政局、发展和改革局、扶贫开发

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体广电旅游局、残联等

主要负责人列席本次会议,浩门镇,皇城乡、苏吉

滩乡、西滩乡、麻莲乡、阴田乡人大主席应邀出席

会议,会议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玉柱主持.会

议听取和审议县人民政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法»贯彻落实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县人大

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贯

彻落实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县人民政府关于

２０１８年县人大视察调研、执法检查工作中提出

问题的贯彻落实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县人民

政府关于县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第六次

会议意见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县人

民法院关于矛盾纠纷多元调解机制的专项工作

报告;听取和审议县人民检察院关于开展公益诉

讼检察工作的专项工作报告;依照法定程序补选

孙绣宗同志为海北藏族自治州第十四届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会议还依法进行人事任免.

１１月

１日　县政协召开十六届四次会议提案督

办会议.县政府、县政协、提案督办组各成员、提

案者代表、县政府办及提案各承办单位负责人参

加会议.会议听取县政府关于县政协十六届四

次会议委员提案办理情况的通报,县住建局、县

教育局、县农牧水利科技局等提案承办单位对提

案具体办理情况进行说明,参会领导和委员们对

办理情况发表意见建议.

４日　州人民政府副州长杜萍到县友帮劳

务派遣公司和县就业局调研劳动力转移就业情

况.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王珏陪同.

５日　中共门源县委召开全县“乡镇人大建

设年”工作推进会,县委书记孙绣宗出席会议并

讲话.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各专委主任

和部分县委常委、“一府一委两院”负责人,财政

局主要负责人,各乡镇党委书记和人大主席参加

会议.

６日　县政府召开扶贫工作专项安排会议.

７日　生态环境部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监督

管理局主任李玉洪一行赴浩门镇生活垃圾填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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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检查环境问题整改情况.县委副书记、县人民

政府县长马晓峰陪同.

同日　省委宣传部互联网新闻中心新闻部

主任冶生云一行来门源调研门源县融媒体中心

建设情况,并召开融媒体中心建设工作汇报会.

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玉清陪同.

７~８日　山东省民政厅调研组一行来门源

调研有关工作.县委副书记卫玮陪同.

８日　县政府召开“美丽中国网络媒体生

态文明行”主题活动安排部署会.

同日　县委召开十六届县委第六十五次常

委会会议.会议听取县委第６２、６３、６４次常委会

会议安排事项贯彻落实情况的通报.会议传达

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中国共产

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规定»«中国

共产党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规定(试行)»、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庆祝活动总结报告、十

九届四中全会等议题.会议审议«关于加快乡镇

纪检监察全覆盖和推进县乡监督执纪执法一体

化改革方案的请示»«关于门源县“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开展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

顿方案的请示»«关于门源县公务员职级晋升工

作方案的请示»等议题.会议由县委书记孙绣宗

主持.

１１日 　 县 政 府 召 开 曼 大 公 路 青 克 段

“９２１”单车侧翻事故分析会.

同日　省关工委领导一行到门源县第一小

学、浩门镇康乐社区、气象社区调研指导关心下

一代工作.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尹京辉陪同.

１２日　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李汉珠组织

部分县政协委员,先后到东秀水花园、格林小镇、

东城佳苑、富翔小区、金浩苑等物业小区及亮媛

物业办事大厅,听取有关物业公司负责人及住建

有关负责人的情况介绍.座谈会上,县住建局负

责同志就全县物业管理情况进行汇报,委员们对

加强社区物业管理工作,促进物业管理健康有序

发展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

同日　州委常委、州政府副州长何灿一行赴

青石嘴生活垃圾填埋场、浩门镇疙瘩村调研.县

委副书记、县政府县长马晓峰陪同.

同日　门源县举办宗教教职人员、民管会成

员培训班.

同日　省应急管理厅厅长陆宁安一行到西

滩乡崖头村调研高原美丽乡村建设工作.县委

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丁国胜陪同.

１３日　县委宣传部领导陪同中央重点新闻

网站记者参加美丽中国网络媒体生态文明行

活动.

同日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巡视员赵晖调

研门源县县域医共体信息化建设发展情况.县

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王珏陪同.

同日　州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敬斋带队

的全州社会治理创新观摩团到浩门镇人民政府

及浩门镇东秀水小区、县人民法院、东川镇寺儿

沟村进行现场观摩.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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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马晓峰,县委副书记朱林陪同.

１５日　省委副书记、省长刘宁一行到东川

镇寺儿沟村调研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情况,之后召

开宣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座谈会.县委

书记孙绣宗,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马晓

峰,县委副书记朱林、李洪才陪同.

同日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州委书记尼玛

卓玛一行赴祁连山生态牧场调研.县委书记孙

绣宗,县委副书记朱林,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

县长丁国胜陪同.

同日　州委副书记、州长阿更登同志赴青石

嘴镇、阴田乡查看活畜交易市场选址事宜,之后

赴泉口镇黄树湾村、黄田村调研扶贫产业运营情

况.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县长马晓峰陪同.

同日　威海市审计局考察组一行调研门源

县援建项目建设情况.县委副书记卫玮陪同.

同日　２０１９年全县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全体

会议召开.

１８日　门源县召开高速铁路沿线环境整治

工作会.

１８~２１日　省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和综合督

查组先后到北山乡、浩门镇、西滩乡、东川镇、麻

莲乡、阴田乡、仙米乡、青石嘴镇、珠固乡开展脱

贫攻坚考核验收工作.县委书记孙绣宗,县委副

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马晓峰,县委副书记李洪

才,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玉清,县委常委、县

人民政府副县长丁国胜,县委常委、青石嘴镇党

委书记冯生禄陪同.

１９日　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县长马晓峰到

仙米乡达隆山庄、东川镇鱼儿山景区调研督导违

建“别墅”整治工作.

同日　门源县举办“十四五”规划编制及重

点项目推进会议.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县长马晓

峰参加会议.

同日　县政协视察组到北山兽医站、北山卫

生院、北山乡北山根村村委会、县法院、气象社

区、东秀水花园小区视察依法治县工作开展情

况,并参加依法治县工作座谈会.

２０日　县委书记孙绣宗先后到浩门古城、

老旧小区改造点、２０１９年棚户区改造区及安置

点、泉口镇冷水鱼养殖基地、门源瑞辉高原现代

农业种植养殖示范园等地调研相关工作.

２１日　县委书记孙绣宗召集县自然资源局

相关负责人先后赴浩青公路沿线、国道２２７沿

线、永安古城等地查看２０２０年国土绿化造林地.

同日　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县长马晓峰主持

召开全县违建别墅清查存在问题整治工作专题

会议.

２２日　山东省发改委援藏处处长王庆慧同

志一行赴泉口镇查看冷水鱼养殖情况,之后赴健

康服务中心查看项目建设情况.

２５日　门源县举行２０１９年重点项目集中

开工仪式.县委书记孙绣宗,县委副书记、县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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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县长马晓峰等领导参加会议.

同日　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县长马晓峰到青

石嘴中心卫生院、县中医院、州二医院调研医疗

保障、健康扶贫、基层医疗机构建设情况.

２７日　省政府副省长刘涛一行先后到青石

嘴镇行政服务中心、门源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

心、青海生态源物流公司、青海金门牛食品有限

公司、华东超市、县实验幼儿园、县退役军人事务

局、海北州第二高级中学、门源县寄宿制小学、门

源县烈士陵园、浩门农场考察调研相关工作.县

委书记孙绣宗,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马

晓峰,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丁国胜陪同.

２８日　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县长马晓峰主

持召开县政府文化旅游专题会议.

同日　海北分区司令王宝平一行到东川镇

香卡村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县委常委、人武部政

委马晓锋陪同.

１２月

２日　门源县举办２０２０年农牧区乡村建设

项目推进会.

４日　门源县２０１９年棚户区(城中村)改造

工作指挥部第二次会议.县委书记孙绣宗,县委

副书记、县政府县长马晓峰等领导参加.

同日　省武警总队副司令员张春俊一行到

门源县看守所、县武警中队、武警大队、浩门农场

调研.

５日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州委书记尼玛

卓玛,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董富奎,州政协主席马

丽雯来门源县调研指导人大、政协工作.县委书

记孙绣宗,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县长马晓峰,县人

大常委会主任马玉柱、县政协主席李汉珠陪同调

研.尼玛卓玛一行先后到北山乡、西滩乡、泉口

镇,实地查看北山农村垃圾处理情况,通过听取

情况介绍、查看阵地建设、翻阅档案资料,详细询

问乡镇人大工作和“乡镇人大建设年”工作开展

情况,随后,在泉口镇召开工作座谈会,专门听取

门源县加快处理农村垃圾工作情况和门源县人

大常委 会 工 作 情 况 汇 报,与 会 人 员 进 行 交 流

发言.

６日　省自然资源厅副巡视员徐卫东一行

到鱼儿山景区、聚阳沟景区、仙米水上乐园、达龙

山庄开展自然资源执法监察工作.县委常委、县

人民政府副县长丁国胜陪同.

９日　门源县召开２０１９年固定资产投资完

成情况推进会.

１０日　门源县召开全县公务用车制度改革

工作启动会议.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县长马晓峰

参加会议.

１１日　州委副书记、州长阿更登到海北第

二高级中学、浩门农场、瑞辉高原现代农业种植

养殖产业园、禾顺现代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等调

研.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县长马晓峰陪同.

同日　州政协主席马丽雯、州政府副州长李

宏绪参加县信访局开展的大接访活动,并参加门

源县２０１９年度救灾工作专项检查调研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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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丁国胜、王珏陪同.

同日　州委巡察办来门源一行督导检查相

关工作.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马维汉陪同.

同日　州政府副州长李宏绪到浩门镇宣讲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

县长王珏陪同.

同日　县委书记孙绣宗主持召开中共门源

县委议军会议.

１１~１２日　省文明办测评组一行来门源召

开２０１９年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汇报

会,之后到县教育局、县民政局、县文化馆实地测

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县委书记孙绣

宗部分陪同,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玉清全程

陪同,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丁国胜参加

会议.

１２日　州政府副州长李宏绪一行到铁迈煤

矿、青石嘴镇供热站、海鑫公司、穆百客宾馆调研

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工作.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

副县长丁国胜陪同.

同日　门源县妇女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

县委书记孙绣宗,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县长马晓

峰等领导出席会议;新当选的县妇联主席杨玉霞

向大会做题为«不忘初心砥砺奋进团结带领广

大妇女为建设富裕文明和谐美丽幸福新门源贡

献巾帼力量»的工作报告.县委副书记朱林代表

县四大班子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并讲话.会议

选举出县妇联第十四届主席、副主席、挂(兼)职

副主席、常务委员.

同日　全县禁毒工作会议召开.

同日　门源县举办乡村纪检监察干部培训

班开班仪式.

１３日　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孙应祥一行

到门源县现代农业产业园、青海生态源物流服务

有限公司、门源新型农丰业有限公司、北山兴源

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门源县慧通香宝特色养殖

专业合作社、西滩乡光明家庭农牧场等地调研相

关工作.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丁国胜

陪同.

１６日　 门源县举办“青春飞扬  法治 护

航”———门源县“法德大舞台”进校园暨青少年法

治微情景剧大赛活动.

１８日　县委召开全面依法治县委员会第一

次会议.县委书记孙绣宗,县委副书记、县政府

县长马晓峰等领导参加会议.

同日　副州长赵庆平同志赴皇城乡调研相

关工作.县委副书记卫玮陪同.

１９日　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州总工会主

席王永昌一行来门源考察调研相关工作.县委

副书记朱林陪同.

同日　共青团门源县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召

开.县委书记孙绣宗,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县长

马晓峰等领导出席会议.团县委书记马晓琴代

表共青团门源县第十九届委员会做«不忘初心跟

党走牢记使命建新功在奋力建设富裕文明和谐

美丽幸福新门源生动实践中奉献青春力量»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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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报告.县委副书记朱林代表县四大班子向大

会召开表示祝贺,并讲话.大会选举产生共青团

门源县第二十届委员会书记１名,副书记１名,

兼职副书记１名,挂职副书记１名,常委７名,委

员１７名.

同日　县委书记孙绣宗参加门源县委、县政

府与青海银行政银座谈会.

２０日　门源县举办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百

日攻坚”启动会议.县委书记孙绣宗,县委副书

记、县政府县长马晓峰等领导参加会议.

２３日　省治超目标考核组副组长孙照群一

行到青石嘴治超站、门源县交警大队、海泰煤业

集团考核治超工作.

２４日　门源县总工会举办职工之家健身器

材、母婴室设备配发仪式.

３０日　门源回族自治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在县人大常务

会议室举行.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玉柱,县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康秀莲、杨建清和委员共２１人参

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听取和审议县政府«关于报送２０１９年财政收支

预算调整变动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县政府

«关于２０１８年度门源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

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县政府副县

长周洛、县交通运输局局长孔庆宏、县扶贫开发

局局长杨春旺三名同志履职工作情况汇报并进

行工作评议.会议通过«关于批准调整２０１９年

财政预算报告的决议».

同日　全州机关党建观摩团一行赴县文体

旅游广电局、县公安局、县税务局实地观摩机关

党的建设工作开展情况.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县

长马晓峰陪同.

３１日　门源县举办２０２０年迎新年浩门古

镇环城长跑活动.

６６

门源年鉴(２０２０)



组织机构和领导名录

中共门源回族自治县委员会

县委书记:孙绣宗(汉族,２０１９１０任职)

副 书 记:马晓峰(回族,２０１９０５任职)

朱林(２０１９０３任职)

李洪才(蒙古族)

葛平修(２０１９０８援青期满)

卫　玮(援青２０１９０８任职)

常　　委:司福章(纪委书记、监委主任)

尹京辉(组织部部长)

马维汉(统战部部长)

李玉清(宣传部部长兼总工会主席)

丁国胜(政府副县长)

马晓锋(武装部政委)

王　珏(政府副县长援青)

冯生禄(县委常委青石嘴镇党委

书记)

县委办公室

主　　任:马洪龙

副 主 任:刘芝强(２０１９０３任职)

孔庆宏(２０１９０３任职)

宋海珍(２０１９０４转任四级调研员)

马乐天(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张玉全(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裴建安(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张　平(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贾文彬(２０１９０５任职)

县委组织部

部　　长:尹京辉

副 部 长:申顺龙(２０１９０任四级调研员)

刘爱霞(２０１９０３任职)

童守斌(２０１９０３任职)

马玉祥(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阿杏仁(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马占青(２０１９０５任职)

组 织 员:鲜香玲(２０１９０４转任)

县直机关党委书记:

李复云

县非公有制经济工作委员会专职副书记:

铁万梅(２０１９０４转任)

马玉祥(２０１９０４转任)

县委政法委

书　　记:李洪才

副 书 记:张韶云(２０１９０１退休)

孙卫国(２０１９０３任职)

副书记兼综治办主任:

王永林(２０１８０３调任)

孙卫国(２０１８０３任职)

县委统战部

部　　长:马维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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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部 长:李维忠(２０１９０６任四级调研员)

汪吉福(２０１９０３任职)

才仁扎西(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局　　长:杨延玉(２０１９０１退休)

汪吉福(２０１９０３任职)

副 局 长:李淑英(２０１９０４转任)

马庆龙(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县委宣传部

部　　长:李玉清

副 部 长:吴学文(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裴启翔(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马晓琴(２０１９０３转任)

王成军

文明办副主任:

王成军(２０１９０３任职)

县委党校

校　　长:朱　林(２０１９０３任职)

第一副校长:

李艳莲

副 校 长:王之夫(２０１９０４转任)

县档案局

局　　长:罗　彪(２０１９０１退休)

主　　管:马洪龙

副 局 长:陈　萍(２０１９０１退休)

分　　管:张　平

门源回族自治县
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

主　　任:马玉柱

副 主 任:康秀莲

马应虎

杨建清

县人大办公室主任:

马生财

副 主 任:张成秀

县人大常委会信访办公室主任:

冯进菊(２０１９０３退休)

县人大常委会民族宗教和农牧环保委员会

主任委员:

马生财(２０１９０３任职)

县人大常委会科教文卫办公室主任:

张志梅(２０１９０３退休)

县人大常委会社会建设和财经委员会主任

委员:

马银梅(２０１９０３任职)

县人大常委会监察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

王永林(２０１９０３任职)

门源回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县　　长:马晓峰(２０１９０５任职)

副 县 长:丁国胜

华卡才让

周　洛

马生明

坎本才让

郑剑萍

县政府办公室

主　　任:马国良(２０１９０４转任)

刘芝强(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副主任兼政府信息中心主任:

马明理(２０１９０４转任)

副 主 任:丁有晟(２０１９０４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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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明理(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张生恩(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李桂春(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王占寿(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地震局局长:

王占寿(２０１９０４转任)

信访局局长:

孔庆宏(２０１９０３任职)

李桂春(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县政府法制办公室副主任:

吴学文(２０１９０４转任)

县发展和改革局

党组书记:沙登清(２０１９０３任职)

局　　长:沙登清(２０１９０３转任)

陈义云(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县对口援建办主任:

吴贵明(副县级待遇)

副 局 长:韩　君(２０１９０４免职)

杨广达(２０１９０８任职)

祁海涛

马　黎(２０１９０５任职)

何辉年(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马忠英(２０１９０４转任)

刘军利(副县级２０１９０８援青期满)

兴业投资有限公司经理:

梁安军(副主任科员)

县教育局

党组书记、局长:

乌兰巴特

副 局 长:夏守荣(２０１９０１退休)

孔庆东(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冯永菊(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吴大明(副县级２０１９０８援青期满)

程　斌(副县级、援青２０１９０８任职)

县经信商务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２０１９年

机构改革中撤销)

党组书记、局　长:

马文海(２０１９０３转任)

副 局 长:张维军(２０１９０３免职)

乔海明(２０１９０４任四级调研员)

杨延斌(２０１９０４转任)

马晓军(２０１９０４转任)

何辉年(２０１９０４转任)

郑　磊(副县级２０１９０８援青期满)

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２０１９年机构改革中新

设立)

党组书记、局长:

马文海(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副 局 长:谢玉海(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武斌华(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县公安局

党委书记、局　长:

坎本才让

党委副书记、政委:

雷发宏(２０１９０３任职)

张世军(正科级２０１９０３转任)

党委委员、常务副局长:

聂才郎(正科级)

党委委员、副局长:

贺生斌(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马　龙(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马占明(２０１９０５双开、免职)

党委委员、办公室主任:

王国才

办公室副主任:

张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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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

李苏红(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看守所所长:

马成琪

浩门派出所所长:

马　俊(副科级２０１９０５免职)

贺生斌(２０１９０４任职,兼)

教 导 员:李晓聪(副科级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青石嘴派出所所长:

马存珍(２０１９０５免职)

青石嘴分局政委:

靳正仁(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副 局 长:孔庆虎(２０１９０５任职)

仙米派出所所长:

阿放仁(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旱台派出所所长:

马俊明(２０１９０５任职)

东川派出所所长:

王培良(副科级２０１９０５转任)

马生龙(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教 导 员:张生平(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麻莲派出所所长:

马生才(副科级２０１９０５任副主

任科员)整合到阴田派出所

法制大队大队长:

马生才(副主任科员２０１９０５任

职)

元山派出所所长:

马有贵(退休)整合到青石嘴分局

阴田中心派出所所长:

李多周(２０１９０５任职)

皇城派出所所长:

孔庆虎(副科级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苏吉滩派出所所长:

马俊明(副科级２０１９０５任职)整

合到青石嘴分局

旱台中心派出所所长:

马俊明(副科级２０１９０５任职)

北山派出所所长:

印建青(副科级２０１９０５转任)

欧阳志强(副科级２０１９０５任职)

西滩派出所所长:

马　龙(副科级２０１９０４任副主

任科员)整合到阴田派出所

站前派出所所长:

齐瑞豪(副科级)

刑警大队大队长:

李海邦(副主任科员)

局机关指挥中心主任:

王金聚(副主任科员)

国保大队大队长:

程德才(副主任科员)

督查大队大队长:

喇先恩(副主任科员)

治安大队大队长:

孔庆军(副主任科员)

网安大队大队长:

刘芝成(副主任科员)

县民政局

党组书记、局长:

苏建忠(２０１９０３转任)

马生莲(２０１９０３任职)

副 局 长:陶顺莲(２０１９０４转任)

马国才(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滕海元(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马绍君(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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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拥办专职副主任:

龙秀昀(２０１９０４转任)

县司法局(社区矫正管理局)

局　　长:冯秀英(２０１９０１退休)

张世军(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副 局 长:步文玲(２０１９０４转任)

马生贵

浩门司法所所长:

沙登龙(副科级)

东川司法所所长:

董俊杰(２０１９０５任职)

泉口司法所所长:

朱　虹(２０１９０５转任)

刘积朋(２０１９０５任职)

皇城司法所所长:

尚生玉(副科级)

苏吉滩司法所所长:

蔺宏丽(２０１９０５任职)

北山司法所所长:

史永军(副科级)

西滩司法所所长:

马生龙(２０１９０４转任)

朱　虹(２０１９０５任职)

麻莲司法所所长:

韩　义

阴田司法所所长:

马爱新

仙米司法所所长:

王福鑫

珠固司法所所长:

陈治雄

青石嘴镇司法所所长:

董俊杰(副科级２０１９０５转任)

李秀青(２０１９０５任职)

县财政局

党组书记、局长:

陈义云(２０１９０３转任)

陈玉正(２０１９０３任职)

副 局 长:陈玉正(２０１９０３转任)

黄发玺(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宋海云(２０１９０６任职)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党组书记、局长:

谢浩成(２０１９０３转任)

王宇 明 (２０１９０３ 任 职,２０１９０６

转任)

副 局 长:铁万梅(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夏青艳(２０１９０３转任)

刘　红(２０１９０６转任)

县国土资源局(２０１９年机构改革中撤销)

党组书记、局长:

童守斌(２０１９０３转任)

副局长兼移民办主任:

马　黎(２０１９０４转任)

副 局 长:李苏红(２０１９０４转任)

自然资源局(２０１９年机构改革中新设)

党组书记、局长:

苏建忠(２０１９０３任职)

副 局 长:马晓军(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李盛怀(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王菊庆(２０１９０６任职)

县森林公安局(２０１９年划到自然资源局下

面)

局　　长:李永刚(正科级)

副 局 长:王明雄

浩门森林派出所所长:

孔庆元(副科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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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米森林派出所所长:

丁生平(副科级)

宁缠森林派出所所长:

褚成德(副科级)

一棵树森林派出所所长:

张占刚(副科级)

不动产登记中心(事业编制)

主　　任:韩永良(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浩门林场场长:

郭荣华

副 场 长:马生智

王永成

仙米林场场长:

胡　岳

副 场 长:马寿山

李占庆

林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

李元海

草原站站长:

王有良

副 站 长:陈季贵

草监站站长:

赵得胜(兼)

副 站 长:马占魁

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站长:

李旭霞

县环境保护和林业局(２０１９年机构改革中撤销)

党组书记、局长:

胡永峰(２０１９０３转任)

副 局 长:李　涛(副科级２０１９０４转任高

级职称)

赵玉英(２０１９０４转任)

县生态环境局(２０１９年机构改革中新设)

党组书记、局长:

谢浩成(２０１９０３任职)

副 局 长:祁生辉(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赵玉英(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环境监察大队队长:

赵彥福

副 队 长:马海明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党组书记、局长:

冯永茂(正科级)

副 局 长:马吉祥

王建昊

郭金世(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王建涛(援青２０１９０８任职)

县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站长:

雷有敏

县交通运输局

党组书记、局长:

孔庆宏(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陈宝德(２０１９０３转任)

副 局 长:祁生辉(２０１９０４转任)

李淑英(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尕玛才让(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县农牧和科技局(２０１９年机构改革中撤销)

局　　长:贾文加(２０１９０３任职)

副 局 长:靳正仁(２０１９０４转任)

马志龙(２０１９０４转任)

科协主席:李复成(２０１９０３转任)

农牧水利和科技局(２０１９年机构改革中新设)

党组书记、局长:

贾文 加 (２０１９０３ 任 职,２０１９０６

转任)

副 局 长:马志龙(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赵得胜(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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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水利局(２０１９年机构改革中撤销)

党组书记、局长:

王永林(２０１９０３转任)

副 局 长:马文林(２０１９０４转任)

县旅游局(２０１９年机构改革中撤销)

局　　长:王宇明(２０１９０３转任)

副 局 长:胡永平(２０１９０４任主任科员)

赵力莉(２０１９０４转任)

县文体旅游广电局(２０１９年机构改革中合并)

党组书记、局长:

王延生(２０１９０３任职)

副 局 长:王青龙(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牛宏德(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王　刚(援青２０１９０８任职)

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局(２０１９年机构改革中

撤销)

局　　长:杜卓玛(２０１９０３转任)

副 局 长:谢梅莲(２０１９０４任四级调研员)

王延生(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２０１９年机构改革中撤销)

党组书记:

局　　长:马国青(２０１９０３调任)

副 局 长:曹祚涛(２０１９０１退休)

董玉娥(２０１９０４调任)

县卫生健康局

党组书记、局长:

马国青(２０１９０３任职)

副 局 长:董玉娥(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姚占宏(２０１９０５任职)

退役军人事务局

党组书记、局长:

胡永峰(２０１９０３任职)

副 局 长:龙秀昀(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应急管理局(２０１９年机构改革中新设立)

党组书记、局长:

秦忠辉(２０１９０３任职)

副 局 长:马文林(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杨延斌(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县审计局

党组书记、局　长:

秦忠辉(２０１９０３调任)

沈　昕(２０１９０３任职)

副 局 长:马忠英(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步文玲(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党组书记:张桂芳

局　　长:沈　昕(２０１９０３转任)

马国良(２０１９０３任职)

副 局 长:马　贤

马生荣(２０１９０４任四级调研员)

马俊成(２０１９０４任主任科员)

孔庆鸿(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统计局

党组书记、局长:

陈宝德(２０１９０３任职)

副 局 长:马巧玲(２０１９０５任职)

县扶贫开发局

党组书记、局长:

杨春旺

副 局 长:马国才(２０１９０４转任)

马要牢

陶顺莲(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医疗保障局

党组书记、局长:

夏青艳(２０１９０３任职)

副 局 长:吉军甲(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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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供销联社

主　任:阿怀胜(正科级)

副主任:窦天彪

政协门源回族自治县
第十六届委员会

主　　席:李汉珠

副 主 席:李生彪

李占寿

才　登

县政协办公室主任:

梁　军

副 主 任:马学武(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提案委员会主任:

武青光(２０１９０３任主任科员)

政协提案和学习文史科教委员会主任:

杜卓玛(２０１９０３任职)

法制委员会主任:

马绍英(２０１９０３任四级调研员)

政协经济和农业农村委员会主任:

李复成(２０１９０３任职)

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

昝雪花(２０１９０３任主任科员)

政协民族宗教和法制委员会主任:

梁　军(２０１９０３任职)

中共门源回族自治县
纪律检查委员会

书　　记:司福章

副 书 记:马银梅(２０１９０３转任)

张锦德

马福元(２０１９０５任职)

孙军浩(援青２０１９０８任职)

常　　委:祁玉兰

李新林(２０１９０５任职)

冯生英

韩雪麟

门源回族自治县监察委员会

主　　任:司福章

副 主 任:张锦德

马福元(２０１９０６任职)

孙军浩(２０１９１０任职)

委　　员:祁玉兰

冯生英

韩雪麟

高晓梅

门源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院　　长:韩忠明

副 院 长:董永安

蔡永禄(２０１９０３免职)

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立案庭庭长:

齐建中

执行庭庭长:

鲁　云(２０１９０５任职)

执行庭副庭长:

马剑龙(２０１９０５任职)

刑事审判庭庭长:

刘发荣(２０１９０１退休)

刑事审判庭庭长:

马桂香(２０１９０５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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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审判庭庭长:

郭　晨

审判监督庭庭长:

秦永军(２０１９０４转任)

审判监督庭庭长:

马海花(２０１９０５任职)

行政审判庭庭长:

达海芳(副科级)

民事审判庭副庭长:

刘延林(２０１９０５任职)

旱台法庭副庭长:

张晓红(副科级)旱台法庭已撤销

孔家庄法庭庭长:

奚斌圣(２０１９０５任职)

青石嘴法庭庭长:

秦永军(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青石嘴法庭副庭长:

王玉洁(副科级)

审 判 员:马雪莲(２０１９０５任职)

车桂芳

门源回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检 察 长:孙金林(２０１９１１转任)

易　钧(２０１９１１任职)

副检察长:杨　萍(正科级)

杨延靖(２０１９５任职)

第一检察部主任:

董维秀

第二检察部主任:

刘娅丽(副科级)

第三检察部主任:

王晓俭

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

马生胜

鲁进才

保密办公室主任:

马玉龙

政治部主任:

曹国栋

驻门源回族自治县看守所检察室主任:

苏桂芬

政治部副主任:

韩　军

群众团体

县总工会

主　　席:李玉清(兼)

副 主 席:马占福(２０１９０１退休)

马宏明(２０１９０４任四级调研员)

闫　良(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那永玲(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团县委

书　　记:马晓琴(２０１９０３任职)

副 书 记:王青龙(２０１９０４转任)

姜　伟(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县妇联

主　　席:马生莲(２０１９０３转任)

杨玉霞(２０１９０３任职)

副 主 席:杨玉霞(２０１９０３转任)

鲜香玲(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县残联

理 事 长:刘爱霞(２０１９０３任职)

副理事长:马占武(正科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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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　镇

浩门镇

党委书记:孔庆汉

副书记 镇长:

白炳智

党委专职副书记:

许秀琴

纪委书记:张生英

组织委员:马占青(２０１９０５转任)

人大专职主席:

冶却青(２０１９０４转任为主任科员)

马石贤(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副 镇 长:靳　魁

马瑞卿

夏多才仁

赵晓炳

武装部长:姜　伟(２０１９０５转任)

谢浩杰(２０１９０５任职)

青石嘴镇

县委常委、镇党委书记:

冯生禄

副书记、镇长:

马海青

党委专职副书记:

闫　良(２０１９０４转任)

米　林(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纪委书记:米　林(２０１９０４转任)

王新明(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组织委员:张生贵

人大主席团主席:

黄文俊(正科级,２０１９０４转任)

张发录(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副 镇 长:马志君

马宝全(２０１９０４转任)

祁生娥

马明清(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朱　智

武装部长:马建祥(副科级２０１９０１转任)

候统和(２０１９０５任职)

东川镇

党委书记:王万平

副书记、镇长:

妥延军

副 书 记:朱景成

纪委书记:赵志花

组织委员:白学龙

专职人大主席:

徐　忠

副 镇 长:孔庆东(２０１９０４转任)

马爱华

马晓琴

王连仕(２０１９０５任职)

武装部长:赵德明(２０１９０４转任)

李启顺(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泉口镇

党委书记:韦　宏

镇　　长:马文奎

党委专职副书记:

颜丽栋(２０１９０４转任)

张志恩(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纪委书记:才仁扎西(２０１９０４转任)

王延君(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组织委员:杨措什杰

专职人大主席:

张发录(正科级,２０１９０４转任)

黄文俊(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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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镇 长:张志恩

张生恩(２０１９０４转任)

贾永辉(副科级,２０１９０５２１去世)

阿才仁

赵利莉(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宋维虎(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叶西龙主(２０１９０５任职)

武装部长:马志辉

皇城蒙古族乡

党委书记:尚玉祥

副书记、乡长:

才仁洛加(正科级)

副 书 记:安周加

纪委书记:李复君

组织委员:马艳丽(副科级)

人大主席团主席:

冯兴刚

副 乡 长:秦永春

马占云

张　燕(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武装部长:秦成予(副科级)

苏吉滩乡

党委书记:张承杰(２０１９０６转任)

王宇明(２０１９０６任职)

副书记、乡长:

裴元俊

副 书 记:张世山

纪委书记:韩延智

组织委员:阿杏仁(２０１９０４转任)

刘明录(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人大主席团主席:

李桂春(副科级,２０１９０４转任)

金　声(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副 乡 长:马学平

赵宝勋

马福宝

武装部长:张庆钧(２０１９０４转任)

许　剑(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北山乡

党委书记:米兴忠

副书记、乡长:

王振龙

副 书 记:牛宏德(２０１９０４转任)

李光华(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纪委书记:武斌华(２０１９０４转任)

陈玉柱(２０１９０５任职)

组织委员:冯永菊(２０１９０４转任)

科　敏(２０１９０５任职)

人大主席团主席:

李进才

副 乡 长:马明清(２０１９０４转任)

冯生林

谢浩亮

马宝全(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武装部长:许　剑(２０１９０４转任)

张庆钧(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麻莲乡

党委书记:白延寿

副书记、乡长:

韩进龙

副 书 记:祁志新

纪委书记:李新林(２０１９０５转任)

组织委员:吉军甲(２０１９０４转任)

专职人大主席:

张庆瑛

副 乡 长:金　声(２０１９０４转任)

马学智(副科级)

马占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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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部长:马银虎

西滩乡

党委书记:祁宏胜

副书记、乡长:

赵永兴(正科级)

副 书 记:孔庆武

纪委书记:王新明(２０１９０４转任)

仲　霞(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组织委员:李淑兰

专职人大主席:

马福全

副 乡 长:李建栋

张　萍

李生明

武装部长:马　智

阴田乡

党委书记:沙登武

副书记、乡长:

申顺林

副 书 记:马俊德

纪委书记:马福寿

组织委员:巴英栋

专职人大主席:

马石全(２０１９０４转任)

颜丽栋(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副 乡 长:何广慧

滕海元(２０１９０４转任)

赵得明(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马爱春(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武装部长:李启顺(２０１９０４转任)

仙米乡

党委书记:田海洋

副书记、乡长:

仲世财(正科级)

副 书 记:杨文东

纪委书记:李晓聪(副科级２０１９０４转任)

解统菊(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组织委员:周吉武(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专职人大主席:

陈文生

副 乡 长:孔庆存

李光华(２０１９０４转任)

苏廷玺

窦生云

马翔军(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武装部长:马建明

珠固乡

党委书记:祁明珍

副书记、乡长:

杨尕藏

副 书 记:马占俊

纪委书记:王延君(２０１９０４转任)

组织委员:马绍君(２０１９０４转任)

陈明钰(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专职人大主席:

陈　志

副 乡 长:史继蓉

裴建安(２０１９０４转任)

邓国本

朱大海

丁有晟(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武装部长:孔繁源(２０１９０４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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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治

中共门源县委员会

主要工作

♦概述　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３３７４亿

元,同比增长３８％;完成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１０２０４万元,同比增长１６％;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１１５４亿元,同比增长８１％;完成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１１４８亿元,同比增长６２％;实现全体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７７３３元,同比增长９４％,

城乡居民收入提前一年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

“翻一番”目标.

♦优化产业结构　围绕创建国家级现代农

业产业园和推进全国草地生态畜牧业试验区建

设,优化种养业结构,强化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

培育,提升优势产业及特色种养业,全县农牧业

发展势头良好.全县完成农作物播种面积２９６

万公顷,粮油特种植比例是４７∶４３∶１０,粮油良

种化程度９７％,全年实现粮油蔬菜总产１７０５

万吨,全县存栏各类牲畜５７５万头只、出栏３５５

万头只、繁活２８８万头只,肉类总产量１３６万

吨.在稳定粮油和牛羊养殖等传统产业的同时,

探索适合本地的优化农牧业产业结构的新路子,

北山湖羊繁育基地建成并投入运营,６２万尾虹

鳟鱼苗首次签约发售.火焰蔘、香菇种植和冷水

鱼养殖成为农牧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新路标.

以香菇、火焰蔘种植,冷水鱼、湖羊养殖为代表的

特色种养业快速兴起、效益明显,西门塔尔肉牛

养殖项目顺利实施,“养殖＋金融＋就业”模式初

见成效,农作物全程机械化示范县创建取得实质

性进展.实施品牌建设工程,全面提升高原农畜

产品竞争力与品牌影响力,累计培育５个“三品

一标”产品.加快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探索发展

“公司＋基地＋农户＋市场”的生产经营模式,初

步形成以食用植物油系列、蜂产品等为主的现代

农畜产品加工产业体系,建成一批有规模、上档

次、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的农畜产品加工企

业.按照全省“一圈三线三廊道三板块”旅游产

业发展战略布局和海北州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

范区目标要求,打造“田园综合体＋乡村旅游

业”、高效养殖、特色种植等丰富的乡村旅游新业

态,加大休闲牧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

设,建成以祁连山生态牧场为代表的一批新型农

牧业产业基地,探索走出一条经济转型、绿色生

态的可持续发展路子,农牧游融合推进,旅游业

综合效益不断提高,接待游客人次、旅游综合呈

现两位数增长.

♦破解发展难题　坚持以稳增长为底线,以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实际行动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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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促落实,实现工业商贸生产运营稳开稳走,经

济运行企稳回升.加强对全县工业企业的培育

扶持和监督管理工作,定期不定期到企业了解掌

握协调解决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等方面存在的

困难.坚持每月对工业经济运行态势进行分析

和动态监控预警,帮助企业克服国际、国内大环

境影响,合理组织生产,确保工业经济逐步趋稳,

全县工业经济运行呈上升趋势,规上工业由负转

正,全年实现规上工业增加值２９７亿元,同比增

长２％,投产的 １３ 家园区企业实现工业产 值

１５８亿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２１％.自门源

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开展以来,将电

子商务作为商贸流通转型升级、促进农村快速发

展的重要抓手,推进物流体系建设,新建县级仓

储物流中心,在１２个乡镇电商服务站设立物流

中转站,实现物流到村“最后一公里”服务,不断

加大电商知识培训和扶持创业力度,对各类创客

及大学生村官、党政干部、贫困户进行电商业务

知识培训,电子商务对传统产业加速发展的“乘

法效应”显现.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

一补总体工作要求,稳妥有序推进全县煤炭行业

去产能工作,实现煤炭行业脱困发展、安全发展、

绿色发展.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州有关节能降耗

的方针政策,采取严格高耗能企业准入条件、淘

汰落后产能、实施企业技术改造、加大清洁生产

力度、培育低消耗高产出企业,年内雪玉水电成

功“入规”,以水电为支撑的清洁能源发展活跃有

序,以环保技术工艺为基础的采掘业更加巩固,

绿色工业格局初步形成.

♦推进扶贫开发　把脱贫攻坚作为一场必

须打赢打好的硬仗,县委常委会会议多次专题安

排部署,分析形势,研究策略,推进工作.年内落

实中央及省州县财政扶贫资金４５亿元,实施各

类项目４０项,１０７兆瓦光伏扶贫电站并网发

电,带动４４个贫困村村集体经济和建档立卡贫

困户受益７６１万元,泉口镇后沟村、沈家湾村易

地扶贫搬迁项目８７户脱贫户完成搬迁入住,全

县顺利通过国家和省级第三方评估检查抽查,经

省政府批准退出贫困县序列.根据各级各类督

查反馈问题,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因地

制宜、分类施治,科学制定有针对性、可操作的整

改措施,中央和省州脱贫攻坚各类巡视巡察督查

反馈的１１２条问题,整改完成１０８条.加大产业

扶贫项目,尤其是对入户产业扶贫项目的管理力

度,年内组织县扶贫、审计、财政、纪委等相关部

门对全县各类扶贫项目及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专

项督查,查找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采取整改措施,

确保产业扶贫项目发挥应有的成效,增强产业扶

贫支撑能力.坚持把精神扶贫作为脱贫攻坚的

“加速器”,引导群众拔思想“穷根”,增强脱贫致

富信心.针对结婚大操大办,高额彩礼导致因婚

致贫现象,坚持不懈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

群众移风易俗,充分利用法德大舞台、模拟法庭

及眉户戏剧团«高额彩礼»剧目乡镇巡回演出活

动等方式,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陈规陋习,移风易

俗.通过县电视台、金门源微信平台,采访报道

脱贫攻坚工作中涌现出的优秀干部、第一书记、

脱贫户以及致富带头人,激发干部群众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热情,引导贫困群众提振信心,更新观

念,主动脱贫,有效解决意识贫困问题.

♦加快项目建设　坚持把项目建设作为统

筹城乡发展的重要抓手,争投资、上项目、促发

展.以项目建设为最强动力,召开“十四五”规划

编制及重大项目推进会、全县项目工作调度会议

等,克服困难,真抓实干,一步一步推动落实各类

项目.通过与省州衔接,落实总投资３５００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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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门源县城二热源除尘脱硫脱硝改造工程;总投

资３０００万元的门源县浩门水库供水工程一期

(浩门镇供水段);总投资２２９７万元的门源县东

川镇生活垃圾填埋场及环卫设施项目;总投资

２４９０万元的门源县２０１９年退牧还草工程等２７

项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总投资２６亿元.强化

与山东省和中粮集团全对口支援合作关系,先后

落实总投资５５５０万元的受援项目７项,实现威

海市４区市与门源县１２个乡镇结对帮扶全覆

盖,使对口受援成为发展经济的重要推力.结合

“项目生成年”活动,紧盯国家政策和投资导向,

主动作为、运作,谋划一批填补行业空白、提升产

业层次、引领发展转型的大项目、好项目,扭转各

领域前期项目储备不足的局面.录入国家重大

建设项目库项目总数１３９个,总投资１２６０７亿

元.同时,经与省州沟通协调,全县谋划“十四

五”期间各类项目１５７项,总投资１３６６９亿元;

谋划申报２０２０年各类项目４４项、总投资９９６

亿元,其中完成可研编制(实施方案)３７项、总投

资６９亿元,编制可研５项,总投资０５亿元,准

备启动可研编制的２项,总投资１５５亿元,保障

项目建设的接替有序.编制完成«门源县城中心

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门源县东川镇控制性详

细规划»和«门源县青石嘴镇控制性详细规划»,

以及门源县百里花海省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

(２０１８—２０３５);推进全县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

程,完成总投资１６３８４４万元,涉及道路、给排

水、采暖、电力等工程的老旧小区改造;完成农牧

民危旧房改造“清零”任务,２０１９年１０个省、州

高原美丽乡村建设村,全部开工建设.

♦推进绿色发展　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县委扛起生态保护这个最大责任,

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工作.整改中央环保

督察反馈问题,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反馈的７大

项１４小项问题全部完成整改并进入销号程序,

前两轮中央环保督察交办的３１件信访投诉案件

全部办结.配合完成第二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

对生态环境部通报的“门源县生活垃圾填埋场运

行管理不到位”“垃圾渗滤液直排环境”“环境污

染和风险隐患突出”问题,安排专人进行调查检

查,督促管理运营单位制定封场方案,整改相关

环境监管存在的问题.强化领导、凝聚合力,从

严监管,研究解决祁连山区大通河流域(门源段)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试点项目推进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完成该试点项目总工程量的

５３８％.天然林资源保护、三北防护林等一批重

大生态工程相继完成,新增绿化１２万公顷,打

好乡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攻坚战,督促规模化养

殖场建设环保设施,全年农村环境质量试点监

测,各项指标均达到相关标准,优美宜居的生态

底色越擦越亮.开展“蓝天、碧水、净土、复绿”治

理行动,全面完成农业污染源普查工作,秸秆“五

化”利用率８１４７％,农田残膜回收率８７％.浩

门镇热源烟气脱硫脱硝和在线监测设备投入使

用,空气质量优良率９５５％,大通河、纳子峡断

面水质全面达标,有序推进环境综合整治,泉口、

青石嘴垃圾填埋场开工建设,“大棚房”总体整改

完成率１００％,河湖(库)长制全面推行,天蓝地

绿水清的发展底色日渐鲜明.

♦保障改善民生　坚持把惠民利、帮民富、

保民安作为头等大事,坚持用小财政办大民生,

解决群众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加大

社会事 业 发 展 投 入 力 度,完 成 年 度 民 生 支 出

２０３８亿元,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８１％.

全面实施健康门源行动计划,完善县域医疗资源

布局规划,推进紧密型医疗服务共同体建设,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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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依规制定县级公立医院现代医院管理章程,推

动医院管理走上法治化、规范化、精细化、科学化

轨道;依托山东省援青力量,开设眼耳鼻喉、中医

糖尿病、针灸理疗中心等专病专科,缓解群众“看

病远”问题.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抓好高校

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人群就业,为７家

企业１４８５人落实稳岗补贴４８万元.推动社保

扩面 提 质,“一 站 式”结 算 报 销 城 乡 医 疗 费 用

１１７亿元,健全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

等制度,城乡低保实现动态管理下的“应保尽

保”,儿童福利院、民族殡葬服务中心相继建成运

营,退役军人服务管理体系逐步完善.不断强化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举办承办各类重大活动赛事

１２项,实现文化产业销售收入３０１８６万元.

♦加强社会管理　压实维稳主体责任,以构

建更高水平的平安门源为总目标,统筹推进综治

维稳各项工作,为建设富裕文明和谐美丽幸福新

门源提供坚强保障.依法整治和严惩县内各种

社会治理乱象和黑恶势力犯罪,配合开展中央

“扫黑除恶”第１８督导组督导和“回头看”工作,

协助省公安厅成功侦办全省扫黑第一案“３２０”

专案;在全州率先开展政法系统正风肃纪活动,

转变政法队伍作风.县纪委监委“扫黑除恶”专

案组和１名干部分别被评为青海省“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惩腐打伞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取得阶段性成效.坚持矛盾纠纷

排查化解调处工作与乡村治理相结合、与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青海解放７０周年大庆安

保维稳相结合,建立完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台

账、信访工作台账、网络舆情台账,并在全县各领

域进行多形式、深层次的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尤

其对项目建设、征地拆迁、草山地界、欠薪欠债、

经济纠纷等涉民涉众型矛盾进行重点排查,对排

查出来的矛盾纠纷制定矛盾隐患风险清单,实行

领导负责制,指定责任人,制定化解方案和化解

时限,严格实行销号办结制.对家庭遭遇重大变

故、生活面临实际困难、易肇事肇祸精神病人、辍

学儿童等重点特殊群体纳入工作视线,全面排查

并进行风险评估,采取措施落实党和政府惠民政

策,帮扶济困与管控并举.东川镇“３６５调解室”

获司法部“新时代司法为民好榜样集体”殊荣.

♦抓班子带队伍　把党的建设作为推进改

革发展稳定的主心骨,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为抓手,细化措施,狠抓落实,党建工作

水平不断提升.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和党中央及省州委重要文件、会议精神,

督查中央和省州县委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

况,确保政令畅通,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深化

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

领悟和贯彻落实,主题教育取得理论学习有收

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务实

解难题、清正廉洁做表率的目标.县委常委会汲

取县委两任原主要领导和班子成员违纪违法的

惨痛教训,加强思想政治建设,严格规范党内政

治生活,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增

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

力.调查研究方面,常委班子成员坚持“没有调

查就没有发言权”,围绕发展中遇到的重点难点

问题,带头到基层一线找问题、查原因、理思路、

定措施,期间全县开展专题调研６００余次,帮助

解决群众实际困难和问题１１００多个.检视问题

方面,通过一线调研、实地走访、发放征求意见表

等多种途径,征求意见建议,查找工作短板,全县

各级班子检视问题５６６个,做到查得广、查得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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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得准.整改落实方面,各级班子检视问题整改

完成率８８％.结合党政机构改革,强化党对组

织、宣传、统战、政法工作的领导和对深化改革、

依法治县、国家安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财经、

审计、教育、农村牧区工作的指导.狠抓“三基”

建设,规范落实“三会一课”等制度,全面推广支

部主题党日活动,加大党员教育管理力度,严格

发展党员程序,安排各县级党员领导干部到全县

１０９个行政村和８个社区,全覆盖式摸排调研软

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开展整顿提升工作,９个软

弱涣散村级党组织全部转化晋级.强化机关党

建工作,培育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党建＋文化繁

荣、党建＋产业培训、党建＋精准扶贫”、县公安

局“１＋６”工作模式、税务部门“党建＋纳税服务”

等机关党建品牌.狠抓村集体经济提质复壮工

作,所有行政村集体经济年收入均１０万元以上,

村“两委”有钱办事能力增强.着眼选优配强领

导班子,严把干部德才关,全县３５岁以下年轻干

部,以及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分别占科级领导

干部总数的２０８％、２３１％和７２８％,结构更趋

合理.开展干部容错纠错和澄清保护工作,全面

推进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工作,完成３３３名公

务员职级套改和１９１名干部职级晋升工作,极大

地调动干部工作性.强化干部教育培训,１５名

干部在省外、省州部门以及县内挂职锻炼,组织

乡科级干部、选调生赴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焦

裕禄干部学院开展轮训,争取山东援建帮扶人才

２９名,干部人才能力素质提升.严格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和省州相关措施,执行重

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规范全县综合性督查工作,废止或撤销全县性议

事协调机构２０个,清理“一票否决”事项４项,推

动基层减负,激发干部主动谋事、担当干事、干成

实事的斗志和信心.针对“３２０”案件暴露出的

问题,开展“自检自净”工作;反思工程领域存在

的问题,对四个部门党组落实主体责任不力问题

进行严肃问责,在全县范围内通报;开展规范整

顿建设领域工程招投标工作,强化对建设领域工

程招投标工作的监督,形成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

作风.通过组织观看爱国影片和反腐倡廉视频

资料、演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快板节目、召开

全县警示教育大会等形式,开展理想信念、宗旨

观念、廉洁自律和警示教育,推动形成全面从严

治党越来越严的氛围.加强对纪检监察工作的

领导,支持纪委监委全面履行监督责任,深化纪

检监察体制改革,在１２个乡镇统一设立监察办

公室,准确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构建不敢

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坚持有案必查、

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全年给予党纪政纪处分４７

人,追缴违规违纪款１０７２万元.狠抓巡察工

作,先后派出６个巡察组,开展“破解熟人社会监

督难”交叉巡察、“国家重点投资项目及存量资金

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领域专项巡察和对

部分党委党组的常规巡察,对１个党委巡察反馈

问题整改情况进行“回头看”,发现问题１８１个,

完成整改１７１个,彰显巡察工作利剑作用.同

时,整 改 省 委 巡 视 反 馈 问 题,整 改 完 成

率９６２％.

♦信息工作　以全县创新特色工作为抓手,

以县委重点工作为核心,以信息工作成效为导

向,把信息作为反馈全县各项工作进展情况,尤

其是重点工作、特色亮点工作的重要渠道,拓宽

信息采集渠道,通过规范性文件、各单位上报信

息、金门源微信平台、县委领导关注点等,抓住重

点、难点、热点、特点,及时、准确、全面开展信息

搜集整理撰写工作,每月向各乡镇、各部门印发

信息组稿重点.为鼓励鞭策办公室人员写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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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文秘人员定信息撰写任务,每周安排专人进行

督查,确保信息任务完成及时.共编写上报各类

信息３４６余条,«门源动态»５０期.

♦督查工作　突出督查职能,围绕全县工作

大局,丰富督查工作内涵和手段,提高督查服务

质量,较好地发挥督促检查的职能作用.２０１９

年,转办州委办公室印发的督办通知１５件,印发

督办通知４１件,向县委常委会汇报７０余项事项

的办理情况,开展各类督查１０次,特别是对省州

反馈问题整改、“扫黑除恶”斗争、贯彻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工

作、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落实、脱贫攻坚工作、项目

开复工等重点工作联合相关部门开展督查,确保

全县重点工作有序推进.收到网络舆情３３期,

其中除第３期(关于门源县种马场相关事宜,转

县信访局后移交省相关部门处理)和第２７期(网

友关于对第２６期网络舆情处理及时的感谢)外,

其余３１期网络舆情均回复,回复率１００％.

♦机要工作　以密码业务为中心,以自身建

设为关键,坚持２４小时在岗值班,确保通信绝对

畅通,定期、不定期开展保密自查,对查出的隐患

整改,密码工作未发生一起错漏、迟办等事故,全

年累计收发文件约１０９０份,批办约１１６８份.严

格执行文件收发登记手续,确保密码通信工作安

全,确保机要密码工作正确的政治方向,确保县

委与上级党委机关的工作联系和通讯畅通.

♦保密工作　把保密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组

织全县各乡镇、各部门保密工作分管领导、文秘

人员和文件收发人员开展保密知识专题培训,制

作并发放保密宣传品,扩大保密安全知识的覆盖

面,提高涉密人员的保密意识.参与门源县国家

统一考试试卷保密室的验收工作,并派专人在高

考期间对国家统一考试试卷保密室进行２４小时

值班,没有出现任何差错.同时,县委机要局坚

持２４小时在岗值班,定期、不定期开展保密自

查,密码工作未发生一起错漏、迟办事故.

♦政研工作　调研内容上围绕全县大局和

党的中心工作,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捕捉社会经济社会方面的热点和难点问

题,随时抓住当前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有目

的、有计划、有组织去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

料,准确反映客观真实情况,敏锐地发现问题,寻

求加快门源经济社会发展的对策和思路,高屋建

瓴地为党委政府和领导决策献计献策.把信息、

调研、督查等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根据经济社会

发展现状,确定完成时限,明确各县级领导干部

和各乡镇、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自定调研课题,

进行牵头调研,增强调研工作的全局性、前瞻性、

发展性和对策性.在调研考核上,把调研工作纳

入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内容,推进调研工作开展.

同时,做好«门源调研»的组稿工作,文稿质量不

断提高.全年编发涉及乡村振兴战略、人居环境

整治、香菇产业、学前教育等方面内容的«门源调

研»８期.

重要会议

♦门源县机构改革动员部署会　３月４日,

在县会议中心一楼大会议室召开门源县机构改

革动员部署会.会议传达«关于印发＜门源县机

构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安排部署门源县机

构改革工作.县委副书记李洪才主持会议.县

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司福章,县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尹京辉,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马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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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玉清,县委常委、县

人民政府副县长丁国胜,县委常委、青石嘴镇党

委书记冯生禄参加会议.

♦门源县城总体“城市设计”初步方案汇报

会　３月１３日,门源县城总体“城市设计”初步

方案汇报会在县会议中心二楼西侧会议室召开.

会议研究«门源县城总体“城市设计”初步方案».

县委副书记李洪才、葛平修,县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尹京辉,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玉清,县委常

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丁国胜,县委常委、县人民

政府副县长王珏,县委常委、青石嘴镇党委书记

冯生禄参加会议.

♦县委十六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　３月

１４~１５日,县委十六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在

县会议中心一楼大会议室召开.会议传达学习

中共海北州委十二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精神,

通报县委常委会２０１８年度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情

况.总结２０１８年经济社会工作,安排部署２０１９

年全县经济社会工作.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免去

冯立权同志中共门源县第十六届委员会委员和

窦存玉同志中共门源县第十六届委员会候补委

员的决议(草案)»,«关于终止黄继成、陈麟、王文

杰县十六次党代会代表资格的决议(草案)».县

委副书记李洪才、葛平修,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尹京辉,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马维汉,县委常

委、人武部政委马晓锋,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

玉清,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丁国胜、王

珏,县委常委、青石嘴镇党委书记冯生禄参加

会议.

♦县委县政府旅游项目专题会议　８月２０

日,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马晓峰在县委

常委会议室主持召开县委县政府旅游项目专题

会议.会议审议«关于全力推进门源旅游景区照

壁山景点建设项目的请示»«关于全力推进门源

县百里油菜花海(空中花园)建设项目的请示»

«关于全力推进千亩锦绣花田旅游景点旅游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的请示»等议题.县委副书记朱

林、李洪才,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司福

章,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马维汉,县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李玉清,县委常委、青石嘴镇党委书记

冯生禄参加会议.

♦县委县政府供热工作专题会议　２０１９年

９月６日,县委县政府供热工作专题会议召开.

会议听取县财政局关于门源县浩门集中供热有

限责任公司２０１７年至２０１９年５月盈亏及资产

核实第三方专项审计情况、县审计局关于县供热

公司２０１７年至２０１９年５月３１日资产、负债、所

有者权益审计情况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

县供热公司资产及债权情况的汇报.会议研究

县集中供热事务委托经营事宜.县委副书记、县

人民政府县长马晓峰,县委副书记朱林、卫玮,县

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李洪才,县委常委、县纪委

书记、县监委主任司福章,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尹京辉,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马维汉,县委常

委、青石嘴镇党委书记冯生禄参加会议.

♦门源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

员部署会　９月１６日,门源县“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动员部署会召开.会议学习传达

中央、全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一

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和全州“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部署会议精神.州委第一

指导组组长、州政协提案委员会主任卫振良出席

并作指导讲话,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县长、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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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组长马

晓峰作动员讲话.县委副书记朱林、卫玮,县委

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司福章,县委常委、组

织部部长尹京辉,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马维汉,

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玉清,县委常委、县人民

政府副县长丁国胜、王珏,县委常委、青石嘴镇党

委书记冯生禄参加会议.

♦县委县政府２０１９年棚户区(城中村)改造

工作专题会议　９月２７日,县委县政府２０１９年

棚户区(城中村)改造工作专题会议召开.会议

研究«关于调整２０１９年棚户区(城中村)改造工

作指挥部人员的请示»«关于下达门源县２０１９年

棚户区(城中村)改造工作任务分工的请示»«关

于下达门源县２０１９年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房屋

及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的请示».县委副

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马晓峰,县委副书记朱林,

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李洪才,县委常委、组织

部部长尹京辉,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马维汉,县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玉清,县委常委、青石嘴镇

党委书记冯生禄参加会议.

♦“乡镇人大建设年”工作推进会议　１１月

５日,“乡镇人大建设年”工作推进会议召开.会

议传达学习全省乡镇人大建设和观摩交流会议

精神.总结２０１９年乡镇人大建设工作,对下一

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县委书记孙绣宗,县委副

书记朱林,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司福

章,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尹京辉,县委常委、县

人民政府副县长丁国胜,县委常委、青石嘴镇党

委书记冯生禄参加.

♦全县项目工作推进会议　１２月１０日,全

县项目工作推进会议在县会议中心二楼西侧会

议室召开.会议通报２０１９年全县项目投资完成

情况,２０２０年项目对接计划实施情况及项目谋

划储备情况.县委书记孙绣宗,县委副书记、县

人民政府县长马晓峰,县委副书记朱林,县委副

书记、政法委书记李洪才,县委副书记卫玮,县委

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司福章,县委常委、组

织部部长尹京辉,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马维汉,

县委常委、人武部政委马晓锋,县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李玉清,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丁国

胜、王珏,县委常委、青石嘴镇党委书记冯生禄参

加会议.

♦全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百日攻坚”启动

会议　１２月２０日,全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百

日攻坚”启动会议召开.会议印发«门源县人居

环境集中整治“百日攻坚”行动实施方案»,成立

人居环境集中整治“百日攻坚”行动领导小组及

四个督导组.县委书记孙绣宗,县委副书记、县

人民政府县长马晓峰,县委副书记朱林、李洪才,

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司福章,县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尹京辉,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马

维汉,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丁国胜、王

珏,县委常委、青石嘴镇党委书记冯生禄参加.

重要人事变动

３月２８日,接北委〔２０１９〕５１号文通知,朱林

同志任中共门源县委委员、常委、县委副书记(正

县级).

５月２４日,接北委〔２０１９〕７９号文通知,马晓

峰同志为门源县政府县长人选.

５月２４日,接北委〔２０１９〕８３号文通知,马晓

峰同志任中共门源县委委员、常委、副书记.

７月２９日,接北委〔２０１９〕１１８号文通知,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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玮同志任门源县委委员、常委、副书记(援青).

１０月１６日,接北委〔２０１９〕１５０号文通知,孙

绣宗同志任中共门源县委委员、常委、书记;免去

白顺兴中共海北州委常委、委员,中共门源县委

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１０月１６日,接北委〔２０１９〕１５２号文通知,易

钧同志任门源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免去孙金林

同志门源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

外出学习考察活动

１月１５~１７日,县人大主任马玉柱,县政协

主席李汉珠,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尹京辉,县委

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丁国胜及县发改局、财

政局等部门组成的党政代表团,赴山东威海市考

察.县委副书记葛平修全程陪同.

２月２２日,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玉清前

往青海日报社参加由州委宣传部组织的学习

活动.

２月２７日,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尹京辉在

西宁参加全省干部教育培训会议.

２月２７~２８日,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

长丁国胜前往北京向有关部委及援建央企汇报

对口支援工作情况.

３月２６~２８日,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玉

清前往西宁市参加全省媒体深度融合工作推进

会及全省宣传思想战线“四力”教育实践工作动

员部署会.

４月８~１２日,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玉

清前往重庆市参加中宣部举办的新时代公民道

德建设工作培训班.

４月２２~２６日,县委副书记葛平修,县委常

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王珏赴海东参加援青干部

培训.

８月１３~１４日,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

长丁国胜赴互助县参加全省财政扶贫资金项目

管理培训班.

９月２~４日,县委副书记卫玮参加全州援

建项目建设现场观摩活动.

１０月２３~２５日,县委副书记卫玮前往威海

市对接妇联工作、迪尚集团服装生产加工产业订

单工作及陪同第四期门源赴威海培训人员开展

相关工作.

１０月２８~２９日,县委副书记李洪才前往州

委党校参加全州“三农”工作培训班.

１０月２８日至１１月１日,县委副书记卫玮,

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王珏前往省委党校

参加海北州２０１９年秋季援青干部人才培训班.

１０月３１日至１１月１日,县委书记孙绣宗前

往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青海民

族自治地方发展成就展.

１１月５~７日,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

长王珏赴黄南州泽库县参加全省包虫病综合防

治工作现场会.

１１月１２~１３日,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

县长丁国胜前往海北州参加２０１９年度领导干部

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专题培训班.

１１月１４日,县委书记孙绣宗,县委常委、统

战部部长马维汉前往海北州西海镇参加全州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再提升工作观摩经验交流推

进会.

１２月２~６日,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

长王珏前往中粮集团参加２０１９年扶贫攻坚“三

支队伍”示范培训班和挂职干部工作会议.

(审稿:马洪龙　撰稿:马福寿)

组织工作

♦概述　本着公平公正、注重实绩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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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用活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完成

３３３名公务员职级套转和２２４人次职级晋升工

作.充分发挥干部考核评价的激励鞭策作用,合

理设置考核指标,开展“一票否决”清理工作,１０

项“一票否决”事项缩减至６项.

♦主题教育　２０１９年,全县各级党组织采

取集中轮训、专题研讨、送教上门、夜读班等方

式,推动党员学习教育全覆盖.期间免费发放各

类学习材料３万余册,举行各类学习３２００余场

次,参学４２５万人次,各级党组织书记上党课

５９０余次,开展主题党日活动６００余次.通过到

系统学习,广大党员干部理论素养新提高,用党

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能力新提升.

县级领导结合“１＋１０”联系群众服务基层机制、

各乡镇各部门以“微调研”方式调查研究.期间,

开展专题调研６００余次,形成调研报告１２９篇,

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１１００多个.按照

群众提、自己找、上级点、互相帮、集体议等方式,

建立问题清单动态调整,细化实化整改措施,期

间,全县各级班子检视问题５６６个,整改４９９个;

班子成员检视问题１２８５个,整改１１４７个.各基

层党支部提出整改承诺事项１８３５条,兑现承诺

１６７０条.制定“５＋５”专项整治实施方案,解决

各类民生问题４００余个.通过制定教育事业高

质量发展“１＋N”政策文件体系、探索县域医疗

机构集团化运作模式、探索开展农村垃圾处理和

农村物业服务试点工作等,不断建立健全各项长

效机制,期间,完善、新建各类制度１３５个.

♦组织建设　２０１９年,开展“组织体系建设

三年行动”,加强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按程序

发展党员２１８名.对现任村(社区)“两委”班子

成员、调整补选的班子成员和后备干部１２０９名

会同纪委监委、公安和乡镇党委进行联审.开展

村(社区)“两委”班子履职情况“回头看”,对３９

名班子成员进行调整.对２０个软弱涣散党组织

开展整顿提升并全部通过县级验收.把村集体

经济巩固提升、提质复壮作为县乡村党组织抓基

层党建的重中之重,高位推进多措并举,全县

１０９个行政村村集体经济１０万元以上.开展多

形式建党９８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

暨青海解放７０周年庆祝活动,期间下拨活动经

费２８万元,慰问老党员、优秀党员１８９人.为全

县１８５名５０年以上党龄老党员进行集中慰问并

颁发«光荣在党５０年荣誉证书».加大对脱贫攻

坚各级巡视巡查反馈问题的整改工作,严格第一

书记和扶贫工作队员管理,落实工作经费１１４万

元,各级结对帮扶党组织、干部职工协调落实项

目资金１５９万余元,帮扶资金７９万余元.对基

层重点难点党建工作实行项目化管理,形成东川

镇“３６５”工作室、西滩乡边麻掌村“党支部＋文化

＋村集体经济发展”乡村振兴工作模式等党建品

牌群.强化机关党建工作,不断提升机关党建规

范化、制 度 化 水 平.承 办 全 州 机 关 党 建 工 作

会议.

♦干部教育培训　加强干部日常监督管理,

严格执行请销假、提醒约谈、调任转任审计等制

度.树立担当作为选人用人导向,２０１９年,提任

干部７２名,交流调整１０６名,其中提任脱贫攻

坚、“扫黑除恶”一线干部２３名.加强干部培训

挂职,组织２８７名乡科级干部、选调生赴焦裕禄、

红旗渠干部学院开展轮训,年内举办各类培训班

５２期３２２５人次,选派１５名干部赴山东省威海

市、省州进行挂职锻炼.关心干部身心健康,由

干部职工自行选择医院进行体检,２０１９年,参

检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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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育人才　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开展重点

人才项目需求申报服务工作,成功推荐１名高端

创新培养人才,引进１名京青服务专家.加大本

土人才培养力度,２０１９年,完成各类专业技术人

才培训３２５４人次、农牧区实用人才培训１０７４人

次.健全援青人才帮扶机制,推进“组团式”援青

工作,形成“威海智慧教育云平台”“鲁青眼科中

心”“门源城投公司”等一系列助力门源经济社会

发展的新亮点.同时顺利完成第三批、第四批援

青干部人才轮换交接,筹措５０万元专项资金用

于人才公寓建设.

(审稿:童守斌　撰稿:包继明)

宣传工作

♦概述　把主题教育纳入中心组学习,结合

“封闭式”读书班、“周末班”“夜读班”等,组织专

题学习６０次,通过外出轮训、讲党课、观看爱国

题材影片等形式,不断锤炼党员领导干部党性修

养,党员领导干部初心愈发闪亮,使命愈加明晰.

扩大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范围,组织全县副

科级领导干部学习县委理论学习篇目.引导党

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做到学以致用、知

行合一,筑牢思想防线.同时加强“感恩教育”让

党员干部懂得自己的成长离不开组织的信任和

培养、离不开农牧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把学习

成果体现在对党忠诚、能力提升、担当作为各个

方面.以党校为宣讲主体,发挥法德大舞台、文

艺巡演队、各类宣讲团的作用,通过“１＋３”宣讲

体系,围绕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省州全会精神、

脱贫攻坚、“扫黑除恶”、乡村振兴、移风易俗等内

容,将政策方针、党纪法规、生活变化、民俗风情

等融入主题,分赴各乡镇、各部门开展主题宣讲.

♦融媒体建设　１２月２７日,门源县融媒体

中心正式挂牌,融媒体中心打造集新闻宣传、政

务服务、民生服务、引领育人等功能为一体的全

新媒体平台,集中对所有新闻资讯、栏目进行统

一策划、采编、制作、包装、发布.发挥引导群众、

服务群众的重要作用,成为夯实意识形态工作根

基的重要手段,网上主流舆论的强大阵地.

♦制作«我和我的祖国»　为热烈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青海解放７０周年,拍摄

制作快闪«我和我的祖国»短视频和音乐风光短

片«我爱你中国»,在学习强国 APP、央视新闻移

动网、新华社 APP、今日头条、百姓一时间等各

类官方媒体转发后,阅读量、点击量突破１００万

次.举办“壮丽七十年 阔步新时代———我和我

的祖国”主题征文、“我和我的祖国”职工歌咏比

赛、“时代新人说我与祖国共奋进———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青海解放７０周年”

职工演讲比赛、“国旗与太阳同升起”等系列活

动,唱响礼赞新中国、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生

动展示门源与祖国、与青海同成长、同发展的成

就,激发干部群众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巨大

热情.

♦乡风文明建设　制定«关于推动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乡风的指导意见(试行)»,印发«关于健

全完善村规民约居民公约推进移风易俗的实施

意见的通知»,从革除农牧区陈规陋习、推动移风

易俗着眼,对红白喜事操办的程序、规模、礼金、

宴席等做出规定,将“软任务”变成“硬约束”.按

照试点先行、稳步推进、有效扩面的思路,推进四

个乡风文明建设试点村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

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掀起立新规、除陋习、

树新风的热潮,遏制讲排场、比阔气、铺张浪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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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现象,使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

升,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活力和精神动力.

♦内外宣传　县委宣传部围绕学习脱贫攻

坚、乡风文明、中央１号文件宣讲、“扫黑除恶”等

工作,聚焦门源县中心工作、重大决策,加强宣传

报道和舆论引导.用家乡的发展变化、城乡居民

收入的增长等最有说服力的事实,让党的惠民政

策落地有声,讲好干部群众同心同德奔小康的动

人故事,唱响“伟大祖国、全面小康”的动人旋律,

让党的声音成为时代最强音.立足县域生态优

势和文化旅游资源优势,围绕重要节庆节点,充

分展示门源山清水秀的自然风光、独具特色的地

域文化,让更多人看到、认识、关注、爱上“金色门

源”的历史美、人文美、自然美和生活美,塑造良

好对外形象.先后邀请２００余名各级新闻媒体

记者走进门源,抢抓热点新闻,捕捉精彩瞬间,推

出一批有温度、有情怀、有品质、有分量、有亮点

的新闻作品,全景式、立体化展现新时代的门源

风采.在新华网、今日头条等新媒刊登稿件５００

余篇(条),在“学习强国”平台刊登稿件１６条,新

华网青海频道在门源县采写的稿件«中国农民丰

收节:门源的秋天,是丰收节最美的色彩»,被新

华网总网评为２０１９年第三季度精品报道,在省

垣及其他媒体刊登稿件５００余条.

♦文明创建　制定«门源县市民公约»«门源

县市民文明行为“十要十不要”»等,印发«乡村振

兴文明底色»宣传册,加大公益广告宣传力度,

潜移默化向群众传递正能量;坚持以“创建五星

级文明户”为根基,用家庭的“小气候”温润社会

的“大环境”,深化文明家庭细胞创建工程,２０１９

年创评农牧区和城镇“五星级文明户”３９８３户,

修改完善«门源县“五星级文明户”“五星级文明

标兵户”奖励办法»,提升“五星级文明户”创建工

作的吸引力和荣誉感;坚持以“创建文明先进典

型”为支点,不断深化文明单位、文明村镇、文明

校园等创建内涵,１５７个单位、村镇等被评为国

家及省州县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典型.开展道德

模范、身边好人、好婆婆、好儿媳等评选活动,推

广建立善行义举榜,向百姓传递精神力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浩门镇主要街

道安装小公益广告牌１９０块,制作公益广告宣传

牌７４块.利用各 LED在电子显示屏滚动播放

价值观公益广告.依托春节之喜庆、端午之追

忆、七夕之忠贞、中秋之团圆、重阳之敬老等传统

文化,开展“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让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在门源大地上“落地生根”.

♦学习强国　为在全县营造“大学习”的浓

厚氛围,县委宣传部在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

部群众中推广使用“学习强国”信息化学习平台,

让“学习强国”迅速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指尖

上的加油站”,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

众的“最后一公里”.门源在职党员注册使用

率１００％.

♦“四力”教育实践　印发«门源县宣传思想

战线开展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教育实践

工作方案»,召开全县宣传思想战线“四力”教育

实践工作座谈会,号召全县宣传思想工作者走进

群众生活,走进田间地头,不断延伸宣传触角,用

双脚丈量大地,用双眼观察时势,用笔墨抒写时

代,推出一批有温度、有深度、有感情的新闻作

品,实践证明,增强脚力就是要保持“在路上”的

精神状态;增强眼力就是要善于观察、善于辨别;

增强脑力就是破除固有的思维定式、跳出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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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套路,勤于思索,深入思考;增强笔力就是要

掌握十八般武艺把宣传工作真正做到群众心

坎上.

♦文化繁荣　引导发挥乡镇文化站等阵地

作用,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施文化惠

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发展文联会员

３６０人,创作出版发行«金门源»系列丛书共４

期.围绕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青海

解放７０周年,创作出一批讴歌党、讴歌祖国、讴

歌人民、讴歌家乡的优秀作品,编辑出版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暨青海解放７０周年

门源县作家作品集«金门源»专刊,县文学作家作

品先后在«大观»杂志、«青海,我的家园»«青海回

族文学丛书»«红衣白马的女子们———青海当代

女诗人作品选»发表刊登;门源花海民族艺术团

在首届CRK中俄韩国际文化艺术节荣获国际交

流金奖;县摄影家苏兴汉摄影作品«生气的牛阿

婆»获得香港国际杯首届相约霞浦拍摄美丽的海

摄影大赛优秀奖,摄影家常明成摄影作品«专注

的表情»«校园保龄球»«小舞者»在«中国教师»杂

志社举办的全国摄影大赛中分别获得二等奖和

优秀奖;蒋海书法作品在第二届全国书画艺术大

赛中获得优秀奖;白延德书法作品在第二届“新

时代”全国诗书印联赛中获银奖.

(审稿:裴启翔　撰稿:吴海宁)

统战(民宗)工作

♦概述　落实“五＋四”主体责任,制定“三

会一课”学习计划.不定期开展干部交心谈心,

剖析自身存在的问题原因,教育引导干部主动认

识问题,做到查缺补漏,预防为先.以钉钉子精

神推进部门作风建设,确保“四风”不反弹.履行

“一岗双责”职责,抓好反腐倡廉工作.研究党风

廉政建设工作２次,讲廉政党课４次.“三公经

费”严格按照中央八项规定和有关财经纪律执

行,没有超支出现象.制定«２０１９年宗教寺院法

治宣传月活动方案»,组成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

寺院两个下乡工作组,到各寺院采取多种形式开

展宣传活动.把寺院法治宣传教育与“一讲两办

三推”相结合,实现宗教活动场所宣传教育全覆

盖.把寺院法治宣传教育与三月敏感时段维稳

工作相结合,开展寺院法治宣传和各类矛盾隐患

排查工作.把寺院法治宣传教育与发展成果感

恩教育相结合,增强广大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群

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强化对清真食品的市场

监管,消除僧侣管理中的“盲点”“死角”,开展防

范宗教极端思想的侵害工作.印发«全县宗教寺

院开展卫生集中整治活动通知»,推进全县宗教

活动场所人居环境集中整治工作,实现各宗教寺

院无暴露垃圾,无脏点死角,日常保洁到位,室内

东西摆放整齐有序、清洁,隔窗明亮,庭院内无杂

草丛生,庭院外环境干净优美,为全县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尽责出力.阴田乡上阴田清真寺专门

开展“发挥宗教领域正面引导作用,倡议参与人

居环境整治”的“卧尔兹”演讲活动.实施麻莲乡

李家沟清真寺、西滩乡西崖头清真寺、东崖头清

真寺、青石嘴镇青石嘴东寺、石头沟上寺、红沟清

真寺、阴田乡米么隆清真寺、上措隆滩清真寺８

座寺院的危旧殿堂维修项目,下达县级配套补助

资金１５２８万元.通过宣传引导,红沟清真寺、

米么隆清真寺在大殿屋面维修中,拆除大穹顶,

改为中式建筑风格.根据州委统战部«关于下拨

２０１９年宗教寺院活动场所国旗台修建经费的通

知»(北统发〔２０１９〕２７号),２０１９年下拨国旗台修

建经费５８７７４１万元,通过议标的方式,完成各

宗教寺院国旗台修建工作.省民宗委下达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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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数民族发展项目资金３６０万元,整合用于县

教育局幼儿园项目,由县教育局负责在全县范围

内实施村级学前教育配套附属设施补短板项目,

补齐深度贫困地区村级学前教育配套附属设施

项目短板.资金涉及全县４４所幼儿园的校舍电

采暖、电线、室内外墙粉刷、污水处理、化粪池水、

厕所、大门、封闭、彩钢屋面、更换门窗、围墙、水

泥地坪等项目建设.制定«“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学习计划»,通过集中学习、组织讨

论、观看电教片以及四次专题研讨、加深全体党

员干部的思想认识和使命担当.

♦民族宗教事务工作　先后到１０名统战对

象、１０座宗教寺院开展节日慰问活动,送去慰问

金２５万元;在“两节”期间,县佛协慰问在甘肃

拉卜楞寺学习进修的珠固寺探华活佛,送去慰问

金５０００元.穆斯林“开斋节”期间,慰问１０座清

真寺、１０名教职人员,送去慰问金１５万元.慰

问困难教职人员４０人,慰问金４万元.对２０１８

年度涌现出来的７４个宗教寺院民管会绩效考核

优秀民管会、５６名清真寺开学阿訇绩效考评优

秀、合格开学阿訇、９个宗教寺院社会管理工作

专项考核优秀、良好乡镇、２个先进单位进行表

彰奖励.１个寺院民管会发放基础奖.通过以

会代训方式,就宗教寺院完善管理机制、规范财

务管理、加强民管会成员和宗教教职人员管理等

方面提出新要求,并指出当前存在的问题,改进

的措施和方法.４月２９日,县民宗局组织２０１９

年朝觐人员举办培训会,省朝觐团一行７人围绕

“政策法规、省情介绍”为主题做了专题辅导.通

过培训,使广大朝觐人员初步掌握朝觐期间的一

些常识和要求,完成２０１９年朝觐工作任务,全县

８５名朝觐人员于８月２８日安全返程.召开意

识形态主体责任落实情况进行分析研判,辨析思

想文化领域突出问题,分清主流支流,对“三重一

大”事项开展专题研究.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统

战民宗系统学习的重要内容,在学习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十九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开展十九

大精神“进寺院”工作基础上,把法治宣传教育与

排查化解矛盾结合起来,与检查落实寺院社会管

理、民主管理、应急管理机制结合起来,与宗教界

代表人士的联系沟通和教育引导结合起来,使广

大僧众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

上同心同行.各寺院向玉树雪灾地区进行“情系

灾区,奉献爱心”等主题的捐款活动,全县各宗教

寺院为玉树灾区捐款近１９万元.开展“民族团

结进步＋健康”宗教教职人员免费体检活动,８８

名在岗阿訇和佛教僧侣参加体检,为每个体检人

员建立健康档案.开展常见病防治知识讲座,观

看门源县民族团结进步专题片«绵绵用力,久久

为功»和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让体检人员接

受一次民族团结进步和爱国主义教育.从«爱国

是信仰的一部分»«弘扬中道思想、远离偏激主

张»«从人类是同一祖先,认识民族团结的重要

性»«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四个方面,向

基层民族宗教干事,全县各清真寺开学阿訇、民

管会成员进行主题宣讲,充分发挥和调动起全县

广大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全县经济社会

发展中的作用.举办全县伊斯兰教教职人员培

训班暨伊斯兰教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

周年、青海解放７０周年“爱国爱教”主题论坛.

开展宗教领域学习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培

训会.１１月１２日,在县会议中心一楼大会议举

办为期一天的全县宗教教职人员、民管会成员培

训班,不断增强新时期宗教教职人员做好宗教服

务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提升宗教教职人员自

身业务水平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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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经济领域统战　组织本地部分企业

开展非公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户企结对”帮扶物

资发放仪式,计发放面粉２１２袋,大米９９袋,菜

籽油４６０千克,现金７０００元,总价值５２万余

元.联合县金融办组织全县３２家非公企业开展

政银企融资对接会,签订１４个意向性合作协议

贷款,额度３３１０万元.对“万企帮万村”精准扶

贫行动台账进行核对和补充完善,确保数据的真

实性和完整性.参与精准扶贫的４６家非公企业

数据均悉数录入,其中３３家企业为结对签约帮

扶,１５家企业为“户企结对”社会帮扶,２家企业

重复帮扶,故只算１个;结对帮扶贫困村４０个,

非贫困村６６个,帮扶资金１２２８８８２６万元,帮扶

人口２４８０３人.县工商联组织县内非公企业开

展２０１９年青海省非公有制经济专项扶持资金项

目补报工作,补报企业１４家,所有申报资料均上

报州工商联.对接威海市工商联考察团与门源

县各民营企业开展合作交流,资助门源县第三初

级中学贫困学生４０名,发放资助金４万元.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根据«海北藏族自治

州民族团结进步条例实施办法»对２０１４年考核

评定达标三年届满的单位进行重新命名.印发

«关于开展好“３月学校民族团结宣传月”活动的

通知»,树立“从娃娃抓起,从小培育”的理念,加

强对广大青少年学生群里的民族团结宣传教育.

推荐申报门源县寄宿制小学一号食堂班组为青

海高原“工人先锋号”候选单位.联合共青团门

源县委举办“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梦”青年歌手大赛暨中国好声音门源分赛区选拔

赛,推进门源县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展

示门源县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发挥民族文化在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中的引领作用,对促进各民

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起到重要作用.根据县目标

办文件要求,修改完善２０１９年度乡镇、单位(部

门)民族团结目标责任书.推荐浩门镇头塘村为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浩门镇气象路社区

党支部书记陈香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

♦对接开展侨务工作　２０１９年,按照机构

改革重组和部门“三定”方案,县委统战部挂“侨

务办公室”牌子.在加强与省、州侨务工作对接

基础上,争取到侨资雅居乐青海奖教助学金,根

据海北州侨务办«关于下拨２０１９年度雅居乐青

海奖教助学金相关事宜的通知»,全县１６名贫困

高中生、１２名优秀教师和１２名分界大学生受资

助、奖励,按贫困高中生每人每年１０００元、优秀

教师每名每年２０００元、贫困大学生每人每年

４０００元的标准,拨付８８万元奖励、资助资金发

放到受奖励、资助对象手中.

(审稿:马维汉　撰稿:马朝杰)

直属机关党委

♦概述　通过举办集体培训班、党员教育流

动课堂、演讲比赛、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利用

“固定课堂”“指尖课堂”“红色课堂”“流动课堂”

四个课堂,做到领导“带学”,分类“导学”,灵活

“促学”“三学”并进,抓好“学”的基础.推进学习

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组织引导党员干部在利用学

习强国、青海干部网络学院等学习平台的基础

上,自觉主动学、跟进学,坚持班子带头,率先垂

范,做到党员学习全覆盖、支部讨论全覆盖.确

保全员参与,学习教育“一个不落”.先后向各级

党组织征订«党章电视辅导教材»«党支部工作手

册»«党费工作手册»«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论述摘编»等党员教育培训资料２０００余

册,各级党组织开展集中学习３００余场次,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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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学习讨论１２０余场次.

♦组织体系建设　制定«门源县“党支部建

设年”活动实施方案»,督促指导各党组织督促指

导各级党组织严格执行“三会一课”纪实管理、班

子民主生活会、专题组织生活会、谈心谈话、党员

民主评议等组织生活等基本制度,规范«党组织

会议记录»«党支部工作记录»,在“管”上深化拓

展.建立发展党员“三项清单”,突出政治标准,

坚持党员标准、严格发展程序、严把党员“入口

关”,提高发展新党员的质量.同时结合主题教

育、“扫黑除恶”、脱贫攻坚、单位业务工作等工作

印发每月重点工作提示,组织引导各党组织实现

组织建设和业务工作两手抓、两促进.发展党员

３８名,培养入党分子４４名,按期转正３４名,召开

专题组织生活会１２０余场次,参与人数１０００余

人,年终评议党员１１７５人.组织各支部进行党

费收缴情况“回头看”,加强各支部党费收缴工

作,全年收缴党费３９０７２９０３元.

♦监督管理　组织引导各党支部开展廉政

教育,经常组织观看各类贪腐案件展览,听取廉

政教育专题讲座,让党纪党规铭记在党员心中.

分层分类对党务干部、机关党员干部和入党分子

开展教育培训;选派机关年轻党员党务干部到农

村一线、担任党支部书记,开阔视野,增长才干,

加快成长成熟.推进机关“一把手”上党课,分期

分批组织党员上讲台讲党课,以讲促学,先后组

织党员干部赴焦裕禄、红旗渠、井冈山等红色教

育基地,实地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合理设置和调

整党组织,配齐配强党支部班子,筑牢机关党组

织建设根基.加大软弱涣散党组织整顿提升力

度,建立“一个支部一个方案、一个问题一套措

施”开展软弱涣散党支部提升整顿工作.新设置

党支部４个,撤销、更名党支部１０个,调整党支

部班子５２个,充实党支部班子成员１２０余名.

♦重点工作　围绕县委县政府重要决策部

署,细化工作目标和措施,推动部门各项工作争

先进位.各部门各单位梳理工作职能和办事流

程,通过网站、公示栏、报纸等渠道宣传,扩大社

会知晓度,方便基层和群众办事.针对服务对

象,开通绿色通道,制定政策解读、帮办代办等系

列服务菜单,提供“点对点”“面对面”的个性化服

务.各机关党组织充分发挥部门人才、资金、项

目等方面的优势,与农村党组织联姻结对、与社

区党组织结对共建,做到资源共享、困难共帮、服

务共抓、文明共创.建立县级领导干部“１＋１０”

联系服务对象,全县１２０个行政企事业单位党组

织与１０９个村和８个社区党支部建立“联姻结

对”“共驻共建”关系,全县２０００名党员干部职工

与３０００多户贫困户“结对认亲”进行“一对一”联

姻扶贫,选派第一书记和扶贫(驻村)工作队员

１７９名到村开展工作,落实好“１２３”工作机制和

“双帮”工作责任.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期间,全县县直机关党组织中开展“认领微

心愿兑现爱心活动”,开展“微心愿”活动１８０次,

累计帮２６０余人达成微心愿.围绕“我以我行践

初心”,以“我的岗位我负责、我在岗位请放心”岗

位建功立业为主题,开展“三亮三比三评”和公开

承诺、践诺活动,在日常工作中亮出党员身份、岗

位职责和承诺事项,简化办事流程,推行“马上就

办”“一站式服务”,解决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

里”问题.

♦党建项目　形成如门源县文体旅游广电

局“党建＋”,门源县公安局“１＋６”工作模式助推

公安工作提质增效、门源县税务局以“突出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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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搭建三个平台、争创四个一流”为载体的

“党建＋纳税服务”,政法部门“法治宣传志愿服

务队”“模拟法庭进乡村”等党建品牌,促进党建

工作和业务工作相融合.

(审稿:李复云　撰稿:汪玉萍)

档案管理

♦概述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学习党的十九大历届全

会精神,省州县委全会精神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档案法»«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

办法»,深刻认识档案工作鲜明的政治属性和意

识形态属性,把牢档案工作政治方向,确保档案

工作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行.推进“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以“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为契机,增强全县档案工作者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

♦基础工作　发挥机关、社区、乡镇、村级组

织积累档案资源的主渠道作用,加强婚姻档案和

永久性档案接收进馆工作,对档案实体和档案信

息进行科学整合,新接收东川、泉口、西滩等乡镇

婚姻档案１０８５余盒,检索工具２６本;交通、财

政、宗教、统计等单位文书档案５８２余盒,检索工

具１０本.接待查阅人事、婚姻、会计、科技、死亡

档案６８２人次,调阅档案９６２卷,摘抄复制１１６１０

页.提高档案保管的现代化水平,做好馆藏档案

信息数据库异地异质备份工作;制定各种档案安

全预案,增强应对突发自然灾害及突发社会事件

的能力;加强对档案安全的监督、检查和整改,采

取防范措施,确保档案实体安全和信息安全.

♦业务工作　立足本职工作,把心思集中在

干事创业、服务中心和为民服务上的信心和决心

上来,增强全县档案工作者推动各项工作落实的

自觉性和坚定性,转化为推进档案事业科学发展

的工作动力.开展“６９”国际档案日主题系列

活动.活动结合改革开放４０周年,从新旧照片

的对比、建设成果等不同视角,展现改革开放的

伟大历程和辉煌成就.同时,结合精准扶贫,在

仙米乡大庄村开展宣传活动.发放宣传资料

２０００余份、摆放展板８块、悬挂横幅３２条.开展

诗歌朗诵、跳棋、呼啦圈等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营造向上、活泼健康的浓厚氛围,不断增强单位

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党的建设　严格落实学习制度,采取上党

课、自学与集中学习等方式,学习党的十九大精

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撰写

读书笔记、心得体会,争做合格党员干部.健全

“三会一课”、党员活动日等制度,按期召开组织

生活会,会前精心准备,查摆问题,会上进行党员

评议,评出优秀党员２名,合格党员３名.会后

制定整改方案.年内培养预备党员１名,使党员

干部增强党性认识,提升党员干部工作效能.同

时按照县委组织部要求,开展党费收缴和党员档

案信息排查工作.开展结对帮扶工作,组织干部

职工到联点村走访慰问,充分了解联点村民生产

生活状况,建立民情日记,发放结对帮扶联系卡,

了解干部职工帮扶对象的家庭状况、经济收入及

帮扶对象急需解决的一些实际困难.走访慰问

活动中,为１３户困难群众发放慰问品、慰问金合

计８９６元,慰问退休老党员８户,慰问金１６００

元.根据全县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工作,

制定«门源县档案局党支部关于开展集中整治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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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主义、官僚主义工作实施方案»«门源县档案局

开展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工作第二阶段

工作计划»,开展多次集中学习,召开专题研讨、

专题组织生活会.同时,排查和组织生活会梳理

问题,制定问题清单、整改清单和责任清单,坚持

“边查边改边建”的原则,逐条逐项进行销号管

理.按照机构改革要求,稳妥地推进机构改革,

配合做好职能划转和人员转隶工作,不折不扣落

实好各项改革任务.学习党的理论,提高政治站

位.党支部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

构改革的重要论述,自觉提升政治站位,强化责

任担当.学习机构改革文件,掌握改革任务部

署.利用例会时间传达学习«海北州机构改革方

案»«门源县机构改革方案»等文件,严格把握机

构改革的各个步骤节点,结合工作实际安排部

署,落实机构改革各项任务.

(审稿:张平　撰稿:马艳萍)

党校工作

♦概述　采取集中培训与分赴基层开展理

论宣讲、专题讲座和现场教学、教学与科研相结

合的方式,开展全县党员干部培训工作.先后举

办各类主体班１４期１０３１余人次,其中扶贫驻村

工作队员培训班１期６６人次,村社区、支部书记

及驻村第一书记培训班３期１９７人次,党支部书

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轮训培训

班２期２０９人次,村集体经济发展党员和致富能

人培训班１期５２人次,村主任后备干部培训班２

期１０９人次,村支部书记后备干部培训班４期

２１８人次,全县乡村纪检监察干部培训班１期

１８０人次;开展各类宣讲会７９场７６３８余人次,其

中理想信念专题宣讲１８场２２８８人次,扶贫政策

宣讲１１场６００余人次,“一讲两办三推”集中宣

讲３次９０余人次,入户宣讲７３人次,累计宣讲

人数１６０余人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宣

讲１４场５３５人次,省委十三届六次全会精神宣

讲２０场２０００余人次,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

１３场２０５５人次;配合县纪委在全县廉政教育基

地开展警示教育活动４９场２６１０余人次,发挥党

校在全县干部培训轮训工作中的主渠道和主阵

地作用.

♦科研工作　在州级以上报刊和电台投递

署名新闻稿件５条,在县广播电视台播发署名新

闻稿件３条;在«金门源»«门源党建»网络公众平

台发表新闻稿件９篇;５篇论文在«海北党校论

坛»(２０１９第１期)投稿刊发;１１篇论文参加全州

党校系统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暨

青海解放７０周年”理论研讨会,其中一等奖１

篇,二等奖２篇,三等奖３篇,优秀奖５篇,县委

党校获得优秀组织奖.

♦党建工作　落实“三会一课”制度,为本校

党员干部上党课９场次,为宝积湾村党员上党课

２场次,为向阳社区上党课１场次.召开集中整

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工作专题组织生活会.全

体党员干部、入党分子、群众代表１５人参加会

议.精准扶贫及“一讲两办三推”活动,发挥党校

职能作用,派出骨干教师与村党支部、村委会联

合举办共同上党课和各类专题培训,宣传学习中

央省委一号文件、“扫黑除恶”、法律法规、十九

大、党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支部条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省委十三

届六次全会精神等内容,为他们准确把握时代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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搏,了解和掌握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解放

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团结和带

领广大村民深化农村改革,调整产业结构,发展

特色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维护农村稳定大局,促

进农村两个文明建设,早日实现脱贫致富奔小康

的宏伟目标坚定信心,增强勇气.为联姻结对的

西滩乡宝积湾村两委班子解决价值６００元的办

公用品;全体党员干部７次到该村,为结对帮扶

的贫困户送去牛奶、方便面、鸡蛋、水果、面粉等

慰问品及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和国家扶贫日的

慰问和祝福;驻村扶贫工作队员开展“一讲两办

三推”工作,抽调２名教师骨干分赴皇城乡马营

村和西滩村开展“一讲两办三推”下乡活动,慰问

２名贫困党员,送去２００元慰问金.“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根据县委“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的安排要求,县委党校

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制定７天集中学习计划和３

个月集中学习计划及持续集中学习计划,安排自

学、专题讲座、主题党日、讲党课、观看电教片及

开展学习研讨会等形式的学习.集中学习２９

次,参学人员２９６人次;参加自学１５次１４０人

次;开展主题教育专题党日活动２次,参加党员

１１７人次;观看电教片及电影３场３５人次,开展

学习研讨４次２９人次,一把手上党课３次.在

全县党支部书记主题教育轮训班上发放意见征

求表１５０余份,收回１２５份,反馈意见建议１３６

条,开展两次检视问题,检视到问题２７条,其中

班子５条,个人２２条,制定整改措施２６条,完成

整改落实１９条.组织广大教职工先后参加向山

东威海市台风“利奇马”受灾群众捐款和“扶贫一

日捐”２次公益捐助活动,捐款５９３４元.

♦助力文明城市创建　坚持日常管理常抓

不懈,教学楼周边及教学楼内每天有专人清扫,

校内食堂、卫生间、教室、办公室整洁有序.门前

“三包”和责任区域环境整治工作常抓不懈.确

保校园“绿化、亮化、净化、美化”,为广大教职工

和学员提供良好的工作、学习环境.人文环境不

断优化,在教室里张贴政治标语和名人名言,对

学员实施潜移默化的教育;在走廊里,悬挂名人

字画及创建名言,营造文化氛围;根据本校工作

特点,规定文明用语和服务忌语,教育职工做到

讲文明讲礼貌,接待来人来访做到热情主动周

到,无“四难”“四乱”的情况出现.社会治安和综

合治理工作得到应有的重视,各种安全防范措施

到位,各种责任落实,未出现过失窃和刑事案件

的发生.

♦党风廉政建设　坚持把理论武装贯穿到

干部职工思想政治建设的始终,结合对中纪委、

省、州、县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精神的贯彻落

实,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开展以全县党风廉政建

设工作会议精神学习为主要内容的党风廉政教

育.采取支部集中学习、党课辅导、专题讲座等

多种方式,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加强政治理论

学习,不断增强党性观念和宗旨意识,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地位观、利

益观,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将县纪委印发

的有关党风廉政建设相关内容和各类腐败案例、

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工作相关资料、“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等内容,召集全体党员干

部学习,以腐败案例为戒,以文件、讲话精神为指

导,不断使党校的廉政建设取得新成效;把党风

廉政建设纳入议事日程,与党员干部目标管理结

合起来,与业务工作紧密结合,定期分析党风廉

政建设状况.做到逢会必讲廉政,对一些倾向性

问题和苗头进行批评教育,开好民主生活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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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在节假日来临前,召开廉政

会议,安排好值班人员,对车辆封存等问题严格

管理,年内未发生过节假日公费旅游或公费接

待、公车私用等违纪违规问题;开展谈心交心活

动,说服引导,经常提醒,时刻保持清醒头脑,牢

记党的宗旨,树立良好形象.开展谈心谈话５次

３８人次,组织观看反腐倡廉电教片８次、座谈讨

论２次,廉政党课３次.到结对帮扶村调查研

究,加强相关单位的联系,加大协调力度,总结经

验,寻找差距,对发现的问题汇总,研究对策,取

得实实在在的效果;开展党校廉政风险点排查,

排查面涉及领导班子、各科室负责人、教师、后勤

人员和司机,将排查内容进行整理,形成党校廉

政风险点档案.坚持以创树“公道正派、清正廉

洁”的干部形象为目标,健全和完善各项规章制

度,加强内部管理,建立长效机制,保证机关作风

的根本转变.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建立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对党校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主要任务进行分工,签订党校党风

廉政责任书,做到分工明确,责任具体,党校工作

计划和部署工作都把党风廉政建设作为和谐党

校建设的重要内容,与党校各项工作紧密结合,

把党风廉政建设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做到业务工

作和党风廉政建设一起部署,一起落实,一起检

查.做到党员之间和全体干部之间经常交心谈

心,检查党员廉洁自律情况,能严格执行党纪政

纪和单位内部的各项规章制度.结合党校的工

作实际,修订和完善教学管理、校务管理等２１条

规章制度,用健全规范的制度加强党员干部管

理.在抓好廉政教育的同时,构建个人自律和他

律相结合的党风廉政建设机制,力促党员干部廉

洁从政各项规定落实.开展领导干部诺廉评廉

活动,公开承诺,自觉接受党员干部监督;坚持和

完善党内政治生活的各项准则为重点,贯彻执行

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制止和克服在重大问题、

重大事项上个人说了算、搞“一言堂”的情况和议

而不决、决而不行、内耗严重等软弱涣散现象.

不断拓宽党内民主渠道,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使

普通党员干部有更多的机会参与重大事项的讨

论和决策,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使领导的决

策水平和工作效率明显提高.开展批评和自我

批评,加强党员干部的自身建设.为保证党校广

大党员干部做到敢于解剖自己,进行自我批评,

正确对待别人的批评,结合当前开展的集中整治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工作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查摆和检视出领导班子和广大党员在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业务工作方面存在的突出

问题,制定出整改方案,要求限期整改.

(审稿:李艳莲　撰稿:马晓高)

机构编制

♦概述　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

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方案»«青海省深化机构改革实施意见»«青海省

关于市县机构改革的总体意见»«青海省机构改

革方案»«青海省深化机构改革工作方案»等文件

精神以及州委关于机构改革有关要求,准确把握

中央和省州委改革精神,为做好改革方案预研奠

定坚实的基础.梳理全县党政群机构现状,分析

研究存在的问题,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措施办法;按照深化党和政府机构改革精神,对

全县党、政、群等机构进行前期调研准备工作,为

起草县机构改革方案提供科学依据.在吃透上

级有关文件及会议精神,经过大量实际调研摸底

的基础上,结合县情实际,制定«门源县机构改革

实施方案»,上报州委审批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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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３月２０日完成机构

改革工作.机构改革前,门源设置党政机构２８

个,其中党委机构７个(纪检监察机关１个,工作

机关６个),政府工作部门２０个、派出机构１个.

机构改革后,设置党政机构２９个,其中党委机构

７个(纪检监察机关１个,工作机关６个),政府

工作部门２２个.为保证机构改革顺利推进,成

立深化机构改革协调小组,统筹协调和推进全县

机构改革工作.协调小组下设办公室,抓督办落

实,掌握进展情况,协调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召开机构改革动员部署会,专题动员和安排部署

机构改革实施工作.县委领导从提高整治站位、

准确把握机构改革的总体要求,抓好机构改革工

作、完成改革任务,加强组织领导、严明工作纪律

三个方面明确工作要求.县深化机构改革协调

小组办公室印发«关于做好县直各部门“三定”工

作有关事宜的通知»(门机改办发〔２０１９〕１号)文

件,在“三定”草案审核中,坚持高度负责的态度,

严格按照州委州政府批准的«门源县机构改革实

施方案»的要求设置机构,调整职责.对涉及多

个部门职责分工的问题,协调相关部门面对面沟

通,达成一致意见.开展总结自查.机构改革完

成后,对机构改革情况进行总结,根据上级部门

的通知精神,开展评估自查工作.向州委编办上

报«门源县深化机构改革协调小组办公室关于上

报门源县党政机构改革自查情况的报告»(门机

改办发〔２０１９〕３号).通过机构改革实现党的领

导全覆盖.把加强党的领导落实到机构设置和

职能界定上,强化党的组织在同级组织中的领导

地位,健全完善党的领导体系,保持与州委和州

政府机构基本对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对群众普遍关心的卫生健康、医疗保障等

领域的机构职能调整优化;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方向,着眼转变政府职能,把侧重点放在推

进“放管服”上,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坚持优化

协同高效的原则,将协同体现在职能配置上,将

高效体现在运行机制上,严格对应党中央、省委

省政府、州委州政府机构改革;调整优化相应机

构和职能,坚持一类事项原则上由一个部门统

筹、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合理界定

部门职责关系.将分散在多个部门的各类应急

救灾管理职责,统一交由县应急管理局承担,确

保权责一致.针对全县生态地位重要的实际,设

立生态环境局,在县自然资源局挂林业和草原

局、祁连山国家公园门源县管理分局牌子.在县

农牧水利和科技局加挂县河湖长制办公室牌子.

严控人员编制总量,盘活存量,用好用活现有编

制资源.本着总量不增,有保有压的原则,在整

合内部资源、挖掘自身潜力上多想办法,随职责

变化,对工作职能增多的部门,适当增加编制和

人员;对职能弱化的部门,相应调减人员编制,发

挥现有编制资源的使用效益.严格按要求规范

核定领导职数,各部门工勤编制现有人员只出不

进,编制采取“退一减一”的办法收回.根据«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入推进

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的通

知»(厅字〔２０１６〕４９号)和«中共青海省委办公厅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青海省深入推

进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的

通知»(青办字〔２０１８〕６０号)精神,制定«门源回

族自治县浩门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组织

工作人员分别参加省政府审改办、州政府审改办

组织的政务服务平台对接工作培训.录入５８５９

项政务服务事项,各部门(单位)对录入的政务服

务事项进行修改完善,督促各部门完成权责清单

的调整工作,推进政务服务事项的规范化和标

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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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　根据党政机构

改革部门整合、职责调整情况,同步调整、划转事

业单位,更新机构编制和实名制管理系统.制定

事业单位机构改革方案,研究制定各行业改革的

具体政策措施,做好涉及的体制机制和机构编制

调整工作,推进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行业体

制改革.将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同时纳入党

政机构改革范围,将事业单位承担行政职责划入

行政机构.将县档案局的职责划入县委办公室;

将县老干部局承担的行政职能划入县委组织部;

将县政府教育督导室成建制划转到县教育局.

学习省州编办有关文件精神,开展调研,从机构、

编制、人员、资产、经营情况等方面进行调查摸

底,根据省州编办有关要求做好基本情况汇总上

报、意见征求等工作.严格按照规范程序,按时

完成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和设立、变更、注销

等工作.通过对各单位报送的材料、开展业务活

动情况、登记的宗旨和业务范围的开展活动情

况、开办资金变更情况等多方面的审查.对个别

单位存在的报送材料不规范、业务开展情况说明

过于简单等问题,提出改进意见,退回补充完善.

２０１９年,办理变更登记３０家,证书补领２家.在

州事登局抽查人员的带领下结合“双随机一公

开”工作要求,对５家事业单位法人开展法人登

记事项和２０１８年度报告公示信息抽查工作.机

关群团领取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证书２２家,其中

２０１９年初领证书１０家,办理变更登记１２家.采

取先进行统一纸质材料申请,再集中进行网上申

报录入,以减少申请注册失误.将网上名称管理

与事业单位年度报告、办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赋

码、每月工资联审等工作结合起来进行宣传,做

到凡来编办办理业务必过问域名注册使用情况,

使之经常化.全年,机关事业单位中文域名注册

１０４家,加挂标识９４家.

♦机构编制管理和统计　建立健全退役军

人服务保障体系,结合机构改革设立县退役军人

事务局,设立所属事业单位县退役军人服务中

心,为公益一类副科级事业单位,同时在乡镇综

合服务中心或社会发展服务中心统一加挂退役

军人服务站牌子.从门源县划转公安专项编制

１名、全额拨款事业编制２名到西宁廉政教育中

心(留置中心).为海北州第二高级中学下达中

小学全额预算事业编制２０名.严格执行工资联

审制度,财政统发工资编制审核制度,结合控编

减编工作要求,强化对全县机关事业单位机构编

制管理,严把编制关和进人关,开具编制审核单

２９份,办理编制审核１８５人次.更新实名制数

据信息,逐步完善人员信息,确保数据的真实性、

实效性、完整性,按要求做好统计报表的报送工

作.对全县各行政单位以及有关事业单位具体

负责机构编制信息工作的５０余人次进行培训.

做好空编补员计划的编制审核工作,做好考录人

员编制审核工作.全年开具考录编制审核单７

个,审核通过报考录计划数８２名,接收免费师范

生５名,接收医学定向生１０名.

♦机构编制监督检查　加强对机构编制违

规违纪问题清单整改台账进行动态管理,调整和

完善«机构编制问题台账»,２０１８年底问题存量８

个,其中违规问题４个,政策性超编问题４个;整

改完成５个,其中违规问题１个,政策性超编问

题４个.围绕机构改革、“放管服”改革、事业单

位改革、监察体制改革、巡视(巡察)、审计等工作

发现的突出问题开展专项督查,确保各项政策措

施落到实处.向各乡镇、县委县政府各部门、各

群众团体转发«中央编办关于十九届中央第一轮

巡视选人用人专项检查发现的机构编制问题及

整改工作通报»,安排各部门开展自查整改,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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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编制问题自查报告.充分利用３月１０日机

构编制政策法规宣传日开展宣传,选取“１２３１０”

举报电话及受理内容、编制审核通知单制度、严

禁“条条干预”、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机构编

制管理纳入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范围等法规

政策为宣传重点,到人群聚集的广场,采取悬挂

标语横幅、摆置展板、发放宣传资料,设立咨询服

务台等方式,进行宣讲答疑,提升干部群众机构

编制法制意识.

♦自身建设　印发门源县机构编制管理办

公室«关于严明工作纪律加强作风建设的通知»

(门编办发〔２０１９〕１５号),加强作风纪律建设,从

严正风肃纪.严格落实重要节点廉洁自律各项

规定,杜绝节假日腐败浪费行为,引导全体干部

职工带头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提

升个人品德修养,树立新时代编办系统干部的良

好形象.制定«县编办２０１９年党风廉政建设工

作计划»,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新一届中央编委

第一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省委编委第一次会

议精神,专题学习省编办主任会议精神.印发

«县编办２０１９年纪检工作要点»,签订党风廉政

建设目标责任书、廉洁自律承诺书,落实党内民

主决策、“三会一课”、民主(组织)生活会、民主评

议、谈心谈话等制度,落实“三重一大”集体决策,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推进党内政治生活常态

化.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按党

支部要求参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封

闭学习会、主题教育集中学习会,根据安排参加

党支部的学习研讨会,加强党员干部党性修养.

开展«严以修身、用权、律己;谋事、创业、做人要

实»«学习领会讲话精神,提高机构编制工作政治

站位»«公文格式»«传达学习遵义会议精神»«贯

彻落实‹条例›,为新时代机构编制工作提供制度

保障»等授课活动.采取领导干部带头讲、干部

职工人人讲的方式,调动全体工作人员参与学

习,大兴学习之风,苦练基本功,提升全体干部职

工的思想政治素养和政治理论水平.学习«全州

编办系统资产清查工作方案»,根据任务分工,组

织工作人员将固定资产账、实物、资产标签逐一

进行核对.制定«县编办２０１９年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要点»«县编办２０１９年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

作安排»«２０１９年普法治理工作要点»,对精神文

明建设、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普法工作做出部署,

明确专人负责,组织领导全体干部职工参与.结

合“岗位讲坛”活动,采取集中学习、自学、研讨交

流、人人授课等形式,通过“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

法考试平台法宣在线”“青海干部网络学院”“学

习强国”等平台,督促学习,把学习领会十九大精

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宪

法»«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等作为学习

的重要内容,不断提升全体干部职工的政治理论

素养.开展先进人物事迹学习、参加省委编办组

织的职工文体活动、联合县人社党支部开展党员

主题日、组织党员开展党员进社区、注册使用“全

国工会电子职工书屋”、开展知识测试、宣传日活

动等,使全体干部职工参与到精神文明建设、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普法工作中.

(审稿:贾才旦　撰稿:齐海连)

门源县人大常委会

重要会议

♦人民代表大会　３月２６日上午,门源回

族自治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

门源县会议中心召开.出席会议的人大代表

１２９人.会议听取和审议«县人民政府工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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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县

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县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大会审查和批准２０１８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９年计划草案的报告(书面)、

２０１８年财政收支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１９年财政

收支预算草案的报告(书面).审议通过关于制

定«门源回族自治县饮用水水源保护管理条例»

的决定.表决通过关于组建县第十七届人民代

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的决定、县第十七届人民

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人选.选举产生

门源回族自治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

员会主任委员２名.

８月２７日上午,门源县十七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六次会议在门源县会议中心召开.出席会

议的人大代表１２３人.会议听取和审议县政府

«关于门源回族自治县环境状况和２０１８年环境

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审议通过«门源回族

自治县城镇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修订).

会议选举马晓峰为县政府县长;补选马晓峰、朱

林、康秀莲同志为海北藏族自治州第十四届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

♦第二十次常委会　１月２４日,县第十七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二十次常委

会.县人大常务委员会主任马玉柱,副主任康秀

莲、马应虎、杨建清和委员２１人出席会议.县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孙金林,县人民法院副院长董永

安、县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张锦德及县政府办公室

主要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马玉柱主持.会议表决通过关于接受黄继成辞

去门源回族自治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职务和海北藏族自治州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职务的决议;表决通过关于接受黄继成辞去

县政府县长职务的决议.

♦第二十一次常委会　３月１日,门源回族

自治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

第二十一次常委会.县人大常务委员会主任马

玉柱,副主任康秀莲、马应虎、杨建清和委员２２

人出席会议.县监察委员会主任司福章,县政府

副县长周洛,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孙金林,县人

民法院副院长蔡永禄列席会议,仙米乡人大主席

陈文生应邀列席会议,会议由县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康秀莲主持.会议讨论通过县人大常委会

２０１９年度工作计划;审议通过县人大常委会工

作报告;审议通过门源回族自治县第十七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宜;会议依照法定程

序进行人事免职.会议决定免去:杨延玉的县民

族宗教事务局局长职务;牛占魁的县人民法院审

委会委员、审判员、民事审判庭庭长职务;刘发荣

的县人民法院审判员、刑事审判庭庭长职务;贾

武的县人民法院审判员的职务.

♦第二十二次常委会　４月３日,门源回族

自治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

第二十二次常委会.县人大常务委员会主任马

玉柱,副主任康秀莲、杨建清和委员共２１人出席

会议.县监察委员会主任司福章,县政府副县长

丁国胜,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孙金林,县人民法

院副院长蔡永禄列席会议,西滩乡人大主席马福

全、皇城乡人大主席冯兴刚应邀列席本次会议,

会议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玉柱主持.会议依

照法定程序进行人事任免.会议决定任命:刘芝

强为县政府办公室主任;陈义云为县发展和改革

局局长;马文海为县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局长;

汪吉福为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马生莲为县民

政局局长;张世军为县司法局局长;陈玉正为县

财政局局长;王宇明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局长;苏建忠为县自然资源局局长;谢浩成为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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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局局长;孔庆宏为县交通运输局局长;

贾文加为县农牧水利和科技局局长;王延生为县

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马国青为县卫生健康局局

长;胡永峰为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秦忠辉为

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沈昕为县审计局局长;马国

良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陈宝德为县统计局

局长;夏青艳为县医疗保障局局长.会议决定免

去:马国良的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职务;沙登清的

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冯秀英的县司法局局长职

务;苏建忠的县民政局局长职务;陈义云的县财

政局局长职务;谢浩成的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局长职务;童守斌的县国土资源局局长职务;

王宇明的县旅游局局长职务;沈昕的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局长职务;陈宝德的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职

务;贾文加的县农牧和科技局局长职务;马国青

的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局长职务;胡永峰的县环

境保护和林业局局长职务;秦忠辉的县审计局局

长职务;马文海的县经信商务和安全生产监管局

局长职务;王永林的县水利局局长职务;杜卓玛

的县文体广电局局长职务.新任命人员陈义云、

孔庆宏同志代表２０名新任命人员表态发言,举

行宪法宣誓仪式.

♦第二十三次常委会　６月１０日,门源回

族自治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

行第二十三次常委会议.县人大常务委员会主

任马玉柱,副主任康秀莲、杨建清和委员２２人出

席会议.县监察委员会主任司福章,县政府副县

长丁国胜,县人民法院院长韩忠明,县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孙金林列席会议,浩门镇人大主席马石

贤、麻莲乡人大主席张庆瑛应邀列席会议.会议

依法进行人事任免.会议决定任命:马晓峰为县

政府副县长;马福元同志为县监察委员会副主

任;郭晨为门源县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奚斌圣

为门源县法院孔家庄法庭庭长;马海花为门源县

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鲁云为门源县法院执行庭

庭长;马桂香为门源县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审

判员;刘延林为门源县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

马剑龙为门源县法院执行庭副庭长、审判员;马

雪莲为门源县法院审判员.会议决定免去:郭晨

的门源县法院旱台法庭庭长职务;苏庆的门源县

法院执行庭庭长、审判员职务;刘延林的门源县

法院孔家庄法庭庭长职务;奚斌圣的门源县法院

孔家庄法庭副庭长职务.新任命人员马晓峰、马

福元、郭晨同志代表新任命人员做了表态发言,

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第二十四次常委会　６月２６日,门源回

族自治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

行第二十四次常委会.县人大常务委员会主任

马玉柱,副主任康秀莲、杨建清和委员共１８人出

席会议.县监察委员会主任司福章,县政府副县

长丁国胜、坎本才让,县人民法院院长韩忠明,县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孙金林列席会议,阴田人大主

席颜丽栋、苏吉滩乡人大主席金声应邀列席会

议,会议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玉柱主持.会议

学习«张 光 荣 同 志 在 全 省 人 大 系 统 学 习 贯 彻

习近平总书记人大制度重要思想交流会暨人大

常委会主任培训班上的讲话»;听取和审议县政

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贯彻

实施情况的汇报;听取和审议县人大常委会执法

检查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执法检查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县政府关于全

县中小学去行政化工作和后勤管理工作情况的

汇报;听取和审议县人大常委会视察组关于全县

中小学去行政化工作和后勤管理工作情况的视

察报告.会议决定任命:杨延志为门源县人民检

察院副检察长;马延龙等１５名同志为人民陪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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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议决定免去:高晓梅的门源县人民检察院

检察员职务.

♦第二十五次常委会　８月１４日,门源回

族自治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

行第二十五次常委会.县人大常务委员会副主

任康秀莲、马应虎、杨建清和委员共１９人出席会

议.县监察委员会主任司福章,县政府副县长马

生明,县人民法院院长韩忠明,县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孙金林列席会议,麻莲乡人大主席张庆瑛、

阴田乡人大主席颜丽栋应邀列席会议,会议由县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秀莲主持.会议传达学习

张光荣同志在全省人大系统党建工作会议上的

讲话;依法罢免白顺兴海北藏族自治州第十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听取和审议门源县监委

«关于“扫黑除恶”监督执纪问责工作开展情况的

报告»;决定召开门源回族自治县第十七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的有关事宜;会议依照法定

程序进行人事任免,举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决

定任命:秦婷为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审判员(挂职);云生旭为县人民法院审判员.会

议决定免去:蔡永禄的县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

员职务.

♦第二十六次常委会　８月３０日,门源回

族自治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

行第二十六次常委会.县人大常务委员会副主

任康秀莲、马应虎、杨建清和委员共１９人出席会

议.县政府副县长坎本才让,县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孙金林,县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孙军浩,县人民

法院副院长董永安及县财政局、县审计局、县发

改局、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县农牧水利和科技局

等相关单位负责人列席本次会议,仙米人大主席

陈文生、皇城乡人大主席冯兴刚应邀列席会议,

会议由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秀莲主持.会议

传达学习省委十三届六次全会和州委十二届六

次全会精神;听取和审议县政府关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报

告;听取和审议县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执法检

查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县政府关于全县农牧

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县人大

常委会视察组关于全县农牧区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的视察报告;听取和审议县政府关于２０１９年

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

告;听取和审议县政府关于２０１９年上半年财政

预算执行情况的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县政府关

于２０１８年度县本级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

政收支情况的审计报告;听取和审议２０１８年度

县本级财政决算的报告;批准２０１８年度县本级

财政决算.

♦第二十七次常委会　９月２３日,门源回

族自治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

行第二十七次常委会.县人大常务委员会主任

马玉柱、副主任马应虎、杨建清和委员１８人出席

会议.会议由县人大常务委员会主任马玉柱主

持.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人民代

表大会成立６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接受马智良

辞去海北藏族自治州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职务的请求和杨文义辞去门源回族自治县第

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终止杨文

义门源回族自治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职务.

♦第二十八次常委会　１０月３１日,门源回

族自治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

行第二十八次常委会.县人大常务委员会主任

４０１

门源年鉴(２０２０)



马玉柱,副主任康秀莲和委员共１９人出席会议.

县监察委员会主任司福章,县政府副县长华卡才

让,县人民法院院长韩忠明,县人民检察院副检

察长杨萍及农牧水利和科技局、教育局、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生态环境局、自然资源局、民宗

局、县民政局、发展和改革局、扶贫开发局、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文体广电旅游局、残联等主要负

责人列席会议,浩门镇、皇城乡、苏吉滩乡、西滩

乡、麻莲乡、阴田乡人大主席应邀列席会议,会议

由县人大常务委员会主任马玉柱主持.会议听

取和审议县政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贯

彻落实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县人大执法检查

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贯彻落实情

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县政府关于２０１８年县人

大视察调研、执法检查工作中提出问题的贯彻落

实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县政府关于县十七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第六次会议意见建议办理

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县人民法院关于矛盾纠

纷多元调解机制的专项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县

人民检察院关于开展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的专项

工作报告;依照法定程序补选孙绣宗为海北藏族

自治州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决定

任命:易钧为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

会委员、检察员,代理检察长职务;孙军浩为县监

察委员会副主任.新任命人员易钧、孙军浩同志

作表态发言,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第二十九次常委会　１２月３０日,门源回

族自治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

行第二十九次常委会.县人大常务委员会主任

马玉柱,副主任康秀莲、杨建清和委员共２１人参

加会议.县监察委员会主任司福章、县政府副县

长周洛、县人民检察院院长易钧、县人民法院副

院长董永安及县政府办、交通局、扶贫开发局、财

政局主要负责人列席会议,仙米乡人大主席陈文

生、苏吉滩乡人大主席金声应邀列席会议.会议

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玉柱主持.会议传达学

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听取和审议县政府关

于２０１９年财政收支预算调整变动情况的报告;

听取和审议县政府关于２０１８年度门源县行政事

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

议县政府副县长周洛、县交通运输局局长孔庆

宏、县扶贫开发局局长杨春旺三名同志履职工作

情况汇报并进行工作评议.会议通过关于批准

调整２０１９年财政预算报告的决议.

中心工作

♦概述 　 在 县 委 的 坚 强 领 导 下,坚 持 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

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紧扣县委发展思路,紧扣回应人民群众普遍关

切,勤勉履职,务实进取,为推动全县经济社会又

好又快发展发挥作用.全年召开主任会议１２

次,召开常委会议９次,听取和审议各项工作报

告１３项,开展视察调研活动４次,专题询问１

次,开展执法检查３次,完成县十七届人大五次、

六次会议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常委会坚持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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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作为首要政

治任务,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政治立场、

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在党的

领导下坐标定位、行权履职,主动把人大工作置

于全县大局之中谋划推进.严格执行向县委请

示报告制度,请示报告常委会重点工作、重要会

议、重要活动、重大决议决定,自觉把人大工作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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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县委领导之下,向县委请示报告党组工作２９

次.常委会坚持党管干部与人大依法任免相统

一,落实任前法律知识考试、供职报告、任职表

态、颁发任命书、宪法宣誓等制度,按法定程序全

年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７０人次.依法补选州

人大代表５名、县人大代表８名,罢免代表资格１

名,终止代表资格２名,实现人民意志与落实党

委意图的有机统一.

♦立法工作　２０１９年,常委会健全党委领

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立法工作格

局,注重提高立法质量效率,建立对改革发展管

用、人民群众拥护、富有地方特色的良法.制定

«门源回族自治县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管理条

例»,修订«门源回族自治县城镇市容和环境卫生

管理条例»,两条例获准施行,条例的制定为饮用

水水源地保护区管理、城镇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

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门源县立法工作得到省人

大肯定,在全省立法经验交流会上做大会发言.

♦监督工作　听取和审议国民经济计划、财

政预算执行、预算调整、国有资产管理、审计等工

作报告,做出决议决定.生态环保建设中听取和

审议县政府关于２０１８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

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与县政协联合就浩门镇主

要街道环境集中整治工作开展视察,形成翔实的

调研报告.民生福祉工作中对全县中小学开展

去行政化和后勤管理工作进行视察调研,召开专

题会议,为全县教育改革工作“把脉开方”,出谋

划策.在执法检查中常委会开展对«道路交通安

全法»«水法»«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三部法律在

门源县贯彻落实情况进行执法检查,提出高质量

操作性强的意见建议.“一委两院”工作监督工

作中先后听取审议县监委«关于门源县“扫黑除

恶”监督执纪问责开展情况»专项工作报告,县法

院«关于矛盾纠纷多元调解机制»工作报告和县

检察院«关于开展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报告.人

大信访工作中及时转办群众来信来访４件１２人

次,加强跟踪督办,推动群众合法合理诉求得到

妥善解决.干部履职中对１名副县长和２名局

长自任职以来的工作进行履职评议,实现对事对

人“双监管”.

♦代表工作　常委会坚持服务导向,突出代

表主体地位,改进代表活动方式,加强意见建议

督办,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根据“两个办

法”,加强对委员和代表的履职管理,常委会会议

出席率、发言率显著提升,增强代表的履职自觉

和效能.年内举办人大代表培训班２期,选派人

大代表和干部参加省、州各类学习培训班８期

８４人次,组织３０名县人大代表和干部赴异地培

训,逐步实现人大代表在任届内普遍接受一次培

训的目标.开展以“代表集中学习培训、代表集

中视察、代表民生实事项目跟踪督导、人大代表

意见建议督办、代表联络站主题接待、代表走进

站所、代表向选民述职、代表走出去观摩学习”等

各项活动.对县十七届人大五次、六次会议期间

收到的１０２件代表意见建议严格按常委会领导

集体督办、主任副主任领衔督办、相关专委跟踪

督办、人大代表参与督办、政府主管领导挂牌督

办、政府部门联合督办的“六办”机制抓落实,把

好建议提出、交办、督办、结果及满意度等关口,

加大代表建议办理力度,于年底听取和审议县政

府关于县十七届五次、六次人代会以来的代表意

见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提出存在的问题和整改

的建议.

♦自身建设　常委会贯彻从严治党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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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和制度建设,打

造让党委放心、人民满意的模范机关.常委会贯

彻从严治党新要求,通过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活动狠抓政治思想建设,主题教育

活动中,党组成员讲党课３次,开展主题研讨４

次,开展专题调研４次,查找征求的３３条意见建

议都逐一整改落实到位.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制和“一岗双责”要求,狠抓作风建设规范

履职行为.坚持网上网下共同发力,狠抓宣传突

出营造氛围.在常规抓好乡镇人大工作的基础

上,开展“乡镇人大建设年”活动,对乡镇人大的

“硬件”和“软件”建设进行“检视”,促进乡镇人大

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推动门源县基层民主法治

建设进程.

(审稿:马玉柱　撰稿:马靖)

门源县人民政府

中心工作

♦概述　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３３７４亿

元,同比增长３８％;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１１５４亿

元,同比增长８１％;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１１４８亿元,同比增长６２％;完成财政公共预算

收入１０２亿元,同比增长１６％,是海北四县中

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县,为全州经济止跌回升贡献

门源力量.

♦农牧业经济　按照“稳粮油、强草业、抓特

色”的总体思路,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农牧业转型

升级.２０１９年全县农作物播种面积２９６万公

顷,粮油特种植比例为４８∶４０∶１２.草场面积

４５７６万公顷,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７１２６％,县

属可利 用 草 场 ３８８８ 万 公 顷,繁 活 各 类 仔 畜

３８８９万头只,出栏３１９２万头只、肉类１０８万

吨.总投资１５４１亿元的农牧水利项目６５项,

在发展传统养殖业的同时,适度规模发展以西门

塔尔肉牛、湖羊、白牦牛、林麝为主的特色养殖

业,建立浩门马养殖基地、林麝养殖基地、冷水鱼

繁殖和育苗基地各１处、白牦牛养殖基地２处,

养殖西门塔尔肉牛２２万头,湖羊４５２３只,白牦

牛８０００余头,林麝６０只.充分发挥门源县省级

现代农业产业园功能,引进和建成一批有规模、

带动能力强的农畜产品加工企业.全县农畜品

加工企业２０多家,通过“公司＋基地＋农户＋市

场”的生产经营模式,形成以食用植物油、青稞

(青稞酒)系列产品、牛羊肉制品、奶制品、蜂产

品、饲草、香菇、蕨麻初加工为主的农畜产品加工

链条.培育“皇城老牧人”“青源二八八二”香菇

产品等１０余个高原农畜产品品牌,“门源小油菜

籽”品牌入选中国农业品牌目录.

♦工业经济　１~１０月,全县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 完 成 工 业 总 产 值 ４８４ 亿 元,同 比 增 长

１０８％.工业增加值２４亿元,同比增长６８％.

以海北山东生物园区为载体,不断创新招商方

式,优化招商环境,推动招商引资增效,２０１９年

签订“青洽会”招商引资项目７项,协议资金６０２

亿元,签约项目涉及工业、商贸、旅游等领域.总

招商引资统计项目２３项,实现招商到位资金

３０２亿元.开工建设总投资３２０万元的园区基

础设施道路建设;总投资１３８１６万元的青海弘大

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浓香菜籽油项目设备安

装完成;完成青稞麦绿素系列功能食品建设项

目、藏区有机青稞产业化建设项目的备案、选址

等前期工作.商贸流通服务业发展平稳,１~９

月份,全县社会消费零售总额８１５亿元,同比增

长９４％,限额以上零售业商品销售额２５２５８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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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同比增长６８９４％.建成乡镇电商服务站１２

个,乡镇覆盖率１００％;建成村级电商服务点７０

个,行政村覆盖率７５％,其中贫困村电商服务点

４４个,实现贫困村全覆盖,另建设完成５个旅游

电商服务网点,建成淘宝、微店等网店１００余家.

全县 注 册 商 标 数 ３３０ 个,实 现 电 商 交 易 额

１９３１０７万元.

♦旅游产业　开工建设总投资１１２５万元青

石嘴游客服务中心项目、总投资１５３５６６７万元

的门源县全民健身中心和非物质文化展演中心

项目、总投资３７９１万元的行政服务中心和信息

服务中心项目和总投资１０５４万元的门源县广播

电视台 演 播 厅 (室)装 修 工 程、设 备 购 置 项 目

(EPC)项目.对接“百里花海”和“千亩锦绣花

田”重点项目落地建设情况,两项重点项目发布

招标公告.加大对全县２９处文物(国保２处、省

保１３处、县保１４处)的保护力度.严格落实属

地管理责任,加大对重点景区摊点、购物店、餐馆

等涉旅企业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尤其对青石嘴镇

出现的“蜜蜡购买”“天价药”等事件依法进行处

置,形成强大震慑.建成以祁连山生态牧场为代

表的一批新型农牧旅游融合发展的产业基地,旅

游业综合效益不断提高.全县接待国内游客

３５３４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１０４５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１５％和２１％.

♦项目建设　加大项目争取力度,通过衔

接,申报２０２０年各类建设项目１７０项,投资总量

３９８亿元,现落实６８项、资金２１２亿元.结合

“项目生成年”活动,紧盯国家政策和投资导向,

着重围绕生态建设、产业发展、全域旅游、基础设

施、民生改善等领域,谋划出一批填补行业空白、

提升产业层次、引领发展转型的大项目,全县谋

划储备“十四五”时期各类项目１９２项,总投资

２３１亿元.同时,按照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

增后劲的要求,在剔除不符合国家规定、产业政

策和规划要求项目的基础上,录入国家重大建设

项目库和全省“三年滚动投资计划”的谋划储备

项目１３８项,总投资１２２０４亿元,保障项目建设

的延续.１~１０月份,纳入全县动态管理台账的

１８７项续建、新建项目中,开复工１７３项,开复工

率为９２５％,未开复工１４项;其中续建项目１２９

项,复工１２６项,未复工３项;新建项目５８项,开

工４７项,未开工１１项.年内开复工新建、续建

交通项目２０项,总投资９９６７０３万元,总里程约

４８７千米.

♦生态环境建设　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更

加突出的位置,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对照年度环境保护工作目标责任书,落实

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整治生态环境突出问

题,强化生态环境恢复治理,推行河湖长制,推动

重大生态工程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理念深入人

心,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工作成效显著.推进中

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浩门镇生活垃圾填埋

场渗滤液池损坏等问题得到整改,浩门镇生活垃

圾运送至青石嘴垃圾填埋场填埋.推进“山水林

田湖草”项目建设,年内完成投资２８亿元.开

展污染防治攻坚战,年内拆除１０蒸吨以下的燃

煤锅炉９台,取缔乡镇燃煤锅炉９台,完成空气

源热泵建设;建立“散乱污”企业台账;责令１０家

加油站安装油气回收装置;督促施工企业落实“６

个１００％”控尘措施;整治县级自查和省级督察

反馈的７３项饮用水水源环境问题;取缔乡村２８

处非正规垃圾堆放点.开展环境保护执法,对重

点排污企业开展每月不少于１次的监督检查,按

季度执行“双随机”抽查;联合相关部门开展“绿

８０１

门源年鉴(２０２０)



盾２０１９”祁连山国家公园执法行动;开展企业环

境信用评价工作;２０１９年受理信访案件６起,办

结率１００％;立案查处环境违法案件４起,结案２

起,执行２起,罚款１７７万元.推进全国第二次

污染源普查、２０１９年县域生态考核、生态文明县

创建等工作.

♦民生福祉　完成贫困人口稳定脱贫,４４

个贫困村全部退出.落实中央和省州县财政扶

贫资金１３２亿元,实施光伏扶贫项目、泉口镇腰

巴村乡村旅游扶贫项目、珠固乡东旭村乡村旅游

扶贫项目、２０１８年泉口镇后沟村、沈家湾村易地

扶贫搬迁项目等１６个项目.推进第二小学改薄

项目、却藏、塔龙滩、泉沟台、西沙河幼儿园、第三

初级中学和第二寄宿制初级中学体育活动室建

设等重点项目建设工作.落实学前教育阶段各

级各类教育资助政策资金７６５６４万元,受益学

生６４５１人次;落实义务教育阶段各级各类教育

资助政策资金５５１２２９万元,受益学生６７３２８人

次;落实高中教育阶段各级各类教育资助政策资

金９１３１万元,受益学生１７２６３人次;落实中等

职业 教 育 阶 段 各 级 各 类 教 育 资 助 政 策 资 金

１３３３１万元,受益学生１０９１人次;受理大学生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２０１８５５万元,受益学生

３２５６人.对２３５５名家庭贫困学生筹措帮扶资

金２０９２５万元.落实健康扶贫“四全免、六减

免、四优先、十覆盖”优惠政策,开展“三个一批”

行动,实行贫困人口“双签约”服务.推行“先住

院后结算”服务模式.住院患者实现基本医保、

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一单式”即时结算,减轻就

医负担.减免门诊住院患者医疗费用１３余万

元.基本医疗保险累计参保１４７５５３人,完成年

度目标任务１５０２８６人的９８％.其中城镇职工

８４７３人,城 乡 居 民 １３９０８０ 人,生 育 保 险 参 保

４９６９人.全县１２１９９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３０５９人,贫困人口全员参保;为全县１３８７８名特

殊人群每人代缴２６６元参保金,代缴３６９１５万

元.做好异地就医结算工作,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３２９人次,报销费用３３７万

元;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６５人

次,报销费用１０１８万元.加大保障性住房建

设,落实农牧民危旧房改造项目任务１４７户、棚

户区 改 造 项 目 １４０２ 套、高 原 美 丽 乡 村 建 设

１０个.

♦社会事业　完成１６５１个退役军人和其他

优抚对象信息采集工作,１００％完成全县现役及

退役军人家庭发放、悬挂光荣牌,对３０名自主就

业士兵按时足额发放一次性经济补助２１７４５万

元;向现役义务兵发放家庭优待金６９万元;向

６０周岁以上农村籍退役士兵、“三属”、两参人

员、烈士子女、伤残抚恤人员及４２０名优抚对象

发放各类优抚补助金２５８２４万元;为符合条件

的３８９名优抚对象进行免费体检;组织符合条件

的残疾军人和涉核人员前往省内疗养机构进行

疗养.依法加强管理宗教事务工作,加大寺院法

制宣传工作,利用３月份“寺院法制宣传月”活

动,引导宗教教职人员严格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

围内,依法开展宗教事务.与开学阿訇签订责任

书和承诺书.受理各类纠纷４８７件,调处成功

４８７件,调处成功率１００％.

♦党的建设　政府党组以上率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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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推动政府

系统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高政治自觉和政治站

位,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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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权威、捍卫核心、对党忠诚的政治立场更加

鲜明.扛起主体责任,推动党风廉政建设、意识形

态、基层组织建设、维护社会稳定、依法治县责任

落实,持之以恒转变作风,坚持把转作风、强素质、

优环境作为推进工作的关键,坚持重大事项向县

委请示报告,执行县人大常委会决定,采纳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的意见和建议,办理人大代表意见建

议和政协委员提案.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

细则精神和省州县委有关措施,驰而不息纠正“四

风”,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厉行勤俭节

约.坚持问题导向,严格落实“一岗双责”,主动适

应全面从严治党新常态,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

前面,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定不移地推进党风廉

政建设工作,政治生态逐步好转.

(审稿:刘芝强　撰稿:李富军)

政府办公室工作

♦概述　机构改革后,办公室下属政务服务

监督管理局、信访局、县直机关事务管理局.办

公室班子围绕做好办公室“三服务”,对办公室工

作详细进行分工,本着“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

明确岗位职责,严格工作标准,推进工作落实.

做好各类文字材料和公文起草、审核和把关工

作,减少差错,杜绝漏洞,规范办文、办会、办事的

程序,确保文字材料质量.按要求做好各类会议

组织筹备,从会场布置、食宿安排、台签摆放等细

微处入手,精心组织,周密布置,达到组织严密、

程序规范、安全有序的要求.

♦理论学习　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首要任

务,坚持学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

展史,深刻认识到党的政治属性、执政使命和根

本宗旨,深刻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重大政治意义,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政

治自觉,坚定政治立场,明确政治方向,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

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特别是结合“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对照“守初心、担使命,找差

距、抓落实”主题教育总要求,坚持读原文、学原

著、悟原理,通过组织支部会、专题学习会、个人

自学研读等方式,学习«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中国共产党党内重

要法规汇编»等辅助读本,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最新重要讲话精神,做到往深入走、往心里走、

往实里走,领会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精髓内涵,加深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认同与认知,强化共产党员

守初心、担使命深刻内涵和重大意义的理解认

识,坚定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守好初心、担好使命、

抓好本职工作的强大决心.以主题教育为主线,

通过参加政府党组学习会、支部学习会、办公室

全体干部学习会、理论培训会、个人自学等方式,

学习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

省州县委全会精神及重要文件、会议精神,做到

融会贯通,联系实际,举一反三.适应新时代、新

担当和新作为要求,结合办公室工作实际,学习

相关文秘、科技、经济、管理、法律、保密、财务管

理等方面的最新知识,拓宽知识面,增加驾驭工

作全局的能力.

♦履职尽责　立足实际,学习和研究中央和

省州重大改革举措,跟进学习掌握时政新闻要

点,到办公室扶贫联点的东川镇香卡村、深化结

对共建的浩门镇南关村进行调研,做到获取信息

准确、分析问题有深度、汇报情况真实、办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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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加强对县政府各项决策部署、县政府常务

会安排部署事项、各类会议、舆情信息及县政府

领导安排的其他事项督促落实工作,掌握工作进

展和动态,跟进督查督办,确保各类督查督办事

项件件有落实.做好州政府“７１０”政务督查系统

及上级各项督查工作的督办落实工作,按时上报

办理结果,确保工作实效.发现和捕捉信息,发

挥信息工作的“外脑”和“耳目”作用,准确反映全

县各项重点工作新情况、新经验、新问题.编发

«门源快讯»近３００篇、编发«政府工作动态»３７

期.做好办公室值班工作,对各类突发事件等信

息及时上报,为领导第一时间掌握信息,做出批

示指示提供准确信息.完成油菜花文化旅游节、

岗什卡国际登山滑雪大赛、白牦牛文化艺术节、

王洛宾艺术节、环湖赛等一系列重大节庆活动的

接待及上级各类督促检查接待任务,力求做到节

俭高效,服务周到.为扶贫联点的东川镇香卡村

支部解决经费５０００元、解决村级办公场所窗帘

３０００余元,协调县文旅局为该村活动室配备价

值６万元的健身器材,协调财政部门落实总投资

８０余万元的一事一议财政资金项目.为深化结

对共建的浩门镇南关村,结合开展环境卫生综合

整治工作,为解决电厂路商铺占道经营,影响交

通安全及环境卫生的实际,联合县发改部门,从

经费中解决１万余元,在原粮食局院内拉运砂石

平整近１万平方米的经营场地.对联点的泉口

镇腰巴村高原美丽乡村建设点,解决５０００元帮

扶资金.与结对帮扶的浩门镇向阳路社区联合

开展主题党日暨共驻共建捐赠活动,为空巢老

人、残疾人等生活困难人员送去米、面等生活必

需品,为向阳路社区党支部解决共驻共建资金

５０００元.合理安排人员,加强周末和节假日值

班和应急值守工作,对各类突发事件和安全生产

类信息及时上传下达.做好办公楼、会议中心、

干部周转房、政务服务监督管理局等办公场所安

全保卫和消防安全等工作,强化办公室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整改隐患问题,确保安全运行.信访

局接待受理群众来信来访１５６批次３２８人,办结

１５３件,未办结３件,办结率为９８％.

♦廉洁守纪　牢牢抓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条主线,严格遵守«党章»

«条列»«准则»,按照软弱涣散党组织整顿工作要

求,加强党支部建设,学习党组工作条例和支部

工作条例,严格按条例要求开展党的工作,围绕

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坚持每周三集

中学习,办公室党员干部带头讲党课,推进“党内

政治生活”常态化.将政治建设与抓党的建设、

抓脱贫攻坚、服务人民群众结合起来,开展进社

区服务,认领微心愿等一系列主题党日活动.把

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

为核心,坚持制度先行,织密扎牢制度笼子,完善

办公室财务管理、公车管理、干部请销假等一系

列内部管理制度,强化纪律约束,严格执行“三重

一大”事项集体研究制度,推进党内政治生活要

求细化、具体化,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性、严

肃性.执行廉洁从政和公务接待各项规定,严格

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细则和省州若干规定措

施,履行“一岗双责”要求,树立思想道德、党纪国

法两道思想防线,自觉遵守党纪国法,能够树立

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在严格教育引

导分管副主任及财务人员遵守财经纪律,规范公

务接待和差旅费报销,节约办公室各项开支,做

到以公为先,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不放纵、不

越轨、不逾矩,保障资金和人员安全.

(审稿:王占寿　撰稿:王统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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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政

♦概述　树立“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的工作

理念,聚焦特殊群体和群众关切,全面履行民政

工作最底线的民生保障、最基本的社会服务、最

基础的社会治理职责,推动民政事业发展.２０１９

年度民政局累计支出惠民保障资金１０４亿元.

♦社会救助　贯彻落实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保障政策,建立门源县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

作协调机制,完善“一门受理、协同办理”工作机

制,为２９５６户、７２５２人,农村低保对象累计发放

保障金３０１６７８万元.发放“两节”一次性生活

补助金２９００８万元;为１５９６户、３４２５人,城镇低

保对象累计发放保障金２６５１０２万元.发放“两

节”一次性生活补助金１７１２５万元;累计救助因

病、因灾等突发性困难群众１１６１户、４０５９人次,

发放临时救助金９５９３０万元;累计为３９３名特

困供养人员发放生活及护理补贴５７８４１万元.

发放“两节”一次性生活补助金１５７２万元;机构

改革职能划转前,累计为２２３名城乡低保、重度

残疾人、低 收 入 群 众 家 庭 报 销 医 疗 费 用 １６７

万元.

♦社会福利　为７０岁以上７１１５名高龄老

人发放高龄保健补贴金８８４９７万元;为３９８４名

残疾人落实生活及护理补贴５１７６８万元;为全

县１５１名困境儿童和２８名孤儿发放生活补贴金

及教育补助金５３４２万元;为６０以上１６４３３名

老年人补贴意外伤害保险费２３８７万元;落实

７３名严重精神障碍监护人以奖代补资金１７５２

万元;实施孤残儿童康复计划和医疗救助项目,

完成１７名先心病儿童心脏手术康复治疗;开展

“眼疾患者光明行”活动,救助白内障患者４００余

人;建立“互联网＋智慧”和“医养结合”养老服务

模式,全县６０周岁以上的１３３６名城镇老人和

５８７名农牧区困难老人养老实现“网格化管理,

精细化服务”,累计支出政府购买养老经办服务

费４０４１５万元;巩固“２０１８年度彩票销售管理

先进单位”成果,超额完成福利彩票销售任务

４００２９万元.

♦社会事务　累计救助２４人次流浪乞讨人

员,为其提供食物、衣物、住宿、返程票据、医疗救

助等,救助金１２７万元;在全县实施惠民殡葬政

策,免除县殡仪馆基本殡葬服务费用５７０元,完

成火化量９０具,减免费５１３万元.推进生态殡

葬试点工作,奖补５４名选择节地生态安葬的群

众１６２０万元;加强婚姻登记管理工作,完成结

婚登记２０９４对、离婚登记３５８对、补办结婚登记

９７０对、补领结婚登记２１４３对、补领离婚登记

１９对.

♦防灾减灾　编制救灾物资采购计划,开展

冬令春荒期间灾民救助工作,发放面粉５３０８袋,

大米６００袋,折合金额５９８９万元;为１７９８２户

农牧区家庭补贴农房保险金３５９６万元.

♦全国地名普查　«门源回族自治县标准地

名志»编辑完成,«门源回族自治县行政区划图»

出版发行;完成门源县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档案

整理工作,通过州级部门验收;完成«海北藏族自

治州行政区划简册»门源部分的编写工作;县地

名普查办公室参与«海北藏族自治州标准地名

志»编写,编入州地名志的门源县地名词条１３００

余条,约１８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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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登记管理　加强民间组织的年

检工作.全县登记社会组织７６家.其中社会团

体２１家,民办非企业单位１１家,农村扶贫互助

协会４４家.

♦福利项目　实施总投资１５００万元,总建

筑面积２６４０平方米的门源县仙米乡健康养生中

心项目,主体工程总投资３８７０万元,建筑规模

１２９００平方米的门源县养老示范基地完成竣工

预验收.

♦拥军优属及其他　累计为５１９名烈士家

属、病故军人家属、在乡老复员军人、带病回乡退

伍军人、参战人员、涉核人员、烈士子女及６０岁

农村籍退役人员、现役军人代发生活补助金及优

待金５２３万元.为４００名城乡优抚对象代发“两

节”一次性生活补助金２２４０万元.另外,为２８５

名卸任村干部和６３名“三站”人员发放生活补贴

金４８３９万元.

(审稿:马生莲　撰稿:马文花)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概述　干部交流７５名,其中县外流动４２

名,县内流动３３名;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退休２０

名;１０６人取得各类职业资格;完成专业技术人

员培训６０２人;新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４１名,

考录“三支一扶”工作人员８０名,推行专业技术

人员“定向评价、定向使用”,职称评审政策评定

９人.

♦政治思想建设　召开集中整治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动员部署会,学习传达中央和省州县有

关文件、会议精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思想认

识,对标«全县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工作

实施方案»,立行立改,确保查摆的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问题得到整治.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活动.主题教育活动中,联合集中

学习次数１１次,参加人数２２２人次,召开专题研

讨会３次,开展主题党日活动４次,发放学习材

料册数４８册,制定调研课题个数２个.

♦就业创业　完成农牧民技能培训２８３３

人,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完成３１８９７人次,城

镇新增就业９７３人,高校毕业生就业率８７４％,

城镇登记失业率为２９５％,;２０１９年至今,落实

社会保险补贴１４６８人４１７５１万元,公益性岗位

补贴１２９７人１３３４３９万元,职业培训补贴３１７１

人２８８３７万元,职业鉴定补贴６４２人１３７２万

元,创业补贴１人２０００元.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４６人４９０万元,带动就业９６人.县内建设领域

项目吸纳贫困劳动力１１６人,累计开发安置精准

扶贫公益性岗位８１个.

♦社会保障　全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率１００％.贫困人员参加城

乡基本养老保险人员为８５２３人、其中１６~５９周

岁参保人员６７２２人,６０周岁以上享受待遇人员

１８０１人.同时为建档立卡未脱贫人员中符合参

保条件的３３１６人代缴养老保险费３８７９万元,

每月为６０周岁以上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发放养

老金１７５元,减轻贫困人员缴费负担,提高社会

保险待遇水平.

♦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受理劳资投诉案

件１１起,涉及金额２０８２万元,涉及劳动者４１

人,结 案 １１ 起,清 欠 率 １００％.收 缴 保 证 金

９９１９１万元,年内返还工资保证金 ８２６５６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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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收缴率１００％.查处工资类违法案件较上年

下降７３％.

(审稿:铁万梅　撰稿:程德龙)

信　访

♦概述　全县接待、受理群众信访案件１６８

批次３３５人,办结１６８件,办结率１００％.其中城

乡建设方面２３件,占１３７％;农村农业方面３０

件,占１７９％;劳动社保方面２７件,占１６％;政

法方 面 １８ 件,占 １１％;民 政 方 面 １５ 件,占

８９％;纪检、监察方面９件,占５４％;商贸旅游

方面６件,占３６％;国土资源方面５件,占３％;

交通运输方面８件,占４８％;教育文体方面３

件,占１８％;组织人事方面２件,占１２％;党务

政务方面１件,占０６％;环境保护方面１件,占

０６％;其他方面２０件,占１１９％.

♦解决群众信访诉求　按照“属地管理、分

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原则,建立信访事项包

案化解责任台账,明确包案领导、责任单位及直

接责任人、协办单位及责任人.各相关乡镇、部

门对照«门源县信访事项包案化解责任清单»,按

照“群众利益无小事”的理念,以“依法、及时、就

地解决问题与疏导教育相结合”和“有理的解决,

无理的政策解释到位、思想疏导到位”的原则,在

规定时间内,做好调处和办结工作,做到信访事

项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达到案结事了、息诉

罢访的目的,建立包案化解责任清单工作制度.

♦信息化建设　依托政府门户网站“县长信

箱”“门源县网上信访”等网上投诉信访事项平

台,推进信访业务规范化建设.实行信访业务网

上全流转工作.建立网下办理、网上流转的群众

信访事项办理工作,实现对信访形式的全覆盖,

把所有来信、来访、来电、网上投诉、县长信箱等

不同形式投诉的信访事项,全部不折不扣的纳入

网上信访信息系统,进行网上流转,做到信息全

录入、数据全生成,实现中央省州县乡及部门信

访信息共享;对工作过程的全覆盖,建立规范的

工作流程,使信访事项受理办理、交办转送、复查

复核等业务各个环节,全部纳入网上信访信息系

统进行统一管理,从而使办理过程有章可循,有

规可依,实现信访工作信息互通,促进工作衔接.

♦部门协调联动机制　发挥部门协调联动

机制,将一些疑难复杂信访事项及一些跨行业、

跨部门和突发性信访事项,进行联合接访化解工

作,做到调解工作“两前三早”,即排查走在调处

前,调处走在激化前,苗头问题早消化,敏感时期

早防范,矛盾纠纷早处理,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

不出县,矛盾不上交的工作目标,使一些疑难信

访事项在第一时间得到解决,维护群众的根本利

益和全县的社会和谐稳定.

♦窗口服务　实行信访动态月报告分析制

度,每月对群众来信来访情况进行梳理、整理,形

成书面材料,呈报县委、县政府主要及主管领导,

为领导及时掌握、了解信访动态提供依据.

(审稿:李桂春　撰稿:祁进龙)

应急管理

♦概述　应急管理局４月份正式成立,按照

“边组建边应急”总体要求,克服人员力量不足、

专业能力不高的困难,依照“三定方案”规定,围

绕全县目标工作,从建章立制、深化学习、强化管

理、补齐短板、提升效能等方面入手,提前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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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茬推进,把抓实抓好目标任务作为推动部门工

作见实效的有力举措,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落实主体责任　明确一把手、班子成员和

干部职工工作职责,召开党建、党风廉政、意识形

态、维护稳定和脱贫攻坚、生态文明、深化改革、

依法治县、民族团结进步等工作会议,逐项对标

对表部署工作任务、研究解决不足,逐级细化分

解目标责任,做到“五＋四”主体责任与业务工作

同安排、同推进、同落实、同见效,为各项目标工

作开展打牢坚实的基础.选举产生县应急管理

局第一届党支部,以规范党组议事规则、党组理

论中心组学习为重点,以加强宣传思想、防范化

解风险、清正廉洁务实为目标,把好方向、管好大

局,谋事履职、担当作为.召开党组会议２２次,

党组理论中心组学习１９次,制定«党组学习制

度»«门源县应急管理局干部职工管理制度»«县

应急管理局值班值守备勤制度»«财务制度»等一

系列规章制度,坚持“两学一做”学习制度化常态

化,形成“以制度管人,以制度管事”工作机制;制

定«县应急管理局２０１９年度党支部学习计划»,

精心组织主题党日活动,不断提高党员的政治觉

悟,永葆党员先进性;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将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

改提高贯穿全过程,立足岗位解决安全生产监管

领域执法与服务中存在的矛盾问题,丰富主题教

育载体,创新监管服务方式,践行初心和使命,履

行人民群众“守夜人”的职责.召开４次会议专

题研究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根据班子成员和干部

职工工作岗位廉政风险点,签订«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书»１７份,开展廉政集体约谈１次,个别约

谈１８人次.对重点监管领域７６家企业负责人

进行全覆盖的集体约谈.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职

工赴县廉政教育基地接受警示教育,教育全体党

员和干部职工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提高廉

洁自律意识.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述职制度,教育

党员干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阅读原著、

学习讲话,提升政治理论素养.以精神文明建设

系列活动、创建文明城市、“学雷锋、树新风、讲文

明”志愿服务活动和网络文明传播活动为载体,

以“党支部建设年”活动为契机,开展“点亮微心

愿、圆梦在社区”“党员干部进社区”等一系列主

题实践活动３次,为８户困难群众和学生送去学

习用品和生活用品.团结带领党员领导干部职

工投身全县安全生产监管和应急管理事业,安排

部署“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召开监管领域“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部署会议２次、安全生产工作部

署会议３次,开展问题线索摸排工作,做好矛盾

排查和受理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正确引导,耐

心解释,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完成县委县政

府安排部署的“油菜花节”“环湖赛”“岗石卡登山

大师赛”“高考”“中考”等一系列重大节庆赛事活

动和重点时段的安全保卫工作.

♦法治建设　推进服务型执法,从刚性化行

政执法到刚柔并济转变,塑造行政执法过硬形

象.按照“高危行业执法检查覆盖率１００％、一

般行业执法检查覆盖率不低于３０％”的工作要

求,科学编制２０１９年度行政执法检查计划,落实

分级分类监管,明确年度重点监管对象、检查频

率、检查方式、检查内容、职责分工等内容,全年

重点检查生产经营单位５９家.

♦助力脱贫攻坚　结对的２５户贫困户,开

展慰问走访活动４次,制定帮扶巩固计划,增强

帮扶工作的针对性,通过走访群众、帮扶慰问、宣

传扶贫政策、宣讲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讲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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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形式,丰富帮扶活动的内容.全年党员干部自

筹１７５万元帮扶慰问２５户贫困户.为该村糖

尿病患者蔡发明筹措治疗费用,干部职工捐款

３２５０元,通过朋友圈、微信为蔡发明进行爱心接

力,协调解决医疗费用２２万元.助力高原美丽

乡村共 建,为 珠 固 乡 寺 沟 村 解 决 建 设 资 金 １

万元.

♦应急管理改革　与相关部门对接职能划

转工作,在承担全县安全生产监管工作任务的同

时,主动承担起防震减灾、民政救灾、应急处置等

工作,确保机构改革期间应急管理工作不断带、

不脱节.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

作来抓,报送日常安全监管及行政处罚全过程管

理信息,推进安全生产领域信用体系建设.

♦环境整治　落实中央环保督察以及后续

工作相关要求,结合信访件涉及监管领域内容,

开展退出化解产能过剩产能企业的安全生产巡

查工作,配合公安、工信、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

职能部门开展环境整治联合检查,督促行业监管

企业严格落实生态保护主体责任.

♦安全生产责任　召开全县安全生产工作

各类会议５次,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

花爆竹、工矿商贸监管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会议３

次和重点企业负责人集体约谈会议１次,学习传

达习近平总书记以及各级领导关于做好安全生

产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分析研判面临

的安全生产形势,谋划部署全年及各阶段安全生

产重点工作.逐级分解签订２０１９年度安全生产

目标责任书,明确年度工作目标和监管责任.以

“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为主题,围绕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７０周年、青海解放７０周年迎大庆安全

生产工作要求,开展全县大检查大执法大整治活

动,确保大庆期间社会安全稳定.按照«２０１９年

度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计划»,开展各类安全

检查２６７次,查出各类隐患和问题６３２条,完成

整改５８１条,５１条问题整改当中.联合县住建

局、公安局、交通运输局、民宗局、文旅局、市监

局、消防大队等部门和单位开展校园周边、人员

密集场所、特种设备、道路交通、建筑工程、曼大

高速、寺院等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大检查行动.全

县发生生产安全事故７起、死亡７人.结合“安

全生产月”、防灾减灾日等宣传活动,防灾减灾救

灾及安全生产知识宣传普及,开展对外宣传活动

１４次,其中防灾减灾３次、安全生产３次、法治及

其他宣传８次.

♦事故调查处理　对发生的７起安全生产

事故依法依规进行调查处理,其中１起煤矿生产

安全事故由青海煤监局按照权限牵头组织调查

和处理;１起建设工程领域生产安全事故由县政

府指定应急局牵头组织调查,对事故责任单位和

责任人进行处理;１起工贸行业生产安全事故,

由县政府指定应急局牵头组织完成调查;４起生

产经营性道路交通事故,由公安交警大队依据行

业规定依法进行调查处理.

♦防灾减灾救灾　牵头组织县自然资源局、

农牧水利和科技局、民政局等部门对全县防汛、

森林草原防火、地质灾害防治等综合防灾减灾救

灾情况进行摸底调查和联合检查,初步排查１０

个乡镇各类地质灾害点１３１处,明确管控责任单

位.对地震局移交的全县１２个乡镇的地震宏观

观测点、４个强震点的正常运行情况进行清查,

对不符合地震观测要求的进行调整,与县气象

局、青石嘴地震台建立灾情信息共享预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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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救援　开展煤矿透水事故处置、危险

化学品火灾处置、地震防灾安全避险等方面的应

急救援演练７次,督促落实应急准备和应急措

施,提升应急处置能力.以应急救援演习为契

机,补充完善３个专项预案,接到各类突发事件

报告１３次,均根据事件的大小和轻重缓急第一

时间上报县委、县政府和上级应急管理部门,协

调有关部门及时赶往现场进行处置;做好灾情核

查上报工作.１~１０月份全县发生洪涝、风暴、

地震、雪灾等自然灾害７次,造成全县１０个乡

镇、门源种马场、浩门农场２２３１３人受灾、直接经

济损失６１６３９６万元,为受灾困难群众申请国家

冬春生活救助资金６５５万元,实际争取到资金

８１０万元.

(审稿:秦忠辉　撰稿:马银云)

政协门源县委员会

重要会议

♦十六届四次会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门源回族自治县第十六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于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５~２７日在浩门镇召开.会议

听取并审议通过李生彪副主席代表政协门源回

族自治县第十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所作的工

作报告和才登副主席所作的政协门源回族自治

县第十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第三次会议

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由县政协主席

李汉珠主持.

会议认为,２０１８年,县政协常委会在中共门

源县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县人大、县政府和社会

各界的支持下,依靠和团结带领全体政协委员,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高举团结民主大旗,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十九

届二中、三中全会和省、州、县委全委会议精神,

围绕全县中心工作、重点项目建设和重要工作举

措,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务

实协商议政,建言献策,凝心聚力,政协履职迈出

新步伐,政协工作展现新作为,政协事业呈现新

气象.

与会委员列席门源回族自治县第十七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听取和讨论县政府副县

长丁国胜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委员们对县政

府一年来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对

２０１９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和工作安排表示

赞同,并提出意见建议.委员们认为,过去的一

年,县政府按照县委十六届五次全体会议和县十

七届人大四次会议确定的发展目标,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践行“四个

扎实”重大要求,实施“五四战略”,奋力推进“一

优两高”,按照州委“五个海北”和县委“一二三四

五”发展思路,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

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经济发展止滑回

暖、产业结构转型优化、生态保护更加有力、民生

福祉不断增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委员们一致

认为,政府工作报告总结成绩客观全面、实事求

是,计划部署思路清晰、措施有力,符合中央和

省、州、县委要求,符合门源发展实际,符合全县

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

会议强调,２０１９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７０周年、人民政协成立７０周年、青海解放７０周

年,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十三五”规

划收官打下决定性基础的关键之年,做好全年各

项工作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县政协各参加单位

和广大政协委员,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中共十九大和历次全会

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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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维护”,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领导,坚持人

民政协事业的正确政治方向.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牢

牢把握新时代人民政协新方位新使命,围绕“五

四战略”“一优两高”和“五个海北”建设目标,按

照县委“一二三四五”发展思路,坚持以党的建设

为统领,聚焦中心任务、突出团结民主、关注民生

福祉.凝聚力量,履行职能,奋进新时代,展现新

作为,凝聚新共识,助推门源振兴发展,推动政协

工作提质增效,为建设更加富裕文明和谐美丽幸

福新门源贡献政协力量.

会议号召,全县政协各参加单位和政协委

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中共中央周围,在中共门源县委的坚强领导下,

把围绕全县中心工作发挥协调关系、凝聚力量、

建言献策重要作用作为工作主题,围绕县委重大

决策部署,贯彻新理念,聚焦新目标,落实新部

署,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以优异成绩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人民政协成立７０周年!

♦第十次常委会　３月１日,召开十六届委

员会第十次常委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县政协十

六届委员会四次会议决议(草案);通过县政协十

六届委员会常委夫工作报告并推举报告人;通过

县政协十六届委员会关于三次会议以来提案工

作情况的报告并推举报告人.县政协主席李汉

珠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席李生彪、李占寿、才登

出席会议.

♦第十一次常委会　３月２７日,召开十六

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常委会议.会议听取十六届

四次会议各组分组审议讨论政协常委会工作报

告、提案工作报告、会议决议(草案)和讨论政府

工作报告、计划报告、财政报告、法院工作报告和

检察院工作报告情况的汇报;审议通过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门源回族自治县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接受杨延玉、张成山同志辞去委员职务请

求的决定(草案);审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门源回族自治县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增补

委员的决定(草案);审议通过政协门源回族自治

县第十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专门委员会

组建和更名的决定(草案);审议通过关于有关专

门委员会主任任免的决定(草案);审议通过政协

门源回族自治县第十六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

议(草案).县政协主席李汉珠,县委副书记、政

法委书记李洪才,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马维汉,

副主席李占寿、才登等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会

议.县政协常务副主席李生彪主持会议.

♦第十二次常委会　５月１５日,召开十六

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常委会议.审议通过县政协

十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２０１９年工作要点;审

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门源回族自治县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沙生贵等７名同志

辞去委员职务请求的决定(草案);审议通过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门源回族自治县委员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增补和调整委员的决定(草案).县

政协主席李汉珠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席李生

彪、李占寿、才登出席会议.

♦第十三次常委会　９月２９日,召开十六

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常委会议.会议集体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７０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

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省政协关于加强和改进

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工作的实施意见»等内容;听

取并讨论«关于加快门源县学前教育事业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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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报告»;讨论通过«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

民主监督工作的实施意见(讨论稿)»;审议通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门源县委员会关于反映

社情民意的制度(修订案)»;审议通过«关于任命

各专门委员会兼职副主任的决定(草案)»;审议

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门源回族自治县委

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张吉福同志辞去委员

职务请求的决定(草案);审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门源回族自治县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增补委员的决定(草案)等.县政协主席李汉

珠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席李生彪、李占寿、才登

出席会议.

专门委员会工作

♦民族宗教和社会法制委员会　５月 ２９

日,在县委党校阶梯教室开展“扫黑除恶”专题培

训.县政协委员、县政协机关干部职工参加,邀

请县“扫黑除恶”领导小组办公室领导进行专题

辅导.９月２６日,组织委员赴门源县中医院、北

山乡上金巴台村、麻莲乡瓜拉清真寺、仙米乡仙

米寺进行调研.副主席李生彪、李占寿,各专委

会主任、委员马绍英、梁军、李复成、杜卓玛、昝雪

花、马文明、马旦巴、王学武、韩吉贵、马生军、田

兴琳、杨文东、祁志新,县创建办、县民宗局主要

负责同志参加.１０月２４日,在县会议中心一楼

西侧会议室举行“政协讲堂”,县政协委员、县政

协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参加,邀请青海省广播电视

大学法学副教授付弘作题为«用法治思维法治方

式做好政协工作»专题讲座.

♦经济和农业农村委员会　５月２７日,在

县委党校阶梯教室举办“政协讲堂”,县政协委

员、县政协机关干部职工参加.邀请省委党校经

济学研究部主任王兰英教授就实施乡村振兴和

农牧产业转型发展进行专题讲座.１０月２２日,

组织委员到县农商行、大通村镇银行、青海银行、

农行、门源县绿色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海北

祁连山绿色有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旭红商贸有

限公司等金融机构和企业进行“金融单位支持地

方经济发展工作情况”的调研.县政协主席李汉

珠,副主席李生彪、李占寿,县政协委员李复成、

马绍英、梁军、杜卓玛、马学武、昝雪花、刘爱霞、

马生莲、王菊庆、丁晓青、杨勇、冯文莲、马树朝参

加调研.

♦提案和学习文史科教委员会　３月 １３

日,在县会议中心举行«门源民间曲艺与传承»发

行仪式.县政协主席李汉珠、县政府副县长坎本

才让参加,县政协副主席李占寿主持.县政协副

主席才登介绍«门源民间曲艺与传承»编撰经过.

«门源民间曲艺与传承»一书描述门源民间曲艺

以及各级传承人相关情况.４月１２日,召开十

六届四次会议提案交办会.县委常委、县政府常

务副县长丁国胜,县政协副主席李生彪、李占寿

参加.会议通报十六届四次会议委员提案立案

情况.经整理内容相同合并立案８件,转为意见

建议３０件,立案２２件.会上向县政府提交并签

订提案办理责任书.４月１６日,组织部分政协

委员赴县内部分幼儿园对“我县学前教育工作情

况”进行调研.县政协副主席才登,县政协委员

梁军、杜卓玛、李复成、朱景成、杨文东、马艳、窦

存兰参加.９月２４日,在会议中心一楼大会议

室举办“政协讲堂”,县政协委员、县政协机关干

部职工参加.邀请青海省委党校历史学教授朱

宏才同志就传统家风进行的专题讲座.１１月１

日,召开县政协十六届四次会议委员提案办理情

况的通报会.县政协主席李汉珠,县政府副县长

９１１

政治



华卡才让,县政协副主席李生彪、李占寿、才登,

县政协提案督办组各成员、提案者代表、县政府

办及提案各承办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听取县

政府关于县政协十六届四次会议委员提案办理

情况的通报,县住建局、县教育局、县农牧水利科

技局等提案承办单位对提案具体办理情况进行

说明.

重要活动

１月２８~２９日,县政协党组成员召开２０１８

年度民主生活会暨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专题民主生活会.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尹

京辉应邀到会指导.会议以“强化创新理论武

装,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勇于担当作为,以求真务实作风把党中

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为主题,县政协主席李汉

珠,副主席李生彪及党组成员梁军、张志岩分别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１月２５日和１月２９日,李汉珠、李生彪、李

占寿、才登对帮扶贫困村、部分困难群众和政协

委员开展走访慰问,为他们送去慰问金,送去党

和政府的深切关怀和新春祝福.

２月１８日,召开县政协环境卫生整治工作

安排会议.县政协主席李汉珠,副主席李生彪、

李占寿及全体干部职工参加.

３月６日,由副主席才登率领赴却藏村召开

县政协机关与联点村联合举办的庆“三八”送温

暖暨农牧民趣味运动会.

３月１３日,县政协主席李汉珠,副主席李占

寿、才登及县政协机关全体干部职工集中收看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会现场直播实况,学习

聆听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发表的重要讲话.

５月２８日,在县政协常委会议室召开２０１９

年新任政协委员和界别调整委员集中培训及集

体谈话会.

９月１８日,召开县政协党组“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会.党组书记、主席李汉

珠主持会议并做动员讲话,县政协全体党员参加

相关会议.会议学习贯彻中央和省州县委“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对县政

协党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作以安排

部署,动员政协机关全体领导干部提高政治站

位,扛起政治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负责地

把主题教育组织好、开展好,确保取得实实在在

的成效.

９月２９日,县政协党组召开“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第一次专题研讨,研讨主题为

“坚守初心,勇担使命,做‘两个维护’的忠实践行

者”.县政协党组各成员、机关支部党员参加研

讨,县委第一指导组同志,县政协党外副主席、党

外专委会主任列席指导.

１０月１１日,县政协党组召开专题会议,传

达海北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推进会

及州县委开展主题教育相关文件精神.县政协

党组各成员、机关支部党员参加会议,县政协党

外副主席、党外专委会主任列席会议.

１０月１５日,县政协党组召开以“解放思想、

改革创新、锐意进取,当好新时代的答卷人”为主

题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二次专题

研讨.县政协党组各成员、机关支部党员参加研

讨,县委第一指导组同志、县政协党外副主席、党

外专委会主任列席指导.

１０月２３日,在电信公司门源分会场,县政

协主席李汉珠,县政协常委李洪才、马维汉、李生

彪、李占寿、才登及部分政协委员参加的电视电

话会,聆听全国政协重大专项工作委员宣讲团在

西宁开展宣讲活动,全国政协常委、宣讲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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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党组副书记、副秘书长潘立刚就中央政协工

作会议精神进行宣讲解读.县政协组织住门省

州政协委员,部分县政协委员在电信公司分会场

聆听报告.

１０月２８日,县政协党组召开以“发扬斗争

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做攻坚克难的排头兵”为主

体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第三次专

题研讨.党组各成员、机关支部党员参加研讨,

县委第一指导组同志、县政协党外副主席、党外

专委会主任列席指导.

１１月１２日,县政协主席李汉珠,副主席李

生彪、李占寿、才登带领部分政协委员,就门源县

物业管理工作情况开展联合视察,了解门源县物

业管理服务工作情况,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

应的意见建议.县政协委员梁军、昝雪花、孔庆

菊、杨延斌、马银虎、马树朝、雍新、韩金虎、杨玉

霞、安玲、王学武、闫良、陈云政、王青龙参加视

察,县政府主管副县长,县住建局、浩门镇负责同

志陪同.

１１月１９日,县政协副主席李生彪、李占寿、

才登带领部分政协委员就“全县依法治县工作开

展情况”进行调研.县政协委员梁军、李复成、杜

卓玛、昝雪花、苏桂芬、田兴琳、赵彦福、赵延君、

齐建中、赵延寿、马晓琴、万成录、陈海正、张志

恩、李光华、潘淑琴、米应俊参加调研,县政府主

管副县长,县依法治县办负责同志陪同.调研中

县依法治县办向调研组通报相关工作情况;调研

组到现场查看、了解存在的困难和问题,通过座

谈对相关问题、意见建议进行汇总.

１１月２８日、２９日,县政协党组召开以“对照

党章党规(１８个是否)”为主题和以“找差距,抓

落实,做深学细照笃行的奋进者”暨“坚持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为主题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第四次专题研讨,党组各成员、机关支

部党员参加研讨,县委第一指导组同志,县政协

党外副主席、党外专委会主任列席指导.

１２月７~８日,县政协党组召开党组民主生

活会.县政协主席李汉珠,党组成员李生彪、梁

军、李复成、马学武围绕主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

评.州委第一指导组组长卫振良同志,县政协党

外副主席李占寿、才登,县政协各专委会主任和

部分政协委员、联点村和社区代表列席.会上指

导组领导对开好党组民主生活会提出要求;会议

通报县政协党组专题民主生活会准备情况;党组

书记代表党组班子作对照检查,带头对班子提出

批评意见,党组成员及列席人员对党组班子依次

开展批评;党组成员依次作对照检查,每位同志

发言后,其他班子成员依次提出批评意见;莅会

指导的州、县委指导组领导对专题民主生活会召

开情况作点评讲话;党组书记作表态发言并就整

改工作作部署讲话.

民主监督工作

♦提案办理　县政协十六届三次会议以来,

广大政协委员、政协各参加单位和政协各专门委

员会,着眼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和谐,精心

选题,深入调研,充分利用提案履行职能,经整理

内容相同合并立案８件,转为意见建议３０件,立

案２２件.会上向县政府提交并签订提案办理责

任书.截至十六届四次会议前,十六届三次会议

以来的全部提案均按程序通过不同方式办复,办

复率为１００％.提案总体上反映人民群众的期

盼和要求,内容丰富,可操作性强,为门源经济社

会事业发展发挥作用.

♦信息宣传　累计编发各类信息４６期,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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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县政协开展的各项工作情况,通过反映社情民

意协助县委、县政府做好暧人心、稳人心、得人心

的工作,为全县发展减少阻力、增加动力、形成合

力贡献政协的一份力量.

创新工作

♦概述　充分发挥全委会、主席会、常委会、

专委会协商平台作用,以乡村振兴、精准脱贫为

议题,开展多层次协商.加强和改进民主监督工

作.对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开展专项

监督,对民生领域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和惠民政

策的落实情况进行知情性、推进性和调研性监

督,促进相关工作得以改进和加强.贯彻落实好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青海省党政

主要领导督办政协重点提案的暂行规定»,不断

强化提案督办工作,发挥提案监督作用.加强和

改进参政议政工作.围绕全域旅游、法治建设等

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视察调研,建立

并推行县政协主席集体视察制度,推出一批站得

高、看得远、谋得准的议政成果,提高建言议政的

针对性和实效性.加强和改进调查研究工作.

建立完善调研制度,改进调研方式方法,充分发

挥社会各界作用,聚焦问题、深度调研、联合攻

关、提高实效.

♦坚持党的领导　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

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做好

政协工作作为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的现实检验.坚定履行党组第一责任,将党的建

设主体责任抓在手上、扛在肩上,确保政协工作

保持正确政治方向.确立“学习引领方向、履职

贡献力量、创新提升形象”的履职理念,构建多形

式、分层次、全覆盖、常态化的学习格局,从思想

上政治上扣好履职的第一粒扣子,守住政治底线

圆心,筑牢政治思想轴心,铸就对党绝对忠诚的

政治品格.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学习«党章»«宪法»和党纪法规,学

习«政协章程»和政协知识,做到思想上高度信

赖、政治上维护、组织上自觉服从、感情上深刻认

同,与党同心、与党同向、与党同为.

♦聚焦中心任务　按照“高起点谋划工作、

高质量调查研究、高水平建言献策”的要求,聚焦

“一二三四五”思路要求,精准选择课题,开展调

查研究,协商议政,建言献策,为县委县政府科学

决策、民主决策提供参考.将学习贯彻习近平关

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作为长

期政治任务,抓住“加强”和“改进”这两个关键,

使习近平总书记对政协工作的新思想新论断新

要求在政协实践中落地生根,奋力开创县政协工

作新局面.加强和改进政治协商工作.

♦突出团结民主　高扬团结民主大旗,坚持

以共同的事业感召人、以广泛的协商团结人、以

紧密的联系凝聚人,加强同各界别、各社会阶层、

各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的联系与合作,做团结

的黏合剂、界别的连心桥,把更多有志之士、有识

之士和新生力量团结凝聚在县委周围;加强交流

联谊,凝聚各方智慧.加强与上级政协、外地政

协的沟通联系、联谊交往,深化和拓展系统联动,

讲好门源故事,传播门源好声音,为门源县追赶

超越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使“准确定好位,履职

不缺位,工作干到位”的政协共识在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门源实践中不断得到巩固;加强文史征

集,凝聚文化力量.注重以文化人、以史资政,推

动门源文化遗迹保护,挖掘文化元素,擦亮文化

品牌,提升文化影响力,弘扬地域文化,做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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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引导人、团结人的工作.

♦关注民生福祉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坚持“心中有法纪、眼中有百姓”的从政

理念,准确把握人民群众多方面、多样化、多变

化、多层次的需求.围绕民生问题,通过调研、协

商、视察、提案、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方式,助力

破解民生领域的热点难点问题,让新时代的发展

更加惠及全体民众.搭建向群众延伸、向基层延

伸的协商平台,使社会各群体中个别、分散的意

见和愿望,通过协商的渠道得到全面、系统、综合

的反映,使各阶层、各界别的利益诉求通过协商

的方式得到充分的表达,各方面、各团体的利益

关系通过协商的途径得到较好的调节,让协商于

民、协商为民更具体、更务实.关注农村困难群

众脱贫,带着真情扶贫,扑下身子做事,组织广大

委员开展爱心慈善活动,开展助学、助医、助残、

助老等精准帮扶活动,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办

成事,用实干和实效为脱贫摘帽添砖加瓦.

♦紧扣强基固本　坚持用党建工作这根

“线”,通过落实«党组成员联系党员委员、党外委

员,党员委员联系党外委员制度»,把委员和机关

干部更好地凝聚在一起,把党员委员和党外委员

串联起来,拧成聚力工作、奋发有为的一股“绳”.

加强政协党组建设,严格履行“一岗双责”职责,

自觉把党建、党风廉政建设、维护稳定、意识形

态、法治建设等工作与政协本职工作同部署、同

检查、同落实.加强政协党的建设,贯彻落实中

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新时代人民政协党的建

设工作的若干意见»、省委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

强新时代人民政协党的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精

神,实现党的组织对所有党员委员的全覆盖,党

的工作对政协委员的全覆盖.加强委员队伍建

设,推行委员履职登记、一人一档、履职通报等制

度措施,推动委员主动履职、有序履职、依规履

职,鼓励和支持政协委员在本职岗位和政协工作

中“双责担当、双岗奉献”,交出一份无愧于时代、

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答卷.加强纪律

作风建设,常态化推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严

格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州措施办法精神,

用严格的标准要求,用严格的措施管理,用严格

的纪律约束党员队伍,做到信念过硬、政治过硬、

责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构建敬业的工作

常态、饱满的精神状态、勤廉的机关生态.

♦民俗史料保护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把

文化建设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灵魂,组织精干写

作班子,在整理、编辑、出版«门源回族百年实录»

(上、下册)、«门源蒙古族百年实录»等书的基础

上,对流传于门源县境内的各民族风土人情、历

史渊源、传统文化,进行挖掘、整理、编纂出版发

行«门源民间曲艺与传承»一书并刻录相关光碟.

２０１９年３月,举行县政协征编出版的文史专辑

的发行仪式.

(审稿:梁军　撰稿:马学武　殷正元)

纪检监察

♦概述　中共门源县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县

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是负责全县党的纪律检

查工作的专责机关;门源县监察委员会由县人民

代表大会产生,是行使全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

机关.县纪委与县监委合署办公,实行一套工作

机构、两个机关名称,履行党的纪律检查和国家

监察两项职责,受县委和州纪委州监委的双重领

导.县编办核定县纪委监委内设机构７个,即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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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办公室、党风政风监督室、监督检查室、审查调

查室、案件审理室、案件监督管理室、信访室.共

有编制２５个,其中行政编制２４个、工勤编制１

个;县纪委监委班子成员９名(其中援青纪委副

书记、监委副主任１名).县纪委监委设４个综

合派驻纪检监察组和２个单独派驻纪检监察组,

抽调派驻纪检监察组工作人员１２名(暂未核定

编制).

♦思想建设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大对干部的学习教育和培

训力度,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党的宗旨,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

舵.抓好纪检监察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制定年

度干部教育培训计划,通过采取周五中心组学习

扩大会议、参加省州县培训及派员参与上级纪检

监察机关办案等方式,加强全县纪检监察干部思

想政治和业务学习,２０１９年,举办县乡村纪检干

部培训班１次,参训人员１８３人,中心组学习扩

大会议２４次,向省委巡视组派出１名干部参与

省委巡视和学习工作,派出５名干部全程参与省

纪委专案组跟案培训,参加县直机关副科级干部

赴焦裕禄干部学院培训３批６人次.加强干部

交流,山东威海市财政局一名援青干部任职县纪

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持之以恒地开展党性党

风党纪教育,开展理想信念、宗旨观念、廉洁自律

和警示教育.以组织观看«青海省扶贫领域违纪

违法典型案例启示录»、印发«乡村振兴文明底

色»«门源县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工作学

习资料»«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典型案例

剖析»等“口袋书”、牵头组织排练并演出“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快板节目、召开全县警示教育大会

以案说法、以案警示等形式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宣

传教育工作,同时,突出正面引导教育,以“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契机,掀起学习先进

典型高潮,组织全县纪检监察干部学习青海省优

秀共产党员、门源县第四届道德模范等优秀典

范,组织观看专题教育片«厉害了,我的国»«红海

行动»«黄埔军人»«牧民省长尕布龙»«优秀共产

党员宽卓太»等,强化对干部的正面引导和正向

激励.在主题教育期间,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检视

出问题１５条,完成整改１３条,需要长期坚持的

有２条.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结合集中整治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将县委巡察、督查、派驻监督和

日常监督检查工作相结合,把监督检查中央八项

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执行情况和各项政策的

落实情况作为重点任务和经常性工作,一个节点

一个节点坚守,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突破.开展节

假日期间对各乡镇、各部门单位及基层站所执行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遵守政治纪律、严守政

治规矩情况、“四风”问题及中央巡视组脱贫攻坚

专项巡视反馈重点问题整改情况及监督检查工

作,发现共性和个性问题２７个.

♦整治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根据«门源县

２０１８年至２０２０年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

题专项治理的实施方案»«门源县中央巡视组脱

贫攻坚专项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方案»确定３个重

点问题,组成２个督查组到９个职能部门和４个

乡镇进行抽查,存在问题３个,抽查检查情况上

报州纪委监委.同时结合节前监督检查,对全县

１２个乡镇和相关部门进行监督检查.２０１９年,

受理扶贫领域问题线索７件,办结１件.

♦生态环保监督执纪问责　对１２个乡镇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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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主要领导进行生态环保工作集中约谈,“打招

呼、敲警钟”.对各相关责任单位在生态环境整

治工作中履行职责情况,进行实地督促检查,既

检查各责任单位和乡镇具体开展生态环境整治

工作情况,也全程参与监督公安等部门在生态环

境整治过程中的执法情况,密切关注干部是否存

在怠政懒政、不作为、不担当等问题,督促行政机

关履职尽责.配合中央环保督察组在门源县下

沉开展督察工作,密切关注反馈问题.

♦“扫黑除恶”“打伞破网”　按照中央、省

州、县委“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相关安排部署,将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与反腐败斗争、基层“拍蝇”

结合起来,与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

结合起来,整治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深挖黑恶

势力“保护伞”,坚持“打伞破网”“打财断血”的主

攻方向,推动专项斗争向扫黑、除恶、打伞、断财、

反腐“五位一体”整体战聚焦.对门源县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等单位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有

关问题进行问责.２０１９年,受理处置党员干部

涉黑涉恶问题线索２５件.给予党纪处分１２人

次,政务处分１０人次,双处分９人次,取消退休

待遇１人次,中止党员权力４人次,累计收缴违

纪款３６万元.

♦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在节假日期

间,对全县１２个乡镇、１５个部门开展集中整治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第二阶段工作和名贵土特

产、办公用房清理等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查.县

纪委各常委、监委各委员和派驻纪检监察组对联

系的乡镇和部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集中整治

专题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进行全程监督.

同时紧盯精简文件、会议、检查考核和“三减三

查”为基层减负等关键,确保整治工作取得实效.

针对泉口镇花崖村、西沙河村、窑洞庄村低保平

分问题,约谈１４人、诫勉谈话 ８人,批评教育

６人.

♦落实责任　在县委全会上,县委书记与各

县委常委班子成员、县人大、县政协主要负责人、

各乡镇党委书记和各党工委书记签订«门源县

２０１９年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书»;县纪委全会

上,县纪委书记同各乡镇纪委书记签订«２０１９年

党风廉政建设履行监督责任工作责任书».

♦政治巡察和专项巡察　县委巡察工作以

“发现问题、形成震慑”为主要任务,紧盯党的领

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管党治党不力“三大问

题”精准发力,实现巡察工作稳步推进.县委主

动担当推动巡察工作的主体责任,县委常委会会

议学习和研究巡察工作相关议题１１次１８项,县

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学习和研究巡察工作

相关议题３次２３项.将县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

成员由５人优化充实为７人.确定县委巡察办

三定方案,核定为正科级单位,行政编制３个,配

备巡察办主任１名、工作人员１名.先后开展市

县巡察工作推进不力、巡察机构带头整治“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等４个专项整治工作,对标对表

查找问题,整改,推动工作开展.县委先后派出

６个巡察组,开展“破解熟人社会监督难”的交叉

巡察、“国家重点投资项目及存量资金和‘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重点领域的专项巡察和部分党委

党组常规巡察,对１个党委巡察反馈问题整改情

况进行“回头看”.累计发现问题１８１个,移交问

题线索６件,提出意见建议４８条.做好巡察“后

半篇文章”,印发«门源县巡察反馈意见及整改

“两公开”工作办法»,做好巡察反馈问题整改情

况的日常监督检查工作.对１６个部门８个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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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央巡视组、州委巡察组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巡

察、省委第二巡视组反馈意见、县委第四轮巡察

反馈问题整改情况进行集中督查,印发督查通

报,要求各相关单位限期整改.

♦执纪审查　２０１９年,处置问题线索９６件

(上级转交办３５件,本级受理６１件).给予开除

党籍处分１０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７人,党内警

告处分７人,中止党员权力１人,开除公职４人,

降低岗位等级８人,取消退休待遇１人,降低退

休待遇２人,政务记过２人,政务警告２人,政务

撤职１人,政务降级１人,留党察看１人.诫勉

谈话１１次１９人,约谈３４次２４１人,批评教育８

次１３ 人,通 报 ７ 次.追 缴 违 规 违 纪 款 １０７２

万元.

♦日常监督　坚持把监督工作寓于日常工

作中,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全县纪检监察机关

运用“四种形态”处理党员干部和监察对象１６２

人次.其中第一种形态约谈函询、批评教育１３６

人次,占总人次的８４％;运用第二种形态,给予

轻处分、组织调整１５人次,占总人次的９％;运

用第三种形态,给予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５人

次,占总人次的３％;运用第四种形态,处理严重

违纪违法涉嫌职务犯罪以及给予其他犯罪被判

刑人 员 开 除 党 籍、开 除 公 职 ６ 人,占 总 人 数

的４％.

♦纪检监察派驻机构改革　严格落实省纪

委、省编办«关于推进市州纪委派驻监督全覆盖

工作的指导意见»(青纪发〔２０１７〕１０号)文件精

神,结合门源县党政机关改革工作,优化机构设

置、配齐配强人员、理顺工作机制.经县委６５次

常委会同意,印发«关于加快乡镇纪检监察全覆

盖和推进县乡监督执纪执法一体化改革方案»为

乡镇赋予监察权,为全县１２个乡镇统一设立监

察办公室,任命乡镇纪委书记为监察专员,投资

２４万余元在全县１２个乡镇统一设立谈话室.

推进县乡执纪执法一体化改革,组织各乡镇纪委

书记集中办公,开展片区协作、交叉监督和交叉

执纪执法,形成全域协作.

♦落实容错纠错机制　在执纪问责过程中,

正确把握公私尺度,严肃问责程序,落实容错纠

错政策措施.重视受到党纪政务处分党员干部

的培养、管理和使用,在处分期间表现良好,工作

中能够尽心尽力,党性、纪律和规矩意识增强的

干部,县委在机构改革中仍然调整到重要岗位使

用,写好纪律处分“后续文章”,力戒对违纪干部

“一处了之”.坚持严管与厚爱并举,坚持惩处与

挽救并重,加强教育和关心,更让受处分干部有

干事创业的平台,力促“问题干部”成为“有为干

部”,推动形成容错纠错、鼓励担当、干事创业的

良好氛围,让“跌倒”的干部再一次“站起来”.通

过召开相关党委党组会议或书面传达核查结果

等形式为受到诬告的干部澄清正名,激励干部担

当有为.

(审稿:司福章　撰稿:刘永祥)

群众团体

工　会

♦概述　门源县工会第十次代表大会于

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１日在县会议中心召开.大会回顾

总结门源县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以来工会工作

的成绩和经验,讨论确定今后五年工会工作的目

标和任务.审议通过门源县总工会第九届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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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工作报告、财务工作报告和第七届经费审查委

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县总工会第十届委员会

和第八届经费审查委员会及第八届女职工委员

会,产生新一届门源县总工会领导班子.

♦工运工作　按照组织机构健全、干部队伍

稳定的要求,坚持走群众路线,以增进民族团结、

促进和谐稳定、强化基层组织为目标,防止和克

服脱离职工群众现象,把工会工作深深植根于广

大职工群众中间.通过“下接办”活动,引导工会

干部和社会化工会工作者通过实行“包乡、包企

业”制度,采取座谈、访谈、慰问、办实事和制作服

务职工联系卡“亮身份、亮电话、亮承诺”等多种

方式,开展与乡镇、企业、社区的“一对一”联系活

动,深入基层,了解民情,反映民意,加大维权帮

扶工作力度,解决职工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

实的利益问题,畅通工会联系职工、服务职工渠

道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架起工会与企业、职工、群

众之间的“连心桥”.到联点村西滩乡东山村开

展党的十九大、中国工会十七大和工会主要负责

人“讲党课”、讲中央和省委１号文件精神;促生

产发展、促精准扶贫、促乡村振兴“两讲三促”法

制宣传教育活动.现场发放农民工维权手册、环

保知识、民族团结等宣传手册、宣传品２００余份,

悬挂横幅２条,强化法制宣传教育,增强职工群

众学法、守法、用法意识,讲民族团结知识,引导

职工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化解矛盾,加强自

身防范意识,自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多次到东

山村展开认亲结对帮扶慰问活动,给１１户贫困

户送去面粉、大米、牛奶、药品等慰问品,为联点

户致富方面出谋划策.

♦各类活动　以“四个转变”的发展思路贯

彻落实“四个扎实”重大要求,开展“岗位练兵、技

术比武”“安康杯”竞赛、职工职业道德建设“双十

佳”“女职工建功立业标兵”和创建“工人先锋号”

等一系列“践行新理念、建功‘十三五’”岗位建功

立业活动.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发挥劳

模、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推进职工创新创

造工程.做好各级各类模范的评推工作,落实关

爱劳模的各项政策,门源县第一小学教师朱莲花

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称号;在元宵节期间,

组织全县党政、教育、卫计、乡镇(含农民工)等单

位的秧歌队、社火队在浩门镇进行集中汇演,组

织８８名一线优秀职工赴厦门、三亚学习考察先

进经验和理念.为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７０周年、青海解放７０周年,纪念五四运动１００

周年演讲、诗歌朗诵、歌咏比赛等系列活动;联合

团县委、县卫计局在卫健系统举办“青春心向党

建功新时代”———“迎五一庆五四”系列活

动,引导和激励全县广大工会干部职工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坚定理想信念,牢记使命、履职尽

责、奋发有为.组织全县干部职工参与全总工会

劳动和经济工作部与浙江省总工会、浙江省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联合开展«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

线上知识竞赛活动,参与答题人数９００余人次.

联合五家单位开展以“个税改革惠民众 改革红

包我会领”为主题的个人所得税新政知识竞赛

活动.

♦服务职工　２０１９年,“两节”慰问困难职

工２３５户,其中建立州级档案１３５户、全国级档

案１００户,发放慰问金５０３５万元.联合县就业

局协商各个企业进行现场招聘,提供各类就业岗

位、职业指导２０００余人,招聘会有省内外２０余

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３００余个,达成初步就业意

向的２８４人.看望慰问酷暑天仍坚守在工作一

线的环卫工人和县山水林田湖草项目处、污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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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厂、门源百里花海蜂业有限公司一线的工人,

为他们送去防暑降温物品,慰问环卫工人和一线

职工２２７人,慰问金７９４５万元.资助６２人,资

助金２７７万元.“冬送温暖、春送岗位、夏送清

凉、金秋助学”活动成为工会的帮扶品牌.开展

职工医疗互助保障计划活动,有３０４４名职工参

与互助保障计划,参保金额为３０４４万元.投资

５４万余元为浩门镇环卫工人修建“环卫工人休

息室”１处,为１２处环卫工人休息室配备微波

炉、油酊电热器、饮水机等设施设备,解决环卫工

人在户外作业期间的饮水、就餐、休息等生活工

作中存在的实际困难和问题.２０１９年,门源县

景阳岭、俄堡路段附近普降大雪,导致路面积雪

严重,出现车辆停滞、道路受阻,交通形势严峻,

对参与救援疏导交通参战民警３２人进行慰问,

慰问金为１６万元;慰问长期在威海市任教的海

北二中教师.慰问活动的开展,让职工们感受到

党和政府的关怀.修建“环卫工人休息室”作为

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创建文明

城市工作的一项务实举措.争取山东省威海市

总工会出资举办培训班、职工疗休养等援建项

目,争取到援建资金２０万元.

♦劳动和谐　全县有基层组织１６３家,工会

会员１４９２３人,其中农民工８８６０人,女会员６３２７

人.职工入会率９８％.依法完善和规范以职代

会(职工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厂事务

公开民主管理制度.实施«青海省企业工资集体

协商条例»,推动企业普遍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工

作.实施门源县“七五”普法规划,加强工会普法

依法治理工作.坚持学法用法,学习工会工作相

关法律法规,提高工会干部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式开展工作的意识和依法建会、依法履职、依法

维权的能力;５月,组织政府办、民政局、农牧水

利和科技局、住建局、交通局、公安局等２６家基

层工会开展以“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依法维

护职工合法权益”为主题的法治宣传维权服务月

活动,以«工会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工伤

保险法»«农民工维权手册»«促进工作场所性别

平等指导手册»以及与业务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

等内容,开展各类法律咨询、维权知识培训、服务

职工群众法治宣传服务活动,用精准的法律法规

政策规定和生动的维权典型案例解答疑惑.接

待咨询人员３００余名,展出宣传展板３３块、横幅

３２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５０００余份(册)、各类

拎袋４００余只.会同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县妇联、县司法局,联合青海长安人才网在金源

广场共同举办以“以促进转移就业,助力脱贫攻

坚”为主题的２０１９年“春风行动”大型招聘会.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采用网络信息

化手段,为求职者提供劳动就业、社会保障、职工

权益维护政策等咨询.有６１家企业进行现场招

聘,提供就业岗位１６５个,包括办公室文员、会

计、计算机、销售、操作工、项目工程员、建筑工等

工种,岗位需求近１５万人,吸引６０００余人进场

求职咨询,达成初步就业意向２８４人.发放就业

创业政策、社会保险等及法律维权知识等各类政

策宣传资料近１万余份.活动现场还设立政策

咨询、维权受理、求职登记、技能培训登记等６个

服务窗口.引导职工依法理性表达利益诉求,做

好职工群众来信来访工作,职工来信来访办结

率１００％.

♦财务管理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省

政府２１条措施.严格审核各项支出预算,严格

公务接待经费、因公外出学习培训经费、公务用

车管理等规定,按季度公开收支账目.一切开支

均上主席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大病救助、医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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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生活救助、金秋助学等救助金的发放,严格按

照救助原则执行,杜绝违规发放.各级工会组织

向各级党组织反映社情民意,争取对工会工作的

支持,全县工会经费逐年增长,２０１９年,财政拨

付工会经费到位３１６４万元,上解州总工会工会

经费９４９２万元,下拨各基层工会经费１５８２万

元,保证各基层工会工作的正常运转,解决工会

建“职工之家”难和开展活动难的问题.工会经

费地税代征工作宣传到位,确保企业依法缴纳工

会经费.１５２家企业征收１４３０３万元.

♦职工之家建设　坚持增“三性”、去“四化”

的改革方向,不断创新群众工作的体制机制和方

式方法,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推动工会改

革向基层延伸.加强全县工会挂兼职干部和社

会化工作者队伍建设,加大对工会所属事业单位

改革的指导,提升服务职工的能力和水平,扩大

工会覆盖面.坚持党建带工建,充分利用互联网

＋工会优势,加大网上建会入会力度,推进基层

工会组织建设,加大非公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建

会力度.加强“两新”组织和村(社区)工会建设,

实现对不具备单独建会条件的小微企业和零散

就业人员全覆盖.以建设“职工之家”“职工书

屋”为契机,在条件成熟的行政、企事业单位开展

“职工之家”“职工书屋”创建活动,投资专项资金

４２万元为１３家基层工会配备健身器材及为县

政务大厅、汽车站、中医院母婴室配备设施设备,

用先进文化引领职工的思想意识.年内,全县建

成职工之家４０家、职工书屋２２家.其中荣获全

国中华总工会职工书屋２家,省级模范职工之家

１家、职工书屋３家.做好工会会员实名制信息

采集工作,确保每个新建工会组织、新会员信息

数据入库归档,纳入服务范围,把职工群众吸收

到党领导的工会组织中来.按照县委«工会改革

方案»的要求,做好工会组织规范化建设、经费管

理和制度创新,更好地做好服务职工等方面的

工作.

♦精准扶贫　对全县困难职工家庭人口、就

业状况、经济收入等情况进行详细调查摸底,按

照一人一档的要求,填写困难职工档案表,将困

难职工档案录入电子档案,实行专人管理.把困

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摆上重要日程,针对困难职

工主要致贫原因分类施策,制定«门源县困难职

工解困脱困工作实施方案»,与基层工会签订目

标责任书,将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责任层层分

解,采取深入基层、走访职工、召开座谈会等形式

开展困难职工帮扶救助工作.同时,按照省总工

会«关于精准规范做好困难职工帮扶工作的通

知»和«关于清理调整困难职工档案»的工作要

求,对工会帮扶工作管理系统内建档困难职工档

案进行调整清理.对不符合标准的困难职工档

案予以清理,对漏填、错填困难职工信息的档案

予以修改完善;对新出现的困难职工进行补充建

档.对１００户困难职工解困脱困进行入户调查,

通过纳入社会救助兜底、互助保障计划、大病救

助、子女就业创业等方式脱困６０户.按照“先建

档、后帮扶、实名制”的原则发放帮扶资金,实行

银行卡发放,资金的发放和使用做到专款专用,

无截留、滞留、虚报、挪用、扩大范围等现象.

♦党风廉政建设　坚持实行“一把手”负总

责,班子成员履行“一岗双责”,明确责任主体既

抓业务工作,又抓党风廉政建设的双重责任.通

过签订领导干部«廉政承诺书»,形成“横向到边,

纵向到底”的全覆盖责任体系.修改完善«县总

工会工作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制度.

改进工作作风,保证廉洁、公正、高效,严格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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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车辆的管理,重新修订和完善公务车辆管理

制度,节假日期间严格执行车辆封存,杜绝公车

私用等违规行为.在履行党风廉政主体责任制

过程中,把加强干部廉洁自律教育放在重要位

置.结合主题抓教育.在党风廉政主题教育活

动中,采取集中学习、领导讲课、手机微信、QQ

群等多种形式强化对党员干部的廉政教育.通

过创新开展以学促廉、以诺承廉等方式,增强党

员干部廉洁自律的意识,提高遵纪守法的自觉

性.组织党员干部开展“两学一做”专题教育,以

党章为镜、以党规为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

到坚守廉政底线、牢记责任根本,增强对党的认

同感、归属感.组织党员干部专题学习«中国共

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等,增强党员干部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领会实

质和精髓,夯实思想基础,增强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宗旨观念和廉洁从政、遵纪守法意识.执

行«廉政准则»和中央“八项规定”,做到严于律

己,加强对亲属的管理教育.全体党员干部遵守

节能办公,从自身和现在做起,节约每一张纸、每

一滴水、每一度电.加强公务接待管理,遵守和

执行公务接待标准和日常接待规定,做到不超范

围、超规格接待.

(审稿:闫　良　撰稿:张晓霞)

妇　联

♦概述　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宣讲教育,团结

引领全县妇女筑牢理想信念,把广大妇女团结在

党的周围.开展“巾帼心向党建功新时代”“巾

帼心向党 礼赞新中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７０周年和青海解放７０周年、“一讲堂四走进”

等活动,组织巾帼志愿者、专家学者、妇女典型,

到机关单位、乡镇、村、社区开展宣讲７场次,开

展主题活动１５场次,引导全县各级妇女组织开

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形成“同频共振”效应.同时,

利用“门源女性之声”微信公众平台、妇联 QQ

群、微信群开展“微宣讲”.

♦主题活动　组织各级妇联干部深刻领会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

位,把握“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的科学体系和

丰富内涵,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指导解决问题、推动工作,把学习贯彻的成效

转化为高举伟大旗帜、坚定维护核心、忠诚党的

事业、做好妇联工作的实际行动.全年有５个集

体,５个个人,２个妇女之家,２个企业受到省州

妇联表彰.门源女性之声关注粉丝５０００多人,

选派３８名县乡村妇联专兼职主席参加省州妇联

干部能力提升培训.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１０９周年之际,围绕“倾情礼赞新中国巾帼奋

进新时代”这一主题,邀请青海省妇女干部学校

讲师吴雄玲及青海安贞医院妇产科首席专家郭

淩清为全县妇女干部职工代表举办以«职业女性

妆容及服装搭配»«妇科常见病知识»为题的专题

讲座,引领６００余名各行各业妇女“外塑形”“内

修礼”,规范自己日常行为的同时,关注自身健

康,培养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家庭和

睦与社会和谐;看望慰问县人民医院妇产科医护

人员,通过她们向全县各行各业坚守工作一线的

妇女劳动者致以节日的祝福和良好的祝愿,激励

大家更好地服务社会、服务人民;六一儿童节期

间联合县中医院为仙米乡寄宿制小学１~６年级

１５０余名儿童进行“温暖童心,快乐六一”免费体

检慰问活动、为泉口镇寄宿制小学捐赠２６０册图

书并慰问２０名留守儿童;端午节期间联合浩门

镇康乐路社区开展“迎祖国７０华诞庆中华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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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节”端午节主题活动,慰问１５名贫困环卫女工

代表,为她们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油菜花节”

期间开展“高原看见爱”项目暨太阳眼镜发放

仪式,为１００名一线户外工作女工发放太阳眼镜

１００副;“八一”建军节期间慰问退伍军人;国庆

期间联合有关部门承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７０周年青海解放７０周年“时代新人说 我与

祖国共奋进”职工演讲比赛和职工歌咏比赛.开

展“巾帼心向党 礼赞新中国”群众性教育活动网

上行活动,在“门源女性之声”微信公众号接力转

播１２期各乡镇开展的各类活动,营造共庆祖国

华诞、共享祖国荣光、共铸复兴伟业的热烈氛围.

开展民族团结主题实践活动,创新“让民族团结

之花在高原盛开”的品牌活动,团结带领广大妇

女像石榴籽一样团结在党的周围.开展民族团

结进步创建宣传活动５场次,发放书籍、宣传材

料５０００余份.在浩门镇政府举办“人居环境整

治,巾帼在行动”专题宣讲会;同时,通过发放倡

议书、多媒体平台宣传等加大宣传力度的同时由

县工青妇党组牵头组织６０名职工志愿者、青年

志愿者和巾帼志愿者在浩门镇东门人工湖开展

环境卫生集中整治,出动１台挖掘机对县妇联环

境区域内的生产生活垃圾进行平整、清运,采取

不定期、不定时开展环境清理工作和每周五定期

清理相结合,巩固整治效果;组织全体干部职工

到联点村北山乡下金巴台村开展植树造林,通过

制作悬挂宣传横幅,增强群众的环保意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围绕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的

重要指示精神,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和服务“五进”

宣讲活动２场次,５００余名妇女参加活动,引导

城乡妇女传承良好的家德家风、弘扬文明的乡风

民风;以门源县５个省级家庭教育指导中心为依

托,联合县实验幼儿园开展“巾帼心向党 礼赞新

中国”宣传教育活动,通过“新时代家庭观大家

谈”分享交流激发教师、家长、幼儿的家国情怀,

对促进家庭文明建设、推动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

明新风尚产生的作用;联合气象路社区开展“立

家规、传家训、正家教、育家风”主题宣演讲活动;

联合泉口寄宿制小学举办“同唱一首歌、同讲一

个故事”家庭教育亲子活动.开展寻找“最美家

庭”、创评“美丽小庭院”活动,推荐的李晓瑞家庭

等４户最美家庭,朱发山家庭等６户美丽庭院成

功入选青海省最美家庭、美丽庭院.利用节假

日、重要节点,采取接地气、聚人气、有生气的方

式,通过制作宣传挂图、横幅,在广场、社区、居民

区等重点场所进行公益宣传,拓宽活动的宣传面

和参与度,宣传家风好、家教严、家庭美的先进

典型.

♦妇女儿童服务　开展«妇女儿童发展规

划»监测评估工作,推动«中国妇女发展规划»«中

国儿童发展规划»实施.开展“建设法治门源,巾

帼在行动”活动.强化１２３３８妇女维权公益服务

热线,“１１０”家庭暴力报警点、维权合议庭、妇女

维权投诉站等维权阵地建设,畅通妇女维权渠

道.命名正志法律服务所为门源县首个“两新组

织”妇女儿童维权岗,为上访求助妇女提供法律

援助服务.组织“三八维权周”法律宣传活动、参

与“四下乡”、安全生产、公民道德宣传日、“扫黑

除恶暨综治平安建设宣传月”“民族团结宣传月”

等各类主题宣传活动２０余次,悬挂横幅３０余

条、发放宣传资料万余份,提高农牧区妇女的维

权意识、普及法律知识.１~１０月份,县妇联接

待妇女群众来信来访３０起,其中婚姻家庭权益

类案件１９件,信访调处率９９％.家庭暴力案件

发生１１起,占婚姻家庭权益类案件的５０％;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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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巾帼关爱行动”.对４０名事实孤儿发放救助

金１１９４００元;对４８名困境儿童进行慰问,与山

东威海红十字会沟通合作为８８名困境儿童筹措

价值８万余元的衣服、被子等救助物资并发放救

助金８万元;联合青海安贞医院到仙米、珠固等

７个乡镇开展“健康门源关爱女性”妇联公益

服务进乡村活动８００余名妇女接受免费妇科体

检和义诊,让广大农村妇女充分认识女性健康的

重要性和自我防范的意识,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保障身心健康,提高生命质量;联合中国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门源分公司开展“佑未来,护成

长”公益捐助白血病儿童活动,为门源县１名白

血病儿童捐助１万元.推动“两癌”公益项目政

策落实,为避免困难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在

项目申报时以及时上报、方便患者为原则,给予

患病妇女最大的帮助,救助１１名患病妇女发放

救助金１１万元;对１３名因病致贫的妇女发放救

助金７８００元.

♦妇联改革　完成１１６个村(社区)“会改

联”工作,村(社区)妇联主席１００％进村“两委”

班子,妇联主席工资报酬全部达到村书记(主任)

工资报酬７０％的标准.乡镇妇联３万元的工作

经费全部落实.全县１０９个村级组织、７个社

区,１２ 个 乡 镇 实 现 妇 女 之 家 全 覆 盖,创 建 率

１００％.组件“两新”组织妇女之家１５个.胜利

召开门源县妇女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

一届妇联领导班子.

(审稿:杨玉霞　撰稿:侯占梅)

共青团

♦概述　把夯实党的执政基础,教育引导好

青少年作为共青团的首要政治任务,将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到全县广大团

员青年的思想和生活中,举办“青春心向党 建功

新时代”青海共青团大讲堂走进门源暨习近平总

书记“４３０”讲话精神专题学习会;组织干部职

工及部分西部计划大学生志愿者开展了道德讲

堂活动;开展学习“时代楷模”张富清同志先进事

迹专题学习会,引导青少年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信念听党话跟

党走.

♦实践引领　开展“我与祖国共奋进———国

旗下的演讲”特别主题团日活动;举办“青春心向

党建功新时代”主题团日活动暨集中离队入团

仪式,围绕少先队建队７０周年,开展“红领巾心

向党争做新时代好队员”主题队日暨少先队工

作观摩交流活动;举办“我和我的祖国”百姓宣讲

暨“青海青年讲师团”分享活动走进门源分享会、

“门源县青年歌手大赛暨２０１９中国好声音门源

分赛区五四专场选拔赛活动”;开展“‘时代新人

说,我与祖国共奋进’———门源县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青海解放７０周年”职工演讲

比赛和“我和我的祖国”职工歌咏比赛,选派两支

队伍参加全州“青春心向党 建功新时代”———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主题诗歌(词)朗

诵比赛,分获青年组三等奖.

♦榜样引领　召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门

源回族自治县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授予东川镇

团委等６个团组织“全县五四红旗团委”的荣誉

称号;授予浩门镇向阳路社区团支部等１３个团

组织“全县五四红旗团支部(团总支)”荣誉称号;

授予刘杰等８名同志“全县优秀共青团干部”荣

誉称号;授予沙成兰等１２名同志“全县优秀共青

团员”荣誉称号;授予赵发财等１０名同志“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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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青年”荣誉称号.选派１４人次参加团中央、

团省委、团州委培训学习,不断提高团干部的工

作能力.４人分获全州“优秀共青团员、共青团

干部”称号,２个团组织分获全州“五四红旗团

委、团支部”称号.

♦舆论引领　拓展思想政治引领工作的广

度和深度,狠抓信息宣传,推进新媒体工作体系

建设,推进“网上共青团”建设,加强“青年之家”、

微信等网络互动社交平台建设,开展线上线下活

动,鲜明有力的发声,把“共青团门源县委”微信

公众号作为联系服务青年、宣传推介工作的重要

抓手,发送推文１３３４条,总阅读量１３万次.

♦青春扶贫行动　开展圆梦助学行动,争取

春蕾陪伴计划“一助一”项目,资助１００名高二年

级贫困女学生,受助资金１２万元;争取对口援建

帮扶资金１０万元,为门源县第二小学修建“善小

海葵”爱心图书室.为７９名贫困应届大学生

争取“山海情圆梦助学金”“国酒茅台国之栋

梁”助学金４９４万元,发放“FLORA”奖学金４７

万元.定期与泉口镇西河坝村贫困家庭开展党

员“结对认亲”活动,针对贫困户开展助学活动.

开展助力脱贫攻坚暨节前“情暖寒冬”走访慰问

活动,在团省委和省青基会的支持下落实“银天

使计划”贫困老人慰问项目.参与“邀您一起共

扶贫,干部一日捐”活动,开展联点帮扶工作,调

整帮扶责任人,为贫困户讲解惠民政策,为贫困

青少年发放学习用品,鼓励他们学习.为联点村

提供网围栏１２００米,助力乡村环境卫生整治.

♦青年生态环保行动　组织乡镇成立环保

志愿服务队,印发«关于在全县团员青年中深入

开展人居环境集中整治“百日攻坚”行动的通

知»,同时利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宣传生

态环保知识,在雷锋月、环湖赛、油菜花旅游节等

重点节庆期间开展“清洁家园 共创文明城市”

“助力环湖赛 志愿者在行动”“鲜花丛中学雷锋

青春不负好时光”“义务植树”等志愿服务活动,

动员各基层团员青年和青年志愿者参与生态环

保工作.

♦青年志愿服务　做好西部计划大学生志

愿者岗位申报及培训等工作,对２０１９年新招募

的３０名志愿者进行县情及志愿服务精神的培

训,召开志愿者专题会议两次,强化大学生的志

愿服务意识.打造“关爱留守儿童”“学雷锋”等

青年志愿服务品牌,参与文明城市创建,发挥志

愿服务在春运工作中的作用,引导广大青少年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联合门源县动车

站“暖冬行动”.完成２０１９年“天佑德杯”第十八

届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十六届西北五

省(区)花儿演唱会、２０１９青海门源油菜花文

化旅游节暨首届中国祁连山风筝节期间志愿服

务保障工作.重阳节期间协同妇联组织青年志

愿者、巾帼志愿者开展“敬老爱老,情暖重阳”敬

老月主题活动;在泉口镇西河坝村开展了以“情

暖童心七彩假期”为主题的志愿服务活动,为

留守儿童送去科学文化知识.依托两处“爱心公

益课堂”,组织在全县服务的西部计划大学生志

愿者和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为留守儿童、双职工

子女开展作业辅导、心理疏导、亲情陪护、兴趣班

等活动.３月,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授予共青团

门源县委“青海省学雷锋活动示范点”的荣誉

称号.

♦青少年创新创业　召开“门源县第一届青

年创业联盟成员大会”,产生门源县第一届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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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联盟团工委,举办“创客中国”暨“创青春”青

海省创新创业大赛宣讲培训会,选派５名青年参

加全省农牧区创业致富青年“领头雁”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电商、农牧产业培训班.向扶贫、邮储

银行推荐“青春创业扶贫行动”扶持项目企业

１５家.

♦青少年合法权益维护　编印设计与青少

年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青少年维权宣传资料,

创新青少年普法工作手段和载体,加强青少年法

治宣传教育和防艾、禁毒教育.深化“共青团与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活动,让惠及青少年

的政策措施得到落实.发挥综治委预防青少年

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职能作用,拓展

“青少年维权岗”创建活动.参加全州第二届青

少年模拟法庭大赛.举办“法德大舞台”进校园

暨青少年法治微情景剧大赛.举办“阳光行动”,

用真情温暖莘莘学子.

♦扩大组织覆盖　１２月底召开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门源回族自治县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大

会选举产生共青团门源县第二十届委员会书记

１名,副书记１名,兼职副书记１名,挂职副书记

１名,常委 ７ 名,委员 １７ 名.印发«关 于 做 好

２０１９年全县发展团员调控工作的通知»,规定团

员的发展数量和标准,全年发展５００名团员,建

立团员“一人一档”,执行团员注册制度与志愿者

注册制度,落实“三会两制一课”制度,严肃团内

组织生活,增强团员组织观念、纪律观念、规矩

意识.

♦作风建设　履行“一岗双责”,实行党风廉

政建设与团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同考

核.开展基层大调研、廉政警示教育、主题党日

活动等.签订目标责任书和党员党风廉政建设

承诺书,开展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对

梳理出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进行清单管

理,列出进展表,按照整改时限要求细化整改措

施,进行整改,将党风廉政建设融入业务工作中,

本着“从严、从细、可行”的原则,修订完善共青团

门源县委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公务接待管理制

度、公务用车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考勤与请

假制度等制度,坚持用制度管人管事,规范内部

管理,提高机关管理效能.执行财经纪律,坚持

厉行节约原则,落实各项规定,财务审批管理逐

步规范.落实“三重一大”事项集体研究、重要情

况报告、主要领导末位表态等制度,做到集体领

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维护领导班

子的团结,形成分工负责、团结合作、勤政高效的

工作格局.

(审稿:马晓琴　撰稿:马　欣)

残疾人联合会

♦概述　聚焦县委、县政府重点工作任务,

聚焦残疾人精准扶贫,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

程,不断改善残疾人民生活水平,增加残疾人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履行“服务、代表、管理”职能,

真抓实干,狠抓落实.

♦组织学习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全

会精神、省委十三届六次和州委十二届六次全

会、县委十六届六次全会精神及全国、全省、全州

残疾人事业工作会议精神,学习«党章»«中国共

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支部工

作条例(试行)»等,中央和省州县委“不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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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要文件、会议精神,利用

“学习强国”“青海干部网络学院”等平台,强化干

部职工学习,使全会干部职工统一思想,提高政

治站位,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

♦支部和党员发展　健全完善«县残联党风

廉政建设制度»«县残联党风廉政约谈制度»«残

联理事会议事规则»«县残联信访工作制度»«残

疾人辅助器具管理办法»«残联内部财务管理制

度»等制度,按制度管人管事,增强工作的可操作

性,促进工作落实,使党支部工作真正制度化、规

范化.制定年度发展党员计划,严把党员发展关

口,引导、培养、吸收思想进步、工作主动的同志

向党组织靠拢.对１名提交入党申请书的年轻

同志进行培养,吸收听党课、参加党内有关活动,

分配一定的工作以及培训等方法,进行培养教育

和考察吸收.

♦“三会一课”　将“三会一课”制度的落实

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将党支部建设工作与业

务工作相结合,在提高支部建设水平的同时,促

进工作效率,提升服务水平,每月召开１次支部

会议、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党支部书记上党课４

次,一般党员干部上党课１次,不断丰富活动内

容、活跃载体,提高党员干部参与“三会一课”活

动的积极性.

♦党风廉政建设　５月３１日,县残联组织

全体干部职工、各乡镇(社区)专委召开党建暨党

风廉政建设工作专题会议,安排部署党建、党风

廉政建设工作.把党风廉政落实到党支部建设、

业务工作推进、干部管理全过程各方面,党组书

记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及反

腐败工作的有序开展,为推动全县残疾人事业提

供政治纪律保障.对全县各乡镇、社区、村残疾

人专职委员进行业务培训,安排部署工作.召开

乡镇、社区残疾人专职委员工作会议.签订工作

承诺书,提高认识,凝心聚力,形成上下团结一

心,合力干事的良好氛围.

♦主题教育　成立县残联“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制定«门源县残疾人联

合会领导班子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工作方案»和«中共门源县残疾人联合会党支

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方

案»,列出学习计划,于９月１７日以集中学习形

式启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进行动

员部署.为全会干部职工印发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应知应会手册,利用县残联

微信群推送学习内容.党支部分别为联姻结对

的北山乡沙沟梁村党支部、共驻共建的花园路社

区党支部赠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应

知应会手册.通过发放征求意见函、设立意见箱

的方式征求意见建议,领导班子检视问题６条,

完成整改４条,整改２条.９月３０日,党支部与

共驻共建的浩门镇花园路社区联合开展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暨青海解放７０周年”

主题党日活动.县残联全体党员干部、花园路社

区全体党员干部、花园路社区党员、部分居民参

加活动.开展４次专题研讨会,完成调研报告

３篇.

♦康复工作　制定«门源县残疾少年儿童康

复救助实施方案».县财政落实３７１万元资金

用于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全县有３９名残疾少年

儿童在定点康复机构接受康复训练治疗.落实

补助５名听力、言语残疾儿童人工耳蜗植入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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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５１８５万元;补助１５名脑瘫儿童和孤独症

儿童康复训练费及矫形器安装费１０６３１万元.

免费残疾人配发用品用具１７９９件,其中通过互

联网＋精准适配辅助器具８５８件;转介安装假肢

安装３例.３月８日,省残联吴彦俭副理事长带

领省残联康复中心、省医院、儿童医院等专家,到

门源开展残疾儿童人工耳蜗植入手术筛查和成

年听力残疾人助听器适配活动.免费对２２名

０~１７岁听力残疾儿童进行人工耳蜗植入手术筛

查.４月４日,县残联邀请青海福利慈善医院医

生来门源县开展“肢体残疾患者手术与康复”医

疗救助筛查活动.筛查患者１８４人,其中矫正手

术２２人,康复患者６３人,关节置换患者１９人,

保守治疗(药物治疗)患者４１人,检查治疗患者

２３人,安装假肢患者１人,年龄尚小择期手术患

者４人,拒绝手术患者１０人,取外固定架患者

１人.

♦贫困残疾人扶持　在“两节”期间,走访慰

问特困残疾人家庭６５户,送去慰问金３２５万

元,面粉１３０袋.“七一”建党节期间走访慰问残

疾人党员６名、国庆节前夕走访慰问残疾人６

名,为每名残疾人送去慰问金５００元.为符合规

定要求的４９名下肢残疾人员发放机动轮椅车燃

油补贴１７６４万元.发放２０１９年上半年残疾人

两项补贴３８０７人,发放资金２５２６６万元.完成

投资１４１万元的泉口镇后沟村、沈家湾村异地

搬迁贫困残疾户家庭无障碍设施改造.

♦资助残疾学生　为使残疾学生接受良好

教育,用知识改变命运,县残联在争取相关助学

资金的同时,加大对残疾学生及残疾家庭学生的

资助力度.为２５名残疾学生发放资助金４７万

元.其中为１４名贫困建档立卡义务教育阶段残

疾学生每人资助１０００元,１１名学前教育残疾生

每人资助３０００元.

♦残疾人就业　通过部门衔接,吸纳有劳动

能力的２０余名残疾人安置到公益性岗位,解决

弱势群体就业问题.举办残疾人农牧业实用技

术、手工掐丝画培训、电子商务知识普及等培训

班７期,培训残疾人２３３名.

♦全国助残日系列活动　围绕“自强脱贫

助残共享”活动主题开展各项活动,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卫生健康局、教

育局、民政局、妇联、残联等县政府残工委成员单

位联合开展集中宣传活动,发放宣传资料３００余

份,悬挂标语条幅１２条.发放轮椅车２１辆,慰

问１２户特困残疾人家庭,为每户送去５００元慰

问金.

♦残疾人动态更新　制定«门源县残疾人基

本服务状况和需求信息数据动态更新工作实施

方案»,成立全县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和需求调

查动态更新工作领导小组,举办两期残疾人信息

数据动态更新工作培训班,开展残疾人基本服务

状况和需求动态更新入户调查、录入、上报等

工作.

♦办理证件　办理残疾人证４５０人,残疾人

证到期换证５４８人.３月１９日邀请省第三人民

医院重症精神病核查小组对门源县精准扶贫建

档立卡贫困户中疑似精神、智力残疾人进行残疾

等级评定.为２５名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办理残

疾人证.开展肢体持证残疾人复检工作,２０１８

年县残联联合县卫计局对全县肢体持证残疾人

残疾鉴定集中进行复检.５月８日,对未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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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复检１３５人,向本人或监护人印发告知书,

通知其持证按期进行复检.对逾期未复检的４３

人,根据«青海省残疾人证管理实施办法»的规

定,冻结残疾人证,相关补助暂停发放.

♦第三方评估检查反馈问题整改　根据县

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的«门源县贫困县退

出省级第三方评估检查反馈问题整改方案»(门

扶组〔２０１９〕５号)要求.在全县各乡镇、社区开

展疑似残疾人摸底调查,排查出疑似残疾人８４９

名.与县卫健局商定联合开展疑似残疾人初步

筛查工作,从县残联、卫健局抽调工作人员组成

两个筛查工作小组到各乡镇集中筛查,筛查工作

于６月５日完成.在此基础上,县残联与州二医

院沟通协调,专设残疾检查评定办公室、安排专

人负责检查评定,县残联３名工作人员到州二医

院进行现场办公,为疑似残疾人检查评定开通绿

色通道.排查的８４９名疑似残疾人中,办理残疾

人证１２４人,需到西宁指定医院做检查８１人,未

达到评定标准４６５人,因各种原因未参加检查

１７９人.办证人员发放残疾人证,更新残疾人管

理系统中的信息.

(审稿:马占武　撰稿:马　玲)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概述　紧贴时代发展脉搏,积极探索实践

新时期文艺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广泛开展丰

富多彩的文艺活动,充分发挥文艺在门源建设中

的积极作用,文艺事业呈现队伍壮大、创作繁荣、

团结和谐、充满活力的局面.

♦«金门源»杂志编辑　«金门源»杂志全年

编发四期,共开设佳作有约、人生万象、行者走

笔、花海诗苑、校园芳草、民俗民风、时代浪花、音

乐之声、摄影美术书法园地等专栏.本年度刊发

小说１２篇,散文５６篇,诗歌２６首,学生作品２６

篇,摄影作品８６幅,美术作品１２幅,书法５幅.

约５０万字.

♦送春联下乡　春节前夕,为北山乡大泉

村、下大滩村、泉口镇大庄村、东川镇碱沟村乡亲

们赠送３０００余幅吉祥喜庆的春联、“福”字.

♦主题征文活动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７０周年和青海解放７０周年,县委宣传部、

县文联举办“我和我的祖国”主题征文活动.征

文活动收到来稿９４篇,其中学生组征集征文６３

篇,成人组征集征文３１篇.通过评委们的严格

评审,按３０％的评选比例,评选出一批优秀佳

作,其中学生组评选出贾丽婧、魏慧元等同学的

１９篇优秀作品;成人组评选出马文卫、甘露吉等

作者的９篇优秀作品,对优秀作品作者颁发奖状

和奖品.

♦双向交流　７月１６~１８日,河南开封市

文联副主席孟冉,大观杂志社社长、主编张晓林

及大观杂志社编辑一行来门源开展为期３天的

两地友好单位艺术交流活动.活动期间,召开门

源县文联与河南开封«大观»杂志社合作交流座

谈会,在门源县福鑫原生态文化开发有限公司参

观书画、民俗展,与当地书法爱好者进行现场书

画交流.此外,还组织艺术家们进行采风活动,

让他们领略“花好门源”的秀美自然风光.１１月

４~８日,县委宣传部派县文联各协会主席、副主

席、编辑一行６人赴友好联点单位———河南大观

杂志社进行为期一周的交流学习.通过交流、调

研,让各协会负责人和编辑人员扩大乐视野,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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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审美鉴赏能力.

♦文艺创作成果　２０１９年,本县作家马文

卫、才登、老梅、马玉珍、韦宏的作品刊发在联点

友好单位河南«大观»杂志.才登、老梅、马玉珍、

西月、金辉作品入选青海省«青海,我的家园»第

二辑;回族作家马文卫、张文夫、马玉珍、马振军

等的小说、散文、诗歌分别收入«青海回族文学丛

书»;才登、西月、向墨诗歌作品入选青海省«红衣

白马的女子们———青海当代女诗人作品选».门

源花海民族艺术团在首届CRK中俄韩国际文化

艺术节荣获国际交流金奖;苏兴汉摄影作品«生

气的牛阿婆»获得香港国际杯首届相约霞浦拍摄

美丽的海摄影大赛优秀奖;常明成摄影作品«专

注的表情»«校园保龄球»«小舞者»在«中国教师»

杂志社举办的全国摄影大赛中分别获得二等奖

和优秀奖.马文卫散文«七十年春秋话沧桑»获

得青海省老干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

年征文一等奖;马玉珍小说«新姐»获得中国作协

少数民族重点扶持项目.蒋海书法作品在第二

届全国书画艺术大赛中获得优秀奖;白延德书法

作品在第二届“新时代”全国诗书印联赛中获

银奖.

(审稿:王靖淙　撰稿:王靖淙)

红十字会

♦概述　在医疗机构、学校、社区、村成立红

十字基层组织,发展会员和志愿者,为县红十字

事业良性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成立基层红会机

构４３个,发展红会会员３５５０人,志愿者５７２人.

♦宣传工作　利用“１２１”世界艾滋病宣传

日、“５８”红十字博爱周、“无偿献血日”等活动,

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中国红十字

会章程»«红十字会运动基本知识»«艾滋病防治

知识手册»«红十字急救常识»等,发扬“人道、博

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凝聚更多社会力量参与

和支持红十字事业,使城乡群众对红十字的认识

得到了解,在群众中树立红十字会的良好形象.

♦“博爱一日捐”人道救助　２０１９年救助１９

人６９万元.开展“红十字博爱送温暖”活动,县

红十字会对上级调拨的救助物资,通过各乡镇、

社区及卫健系统联点村筛选,给受灾乡镇、特困

户、五保户和残疾户发放面粉、棉被、衣服、毛毯、

奶粉、食用油等价值百万余元的救助物资.开展

医疗服务进农家活动.县红十字会组织中医院、

各乡镇卫生院以“关爱农民、医疗服务”为主题,

到联点村、辖区村开展义诊服务活动.

♦灾情爱心捐款　玉树雪灾、威海台风实情

后,县红十字会分别接受社会各界爱心捐款,其

中玉树 雪 灾 捐 款 １９７５ 万 元、威 海 台 风 捐 款

１２８０３万元.

♦“爱心医疗救助工程”活动　省红十字会

与省级医疗单位合作,对贫困先天性心脏病患儿

实施“爱心医疗救助工程”活动,对符合手术条件

的７名贫困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及时上报接受免

费手术治疗.

(审稿:马国青　撰稿:马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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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　　事

人民武装

♦概述　学习贯彻国防动员部、西部战区、

省军区和军分区党委扩大会议精神,不断强化党

委核心领导作用,严格执行各项政策规定,狠抓

“十三五”期间民兵组织整顿工作落实,强化安全

管理,确 保 单 位 安 全 稳 定 和 各 项 工 作 的 稳 步

推进.

♦理论武装　坚持用习近平强军思想纲要

武装头脑,抓好“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两大主题教育,传达学习

上级党委(扩大)会议精神.学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治国理政»

«习近平强军思想»«军委主席负责制»«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和习近平系

列讲话等,以习主席强军思想为行动指导,统一

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利用政治教育、党团活动、主题教

育、专武干部月例会等时机穿插进行学习,规范

干部、职工及基层武装干事的言行,拓展知识层

面,增强学习教育的效果.制定年度工作计划、

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计划、政治教育计划和民兵

教育计划方案.民兵政治教育除按计划的４个

专题教育外,进行节日战备教育和“安全形势分

析”专题教育.从把好关口、按制度办事;加强自

身学习、边学习边思考;守住底线、按规定办事３

个方面进行自省讨论.

♦履职尽责　组织干部、职工学习各项规章

制度和事故案件通报,要求干部职工举一反三吸

取教训,按照规章制度开展工作.落实上级指示

要求,每周五利用交班和例会学习进行纪律教

育、安全形势分析、上级文电通报、严格财经纪

律,开展３次保密专项教育.突出以文电管理、

车辆管理、民兵武器装备仓库安全等重点,每月

对文电资料、车辆动用情况进行１次自查,对武

器库进行２次常规检查,与有私家车的干部职工

签订车辆安全责任书.为县直部门和乡镇武装

及民兵编组相关单位订阅«中国民兵»«国防教

育»、解放军报、中国国防报等报纸杂志２７２份.

购买２００本«国防法»«兵役法»«国防教育法»,印

制宣传资料３０００份,利用“国防教育进校园”活

动,在海北二中进行全民国防教育宣传.通过北

山乡美丽乡村开放仪式、青石嘴镇乡村美食节、

苏吉滩乡赛马会等各乡镇举办活动时机,深入乡

村进行全民国防教育和征兵宣传.召开县委常

委议军会议解决经费,用于民兵训练、体检和购

买民兵作训服等.协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解决３名大学生见习岗位.３月,联合县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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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民政局及相关单位慰问荣立三等功的东川镇

塔龙滩宋维珍,将喜报第一时间送到立功家属手

中,后期宋维珍被省军区动员局选为“大学生入

伍宣传员”,县电视台两次专题宣传报道,在全县

掀起大学生入伍参军的热潮.“七一”建党节组

织干部职工到县委党校参观警示教育基地,以案

例警示内容为镜、为戒,从自身做起,从细处着

力,学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法纪法规和廉政建

设规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学习青海省

委党校马明忠教授以恪守尊重差异、包容多元秉

承担当、责任、使命为主题的加强民族团结、维护

社会稳定方面的知识.团职干部传阅«忏悔录»

并签名,坚定对党忠诚的思想信念,提高政治觉

悟.组织全体人员到青石嘴镇红沟村、泉口镇东

滩村调研,了解经济发展现状和制约发展因素,

调研基层民众对征兵政策的认识和了解.组织

全体人员观看«时代楷模张富清»«榜样４»«尕布

龙赤子精神»«代号２１１»等７项专题教育片,观

看爱国主义教育片«我和我的祖国».学习优秀

共产党、优秀党务工作者和老兵张富清同志的先

进事迹.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到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旱台民兵连进行参观学习,缅怀英雄们的

光辉事 迹,激 发 全 体 党 员 对 党 的 感 恩、热 爱、

忠诚.

♦脱贫攻坚　将脱贫攻坚工作纳入党委议

事日程.“两节”期间,筹措武装部３万余元经费

对贫苦退伍军人、优秀民兵骨干、敬老院４２名孤

寡老人、珠固东旭村和浩门镇康乐社区困难群

众、珠固寺和仙米寺２座藏寺院、青石嘴镇２０座

清真寺走访慰问.关注东旭村扶贫成果,８月,

申请下拨扶贫资金５万元,用于东旭村高原美丽

乡村卡卓社乡村民宿建设,收益３万余元,用于

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年底分红.８月、１０月两次组

织全体干部、职工参加全县统一安排的海啸和扶

贫日捐款活动,捐款５０００余元.对考上一本的

２５名贫困学生资助１０００元.

♦纠治“四风”　坚持领导带头、以上率下,

刚性落实军委“十项”规定和严禁违规宴请喝酒

“十一条禁令”.开展廉洁征兵检查督察.

♦新闻报道　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

周年华诞,开展“我奋斗、我精彩”征文撰写,新闻

报道和宣传工作取得较好成绩,上稿１６篇.

♦民兵整组　召开专武干部例会,安排部署

乡镇武装工作组工作,为基层武装部建设和基干

民兵整组提供有力的保障.利用一周时间对１２

个乡镇及编兵单位检查指导、整组点验,对检查

中发现的问题要求相关单位限时进行整改.对

全县实编 XXX名基干民兵、XXX名普通民兵进

行集中点验.完成５次县应急连全建制拉动和

训练,提高民兵的军人素养和应急处突能力.

♦国防潜力调查　召开两次国防潜力调查

部署推进会,对行政区域、装备、行业企业、协会

进行登记工作.各乡镇对所属辖区１８~３５岁男

性公民进行调查登记.

♦兵役登记和征兵宣传　在县武装部和各

乡镇专武干部的共同努力下,坚持边工作边培

训、边指导原则,到各乡镇及人员集区进行入乡

入户宣传和定点宣传,营造“好男儿要当兵”的良

好氛围.

♦维护社会稳定　为配合地方维稳工作,在

“３１４”敏感期和两会期间、“门源县第十九届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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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花艺术节”２０天动用民兵 XXX 人次,与地方

公安组成“军警民联防队”进行安保工作.

♦“三个一线”建设　坚持把推动“三个一

线”建设作为促使人武部建设发展的首要任务.

围绕“三个一线”建设标准,以浩门镇、青石嘴镇、

泉口镇、东川镇武装部作为建设试点,探索方法,

总结经验,带动全县乡镇武装部按标准搞好正规

化建设.

♦后勤保障工作　年初根据上年开支和年

度工作任务,编报２０１９年度预算,对原军区武器

库围墙倒塌进行维修.落实县委议军会议精神,

集中采购民兵做训服发放到位.对营区草坪、花

卉进行施肥及灌溉,种植温棚蔬菜.按照省军

区、军分区«财务管理规定»和财经纪律“十不准”

要求,坚持党委理财、依法管财、对把握不准的政

策标准向上级部门请示报告,不搞随意变通或

“暗箱操作”.从９月１日起,杜绝使用现金支

付.支付民兵军事训练误工补助经费.

♦安全管理　贯彻落实上级“两个从严”要

求,突出“人车枪弹密酒油”安全重点,通过每天

值班干部检查,每周交班会讲评,每月办公会分

析形势,每季度党委会分析形势等措施,消除隐

患苗头,确保单位安全稳定.组织干部职工学习

新条令、各项规章制度和事故案件通报,要求干

部职工举一反三涉取教训,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开

展工作,增强干部职工的法规意识.细化安全管

理工作自查和责任区分,使用互联网和移动电话

应遵守的规定印成卡片人手一卡,做到时时处处

提醒,夯实安全防范能力.

(审稿:马晓锋　撰稿:马福琴)

人民防空

♦概述　２０１９年,完成机构改革,新成立县

人防办在人员未到位的情况下,协助州人防办开

展各项业务.

♦主要工作　参加省人防办组织的全省人

防培训和野外拉练工作;向上级业务单位申请办

公业务经费,争取经费,配齐人防相关的器具和

办公设备.向上级业务部门提出有关人防工作

建议,主要针对门源县修建久的地下防空洞工程

设计存在较大安全隐患问题,请上级单位派有资

质的、有经验的业务单位进行现场勘测,给予加

固检修、防止产生安全隐患的不测问题;配合人

武部在县高级中学对新入学的适龄青年进行人

民防空相关宣传教育工作,专门制作课件,进行

现场授课.给海北孤儿给予协调相关宣传经费

５０００元.在缺少工作经验、缺少人员、缺少经费

的情况下,从抓制度着手,建立健全１０项工作制

度,以制度监督干部们的工作,推动本部门的工

作;聘请上级单位委派技术人员对辖区的青石嘴

镇、浩门镇的防空警报设施进行检修和维护,确

保每年度９月中旬进行的警报试控工作顺利开

展;协助州人防办,对国家征收的有关一级建设

费进行催缴.

(审稿:马吉祥　撰稿:李明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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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治

政法综治

♦概述　以加强政法机关领导班子建设和

政法队伍建设为基础,以推进平安门源和法治门

源建设为目标,履行职责,开展政法各项工作.

落实对全县３座藏传佛教寺院、７２座清真寺院

(１个活动点)的管控措施,国保、各派出所对５

名活佛、１６名僧侣和２６３名持证阿訇落实见面

谈话制度.全县立刑事案件２４６起,破７７起,破

案率为３１％,发案数与去年同期的２６２起相比

下降６％;发八类案件１２起破１１起(故意伤害致

人死亡３起破３起,强奸６起破５起,故意杀人

‹未遂›１起破１起,强奸‹未遂›２起破２起),八

类案件发案数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２０％.全县

刑事案件发案占全州同期的５０４％.立侵财案

件１９９起,占全部案件的８０９％.９２起诈骗案

件中,电信诈骗案件７２起,占全部诈骗案件的

７８３％,与上年同期的３９起相比上升８４６％,盗

窃案件９８起,占全部侵财案件的３９８％.故意

伤害致人死亡３起破３起,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

１００％,故意杀人(未遂)１起破１起,与上年同期

相比持平.公安机关受理治安案件５１２起,查处

５１２起,受案数与去年同期的５４９起相比下降

９７％,查处违法人员８７０名,其中行政拘留２９４

人.全 县 治 安 案 件 查 处 数 占 全 州 同 期 的

５１８％.受理的５１２起治安案件中,殴打他人案

件３１２起,占全部案件的６０９％;与上年同期的

３６１起占全部案件的６５６％相比仅减少４７个

百分点.１~１２月份,对全县１０家加油站、４家

涉爆单位开展安全检查,落实安全管理主体责

任;落实全县１６家寄递物流行业三个１００％制

度;科学调配铁迈治安卡点的警力部署,加大对

可疑车辆、人员的盘查力度,先后检查各类车辆

４８万台次,人员８万余名人次.全县公安机关

收缴各类枪支５７支、仿真枪５５９支、子弹１５２３

发、雷管５８３枚、炸药１２２千克、导火索 ５５８

米、管制刀具３３４把、弓弩５把.开展“春运”、防

事故保安全“百日攻坚”、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

集中整治重中型货车交通违法等交通安全专项

整治行动,发生生产经营性道路交通事故６起,

同比减少５起,下降４５４５％;死亡６人,同比减

少６人,下降５０％;受伤１人,同比减少１７人,下

降 ９４４４％;财 产 损 失 ７００００ 元,同 比 减 少

７５１９００元,下降９１４８％.１~１２月份,查处各

类交通违法行为２４８９３起,查处饮酒驾驶２３起,

醉酒驾驶４４起,无证驾驶４６４起.全县发生各

类交通事故２６１起,其中一般事故１９起,与上年

同期相比上升１８７５％,简易事故２４２起,与上年

同期 相 比 上 升 ６６１％.各 类 交 通 违 法 行 为

２４８９３起,以酒驾和无证驾驶为主的严重道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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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违法行为依然易发高发.其中查处饮酒驾驶

２３起,醉酒驾驶４４起,无证驾驶４６４起均在高位

运行.针对车辆乱停乱放、电动三轮车违法载

人、行人横穿马路等交通乱象,开展集中整治行

动.查处交通违法行为６１７起,暂扣乱停乱放电

动车、摩托车６０余辆.交通落实属地责任和举

办地区、举办单位的主体责任,确保大型活动绝

对安全,投入警力１６００余人次,完成“两节”“两

会”、西北五省(区)花儿大赛、油菜花文化旅游节

暨首届中国祁连山风筝节开幕式、环湖赛门源赛

段等大型安保任务.人民检察院严厉打击各类

严重刑事犯罪,受理提请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

案件３３件７１人,批准逮捕２８件５５人,不批准

逮捕１６人,立案监督１件１人;受理移送审查起

诉案件１６０件２２０人,起诉１２２件１３９人,不起

诉１８件２０人,审查２０件６１人.落实首办责任

制,完善检察长接待制度,解决来访群众合理诉

求,受理控告案件１件４人,举报类案件１件１

人,接待群众来信来访、法律咨询２２人次,检察

长接待２４人次.全县各级调解组织排查矛盾纠

纷１６９８ 次,调处 ５２１ 起,成功 ５２１ 起,成 功 率

１００％,在调处的５２１起矛盾纠纷中,婚姻家庭纠

纷３２８ 起,占 ６３％;山 林 土 地 纠 纷 ４０ 起,占

７８％;合同纠纷１１起,占２３％;劳动争议纠纷

４起,占０８％;道路交通纠纷１起,占０２％;其

他纠纷７５起,占１４４％.其中乡镇调委会调解

５１３件,占 ９８５％,村 级 调 委 会 调 解 ８ 件,占

１５％,“老马调解室”调处１６３件,“夕阳红”调解

室调处１２件,“３６５调解室”调处８０件.在５２１

件矛盾纠纷中,主动调解４８件,占９２％;依申

请调解４７３件,占９０８％,协议履行５２１件.

♦风险隐患排查化解　坚持矛盾纠纷排查

化解调处工作与乡村治理相结合、与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７０周年和青海解放７０周年大庆安保

维稳相结合,建立完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台账、

信访工作台账、网络舆情台账,在全县各领域进

行多形式、深层次的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尤其对

项目建设、征地拆迁、草山地界、欠薪欠债、经济

纠纷等涉民涉众型矛盾进行排查,对排查出来的

矛盾纠纷制定矛盾隐患风险清单,实行领导负责

制,指定责任人,制定化解方案和化解时限,严格

实行销号办结制,对一时不能化解的,在做好思

想和解释工作的同时创造条件逐步化解,把影响

社会稳定的各类矛盾问题处置在基层、稳控在源

头,防范群体性事件和个人极端案事件的发生.

♦社会面管控　公安部门按照“白天见警

察、夜间见警灯”的巡防要求,加大对浩门镇、青

石嘴等重点城镇的２４小时巡逻防范力度,加大

水电暖及旅馆、网吧、加油站等治安要素管控行

业、场所、单位的日常监管和安全防范检查工作

力度.加强青石嘴、仙米２个治安卡点对过往车

辆及人员的盘查、甄别工作,启动一级勤务,实行

昼夜２４小时盘查,特别是门源动车站加强公安

武警联勤武装巡逻,站前派出所、特警、交警和铁

路派出所抽调的工作人员成立联合执法巡逻队,

对站前广场、落客平台、候车室、售票厅等重点部

位进行不间断巡逻,预防输入性风险.县经信商

务和安全生产监管等部门开展“安全生产百日攻

坚行动”活动,推进安全生产大检查及“回头看”,

对矿山企业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情况进行专项督

查,对发现的问题提出针对性整改意见,确保安

全生产总体形势稳定向好.对海泰煤业铁迈煤

矿和海鑫金矿等矿山企业,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情

况进行专项督查,重点检查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情

况,对发现安全隐患的提出整改工作要求,对企

业法人签订“维护稳定,安全生产”的责任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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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工信局备案.文化、交通、交警等部门联合执

法队对达坂山观景台、圆山观景台、岗什卡雪峰

等景区的交通秩序、环境卫生、摆设摊点等进行

专项清理整顿.８月,文化旅游部门对辖区内的

KTV、茶园、网吧等４０余家各类娱乐场所进行

拉网式排查整改.县交通、交警等部门开展道路

交通集中整治行动,打击城乡主要路段和县域内

事故多发路段的无证驾驶、酒后驾驶、乱停乱放、

超速超载超限等交通违法违章行为,整治道路交

通秩序,提升交通安全管理水平.针对非法营运

行为严厉打击,先后两次印发«交通运输领域深

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告»«门源县打

击整治非法营运车辆专项行动方案»,组成专门

领导小组,对全县非法营运活动进行严厉打击整

治.县教育部门严格学校门卫值班制度,加强日

常巡查,协调相关部门对校园周边环境进行综合

整治,召开２０１９年全县教育系统安全维稳工作

会议,对教育系统安全维稳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９月,联合各相关部门对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治理

情况进行全覆盖专项督查,明确整治范围,通过

多部门协调联动对校园周边存在的一些问题列

出清单,制定整改措施.公安、交通、市场监管部

门联合州邮政管理局,强化对快递物流行业的监

管,以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安全隐患排查情况为

重点,按照“三个１００％”的要求,对全县７家快

递公司和２家物流公司排查,对安检设备不达

标、安检手段落后和管理不规范等问题整治,寄

递渠道治安管理工作取得实效.县委政法委、公

安、交通、市场监管、生态环境等部门在全县范围

内开展成品油专项整治活动,在金门源公众号、

微信工作群发布成品油专项整治行动通告,在全

县范围内征集违法违规案件线索,强化对成品油

运输、储藏及质量监督管理等方面的整治,以源

头治理、过程管控、违规严惩的专项治理要求和

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的工作原则,对

全县１０家加油站检查,对查出的问题和隐患现

场下达执法文书,责令限期进行整改.人武部和

浩门镇组织民兵２０余人,在县火车站开展为期

１８天的执勤巡逻任务.公安、住建、消防９月２９

日在金源广场对全县物业保安员开展治安、消防

安全知识讲座及警务技能培训.县应急管理局、

自然资源局、民政局等部门对全县１２个乡镇防

灾救灾联合检查,对应急预案编制、应急物资储

备、应急队伍建设等存在的问题整治,完善联动

机制,提高应急处突能力.

♦“扫黑除恶”专项行动　中央“扫黑除恶”

第１８督导组反馈的２１条问题全部完成整改.

全县排查出的７２条乱点乱象,全部整改.摸排

核查线索１１０条,办结１１０条,所有线索全部“清

零”.抽调专门力量组成相关专案组,成功侦破

涉恶犯罪团伙案,实现涉恶案件“破零”.同时,

联合州公安局成功侦破涉嫌开设赌场、非法采矿

等违法犯罪案件,对１０余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

事强制措施.

♦重点人员排查帮教管控　民政、卫生、教

育部门对家庭遭遇重大变故、生活面临实际困

难、易肇事肇祸精神病人、辍学儿童等重点特殊

群体纳入工作视线,排查并进行风险评估,落实

党和政府惠民政策,帮扶济困与管控并举,采取

因人施策,走访谈话、心理辅导等措施,掌握重点

人员思想动态,制定责任清单、管控台账,明确责

任领导和责任人.县司法局采取“１＋３＋N”管

理模式组织全县６２名社区矫正人员每月进行集

中学习、社区劳动和“庆国庆”爱国主义主题教育

活动,掌握社区矫正人员及安置帮教人员动态信

息,落实帮扶管控措施,强化法治教育和风险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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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工作,确保全县重点人员数量清、情况明.县

卫生部门排查出７３名３类以上危险性精神病患

者,由县委政法委、卫健局、公安局进行风险评

估,对发现的２名易肇事肇祸重点人员采取治疗

管控措施.

♦情报信息搜集研判　健全完善网上网下

打防联动机制,宣传部、公安等部门加强对网络

舆情的监管力度,严密防控有组织制造传播谣言

违法犯罪活动,把预警监测摆在重要位置,收集

涉及县域内的网络舆情动态,提高对敏感问题态

势的感知能力,准确把握其重点和趋势,力求“第

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建

立“信息畅通、反应快速、指挥有力、责任明确”的

工作机制,增强预测预防预警能力.

♦宗教活动场所管理　把维护宗教领域的

稳定作为维护全县社会大局稳定的基础性工作,

密切关注维稳态势、掌握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的

思想动态,加大对非法传教活动的打击力度,开

展宗教领域风险隐患化解防控工作,对影响宗教

领域和谐稳定的隐患问题进行排查,特别是对非

法传教等进行重点排查,８月,开展全县宗教领

域问题专项治理工作.

(审稿:孙卫国　撰稿:韩　信)

检　察

♦概述　围绕“讲政治、顾大局、谋发展、重

自强”检察工作新要求,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

职责,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推进司法改

革,加强队伍建设,努力提升检察贡献度,各项检

察工作取得新成绩.

♦党的建设　把党的绝对领导贯彻到检察

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组织全院干警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新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突出抓好政治建设,将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落实到

行动上,工作中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中央、省州

县委和上级院各项决策部署,主动地向党委报告

检察工作的重大部署、重要事项和重大案件,依

靠党的领导推动工作、破解难题,确保检察工作

的正确方向;坚持把意识形态工作摆在更加重要

位置,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强对“两微一端”等

自媒体管理,狠抓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地落实

落细.

♦主题教育　牢牢把握“守初心、担使命、找

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开展主题党课、学习研

讨、主题党日等活动,院领导班子开展“坚守初

心、勇担使命,做‘两个维护’的忠实践行者”“发

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做攻坚克难的排头

兵”等学习研讨活动,干警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

从初心使命、斗争精神、找差距、抓落实等方面,

讲体会、谈心得,增强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

再认识、再提高.将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

题、整改落实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不断坚定理

想信念,提升能力本领,推动主题教育活动开展.

♦打击犯罪　受理提请批准逮捕各类刑事

犯罪案件３７件７５人,批准逮捕３２件５９人,受

理移送审查起诉案件１７９件２３９人,起诉１４２件

１５２人.

♦“扫黑除恶”　结合工作实际,年初制定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实施方案、“五大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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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工作计划及任务清单,确保工作有计划、有安

排、有成效;对辖区内派出所办理的各类刑事及

治安案件进行排查,建立台账,重点排查有案不

立、不应立案而立案的情况,以及是否存在涉黑

涉恶案件线索.利用社区矫正工作,排查各个乡

(镇)司法所档案,了解管控情况,对全县各司法

所进行检查,对矫正档案逐一核查.加强与县法

院、公安局沟通协调,掌握各类信息.与公安机

关召开３次联席会,针对公安机关受理的治安案

件进行讨论,对是否构成犯罪是否属于涉黑涉恶

案件提出意见建议.结合检察官进村入户、法律

八进及精准扶贫、下访巡访等工作,到村社开展

法治宣传和矛盾纠纷排查工作,从中发现涉黑涉

恶犯罪线索.检察长充分发挥主体责任,到联点

村及乡镇开展调查,采取宣讲模式宣传“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发放宣传材料,掌握各类矛盾纠

纷,倾听基层群众反映的各类影响社会治安秩序

的情况,建立工作台账.对２０１３年以来不起诉

９４件１７３人、不批准逮捕的１２２人重新进行核

查,深挖涉黑涉恶案件线索.通过“检察开放日”

“法治进校园”等普法宣传活动,组织检察干警宣

传“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动员广大群众检举揭发

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院驻所检察室与县公安

局看守所配合,对看守所在押人员进行“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宣传,与个别在押人员进行谈心谈

话,了解是否存在涉黑涉恶犯罪线索,引导在押

人员举报,深挖涉黑涉恶案源;开展专项斗争宣

传活动,组织干警在金源广场、各社区、村社进行

宣传,确保群众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知晓

率;发挥１２３０９检察服务中心职能作用,设立举

报信箱,方便广大群众举报;发挥新媒体优势,利

用“两微一端”平台,在网络上宣传,公布举报电

话和微信二维码,不断拓展宣传及线索收集渠

道.向相关部门移送相关线索１１条.

♦未成年人检察工作　加强未成年人检察

工作,与学校建立“检校共建”长效机制,助力平

安校园建设;同时加大“法制进校园”宣传力度,

在全县各中小学开展以“携手关爱,共护明天”为

主题的检察开放日以及“预防性侵、护航花蕾”为

主题的法制进校园宣讲活动,接受宣讲的师生

５０００多名,发放资料２０００余份,通过以案释法,

为在校学生讲解如何应对校园欺凌、如何加强自

我保护、如何预防网络犯罪;为贯彻落实最高检

“一号检察建议”、省检察院“检察建议书”及教育

部、省教育厅相关通知要求,先后到１０所学校检

查校园安全、校舍监管、预防性侵害等工作开展

情况,对如何加强上述工作向各学校提出指导

意见.

♦综治维稳　加强突发事件预警工作机制,

落实单位内部领导带班,干警２４小时值班制度.

受理来信来访２３件２６人,控告３件３人,申请

执行监督１件１人,申请国家司法救助２件２

人,检察长接访２６人次.践行“枫桥经验”,将矛

盾纠纷消灭在萌芽状态,维护社会稳定;开展“矛

盾纠纷化解月”活动,对涉检信访及涉检申诉案

件的重点人员开展摸排.

♦公益诉讼　重点围绕服务和保障祁连山

国家公园和大通河流域治理这条主线,充分发挥

检察职能,从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国有财产保

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入手,开展公益

诉讼工作.为更好地宣传公益诉讼工作,结合门

源检察工作实际,制作公益诉讼宣传彩页;共摸

排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线索３５条,经审查立案１５

件,向行政执法机关发出诉前检察建议１３件,办

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２件.在办理的

公益诉讼案件中涉及生态资源和环境保护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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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１１件,涉及食品药品类案件１件,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类案件１件,涉及违章建筑案件１件.

通过办案督促自然资源部门恢复治理被毁国家

公益林４３公顷、复耕红线保护耕地０８５公顷、

对老龙湾林业管护站等站所配备一批常规森林

防火设备;督促水利部门保护大通河河道拆除违

章临时建筑１１处、修复遭到破坏的农业灌溉水

渠１８６８米;督促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整治集贸市

场１处;督促环保部门对祁连山铜矿尾矿库修建

７７１米,防止铜矿尾矿粉末流入红河饮用水源;

督促浩门农场启用生活污水处理厂,对其违法焚

烧麦秆进行调查处理.

♦刑事诉讼监督　办理立案监督案件２件

２人,建议行政机关移送案件１件１人;加强与

公安机关的协调合作,适时介入公安机关侦查的

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提前介入１３次.

♦民事行政监督　办理民事行政监督案件,

受理１件执行申诉案件,结案１件.

♦刑事执行监督　对县看守所在押人员开

展法治教育３次,发出检察建议１份,纠正违法

通知书２份,均被采纳并回复,提出口头建议２２

次;对６２名社区矫正人员进行３次专项检查;开

展脱管、漏管专项检查活动,重点查看社区矫正

人员相关档案,建立工作台账;办理羁押必要性

案件８件;与在押人员谈话１２０人次,召开联席

会议７次,开展重要节假日期间联合检查３次.

♦落实司法责任制　落实司法责任制,召开

检察官联席会议１５次,检委会会议２８次;推进

内设机构配套改革,厘清相关部门的职责分工,

规范、细化工作内容和运行规则,根据省检察院

转发«中共青海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

于印发海北藏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及基层人民

检察院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

通知»(青检发〔２０１９〕４号)文件精神,完成内设

机构改革工作.

♦接受社会监督　推进阳光检务,向县人大

常委会作公益诉讼工作的专题报告,开展“‘我将

无我’奋斗,不负人民的重托———共和国建设者

走进检察机关”“检察护航民营企业发展”检察开

放日活动,倾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劳动者代

表、民营企业家的意见建议,回应社会关切,确保

依法正确行使检察权;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检察

工作简报５８期,依托案件信息公开系统发布案

件程序性信息２４４条,公开生效法律文书１１７

份,发布重要案件信息３６条,辩护与代理预约

８０人次.

♦规范工作机制　通过统一业务平台录入

案件２１７件,接待律师阅卷８４次,制作电子卷宗

２１７件５６２卷.

♦思想政治建设　依托“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狠抓干警的政治思想教育,引导广

大检察干警深入查找宗旨意识、执法理念等方面

存在的问题,坚定政治方向,统一执法思想,树立

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大局观和以人为

本、执法为民的执法观.

♦领导班子建设　领导班子坚持从自身做

起,模范带头,执行领导干部述职述廉、个人重大

事项报告等制度,加大对领导班子成员的监督.

坚持民主集中制,完善党组议事决策制度,实行

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加强领导班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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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高班子的凝聚力、号召力、战斗力.

♦党的建设　在党员活动室、楼道内悬挂宣

传展板,将相关党建资料融入其中,提升党建工

作的可视性;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加强推

进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建设,定期召开支部党员大

会、支部委员会、主题党日等活动,教育引导党员

干警增强宗旨意识,树立工作标杆,争做党员先

锋,教育引导广大干警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廉洁

自律防线.

♦党风廉政建设　坚持从严治党、从严治

检,在全院推行检察人员廉洁从检承诺书以及亲

属助廉承诺书,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对表

对标中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和省州县委具体

措施,以巡视为契机,做好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整

改工作,把整改工作成果转化为改进作风,推动

干警工作能力提升的动力;落实谈话提醒制度,

使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提高通过谈话

发现问题的能力;加强警示教育,组织全院干警

学习各类违纪违法典型案例,深刻吸取教训,真

正做到谨言慎行、严格自律;推行检务督察制度,

提高全体检察人员贯彻执行“三个规定”的主动

性、自觉性,牢牢把握政策界限,增强严格执行

“三个规定”的行动自觉,增强纪律规矩的刚性约

束,树立良好的检察队伍形象.召开党风廉政建

设专题会议２次,开展廉政谈话３９人次,节前谈

话５次,检务督查３３次.

♦教育培训　结合不同部门、不同岗位的特

点和难点,制订学习计划,规定学习内容,开展岗

位练兵、业务竞赛活动,提高干警办理疑难案件

和化解复杂矛盾的能力.山东威海市院民行检

察业务专家到县检察院开展为期１个月的对口

业务援助,有力提升干警的办案能力;选派１名

干警赴山东省威海市院所辖基层院学习刑事检

察工作、“扫黑除恶”等工作中好的做法和经验;

鼓励和支持干警参加提高综合素质的学习培训,

组织４５名干警参加高检院、省州院举办的业务

培训班,提高干警的专业素养.

♦文化育检建设　以先进检察文化培育干

警执法理念、职业意识,依托职工之家、文化长廊

和举办道德讲堂、篮球比赛、检察文化周、主题党

日等活动,不断陶冶干警情操,丰富精神世界;依

托“两微一端”、今日头条、金门源等媒体介绍检

察工作、强化检察宣传,发表宣传稿件１０４余篇;

依托“精准扶贫”,组织１７名帮扶干警四次到９

户联点困难群众家中,送去价值４万余元的化

肥、饲料、生产生活等帮扶物质,帮助贫困户分析

致贫原因,寻找脱贫良策.

(审稿:孙金林　撰稿:马玉龙)

法　院

♦概述　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保障县

域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大局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全年受理各类案件３３４０件,审(执)结２９７５件,

结案率８９１％,同比分别上升１３５％和２０％,员

额法官人均结案１６５件,同比上升２０４％,个人

最高办结案件５２０件,法官人均结案数居全省基

层法院第七位.

♦政治建设　坚持把党的绝对领导,贯彻落

实到法院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学习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法思想及«中国共产党政

法工作条例»,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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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将法院工作融入全

县工作大局中,贯彻执行党中央及省州县委、县

委政法委对法院工作的部署要求,严格落实重大

事项请示报告制度,涉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

实情况、干部任免等重大事项向县委请示汇报.

年内向县委常委会专题汇报工作１次.

♦严惩各类刑事犯罪　受理刑事案件１７７

件,审结１６５件,结案率９３２％,审理危险驾驶、

交通肇事犯罪案件９８件,“两抢一盗”、故意伤

害、强奸、非法拘禁等犯罪案件２９件,职务犯罪

案件２件,在刑事审判中推进刑事速裁机制,落

实认罪认罚从宽处罚制度,推进无书记员庭审记

录方式改革,对危险驾驶案件进行集中审理、集

中宣判,缩短庭审时间,提高审判效率,审结１６５

件案件中,当庭宣判１０２件,当庭宣判率６１８％.

♦化解民商事纠纷　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

工作重点,审结各类民商事案件１９７９件,同比上

升４％,其中婚姻家庭、侵权纠纷案件７６８件,合

同类案件１１８３件、劳动争议案件７件,新型网络

购物合同案件１件.坚持调判结合,调解结案

６１４件,调撤率５８７９％件;加大巡回审判力度,

以案释法工作成效明显;充分发挥智慧法院“互

联网＋调解”优势,通过微信、短信、电话等快速

便捷的方式调解案件７２件,实现矛盾纠纷的高

效化解.

♦化解行政争议　实行与祁连县法院异地

交叉审理,审结行政案件３件,审查行政非诉案

件１件.行政审判坚持依法裁判和协调化解相

结合,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监督、支持行

政机关依法行政、规范行政.

♦兑现胜诉权益　全年受理执行案件９５４

件,较去年同期增加２２９件,同比增长３１６％,执

结８０２件,同比上升２８９３％,执行案件数占全州

两级法院执行案件总数的５９％.从人员、车辆

等方面配齐、配强执行力量,实施以法官为主导

的“１＋１＋１＋１”团队化办案模式,初步实现人员

统一管理、事务集中、统一协调的执行模式,在全

州法院推广运行;充分利用“总对总”网络查控系

统,通过查控系统查询被执行人银行卡、车辆、不

动产等,对查封的各类被执行人财产委托评估、

拍卖,评估拍卖工作成效明显,网上司法拍卖成

交２５次,金额２１１４万元;加大失信惩戒力度,

拘传７５人、采取拘留措施２０人,２１９人被列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集中送达、集约查控集中制作

法律文书,有效模式、有力的执行措施,推进执行

效 率 提 升,执 行 标 的 １２９ 亿 元,实 际 到 位

７１３９６５万元,实际到位率５５４％.

♦诉前调解　聘请退休的老法官、老检察官

组成“党员先锋”调解队伍进驻法院诉讼服务中

心,对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晰的案件开展庭前

调解工作,调解案件２１６件;主动对标人民群众

多元司法需求,加强业务指导,与司法部门多方

协调后成立海北州首家多元解纷一站式服务中

心,委派调解案件３５０件,调解成功１４０件.

♦优化诉讼服务　落实案件繁简分流优化

机制,实现简案快办、难案精审;推进成本低、快

捷便利的网上立案、电子送法,网上立案３８２件,

网上送达诉讼文书２２１６件,微信送达３７５件,居

均全省前列;应用移动微法院、自助立案、首次实

现了跨域立案、远程庭审,节约诉讼成本,便利当

事人;加大司法救助力度,依法为符合条件的３７

名当事人缓、减、免交诉讼费３８８万元,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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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有困难的被申请人发放司法救助款 １７９２

万元.

♦接受监督　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听

取人大代表意见建议,向人大代表及其常委会专

题汇报工作３次,邀请代表委员旁听庭审２次;

践行阳光司法,推进四大公开,向当事人推送审

判流程信息２２１６条,直播庭审５６６场次、公布裁

判文书２３３７份、执行信息８０２条;充分发挥人民

陪审员参与和监督庭审优势,强化司法民主,参

审案件１２５件,参审率７８１％.加强司法宣传,

在省、州级媒体发布宣传报道３６篇,推送微信文

章１７５期,参与法律八进,前往中小学校、村社开

展法律宣传活动２２场次.

♦审判管理　建立集流程监管、审限管理、

质量评查、绩效评估、审判态势分析于一体的审

判管理模式,促进案件质效提升.按照“三评查

一审核”工作要求,推进案件质量、裁判文书、庭

审评查活动及结案审核常态化;实施院庭长静默

式监管,通过监管将法官的权限严格控制在职责

和权限范围内,达到依托信息化手段实现院庭长

对具体案件的监管;强化研判分析,每季度对审

判质量运行态势和各项绩效指标走势进行深度

分析,找差距补短板,不断改进工作,确保所有案

件得到适时解决.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审结治乱案件６５

件１０３人,其中与“３２０”案件犯罪事实有关联

的刑事案件７件９人,２人被判处５年以上有期

徒刑,６人被并处罚金３３３万元,同时加大对关

联犯罪人员的“打财断血”工作力度,执行罚金

３９万元,网上查控等值财产２９４万元.梳理受

理案件涉黑恶线索摸排,经深挖摸排及群众举

报,移送违法线索１４起,其中１起(马龙诈骗案)

查证属实,经公安机关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对

近５年来审结的各类案件进行排查,重点排查与

涉“３２０”案有关联的案件１９件.

♦保护生态环境　依法服务绿色发展,依法

打击破坏生态环境违法犯罪行为,加大对非法采

矿刑事犯罪的惩治力度,审结破坏环境资源案件

９件,其中非法采矿４件,非法收购、贩卖、运输、

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３件,贯彻恢复性司法理

念,加强公益诉讼审判工作,审结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案件２起.

♦从严治警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严格按照“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

实”的总要求,开展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

题、整改落实和组织专题生活会等各项工作,组

织专题集中学习５２次,开展专题研讨会４次,对

查找出的３６个问题进行整改,完成４篇调研报

告.选派７２人次参加省高院及国家法官学院组

织的刑事、民商事等各类业务培训;支持未取得

法律执业资格的干警参加考前集中培训,２人通

过 A证、２人通过C证.加强党风廉政和纪律作

风建设,推进政法队伍整风肃纪,力戒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深化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查找并

整改领导班子和干警队伍中存在的问题７条,干

警纪律意识、规矩意识明显改善,服务大局、主动

作为观念显著提升.选举产生新一届党支部班

子成员,坚持“三会一课”“党员服务日”“固定活

动日”等制度,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创新活动载

体,激发队伍活力;充实党员队伍,择优发展６名

９０后青年干警为入党积极分子.

(审稿:韩忠明　撰稿:马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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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安

♦概述　２０１９年,牢牢把握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７０周年、青海解放７０周年安保维稳“这

条主线”,抓住队伍建设这项基础工作,以强烈的

忧患意识,底线思维,履行维护政治安全、确保社

会大局稳定、促进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的神圣职责,重塑、重构公安机关在人民群众的

良好影响,体现新担当,展现新作为.

♦党的建设　树立“抓好党建是最大的成

绩”的理念,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四中

全会精神和县委关于加强党建工作的部署要求,

健全“三会一课”、党员学习培训、民主评议党员、

党内监督、党务公开等各项党建工作制度和组织

生活制度.为更好地服务群众,发挥好党组织的

“战斗堡垒”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将“后进

党支部”提档升级工作作为抓好党建工作的“重

头戏”,按照“巩固先进、推动一般、整顿后进”的

要求,在把脉问诊的基础上,聚焦突出问题,开展

靶向治疗,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和上级公安

机关的悉心指导下,立足实际,牢牢抓住从严治

党管警“这条主线”,做好学习教育、政治建警、整

风肃纪、反腐倡廉、支部建设、从优待警“６篇文

章”,破解制约基层公安党建的瓶颈.召开“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委民主生活会和支

部组织生活会.对７个党支部委员会进行换届、

改选、补选,配齐党支部班子.以提升执法质量、

解决本领恐慌为目的,举办法制员业务培训班;

以破解警务实战能力不足这个短板和问题,开展

全警警务实战“大练兵”,提高履职尽责的能力.

全局民警参加各类各级培训５４期１８４人次,３

名民警被省公安厅评为成绩突出个人,１名民警

被州公安局评为成绩突出个人,公安局荣立全州

公安机关“大比武”集体三等功,９名民警荣立个

人三等功,１８名民警受到州公安局、县公安局嘉

奖,３名民警被县委评为公务员三等功.领导班

子成员带头调研,了解并研究解决各类问题.检

视出班子存在的问题９条,班子成员存在的问题

５７条,全部整改到位.

♦党风廉政建设　健全廉政风险防控机制,

紧密结合各岗位特点及工作流程,对照党风廉政

规定和各项警纪警规,找准容易发生问题的关键

环节和关键岗位,评估风险等级,完善廉政风险

防控措施,堵塞管理漏洞,补强薄弱环节.对１７

名新提任、交流干部进行任职前的集体廉政约

谈.深刻吸取“３２０”案件的惨痛教训,通过警

示教育,开展作风纪律常态化监督检查、定期通

报、提醒约谈等方式筑牢民警的纪律、规矩意识.

提醒约谈２１次,其中集体约谈１０次,约谈６３人

次;轮岗交流６名,岗位调整２６名;对１名民警

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对１８名中层干部及民

警进行问责,其中对年龄偏大及不担当、不作为

的６名中层干部予以免职,对执法质量中存在问

题较多、履职尽责不到位的１２名中层干部及民

警进行提醒约谈.坚持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统一,

将整风肃纪、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扫黑

除恶”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紧密结

合起来,解决不担当、不作为、假作为等问题.先

后制定和完善«党委议事规则»«门源县公安局执

法办案规程»«维护公安民警执法权益工作实施

细则»«首办责任制度»等２６项规章制度.通过

狠抓制度落实工作,党委议事更加规范、严肃、民

主、高效;执法责任明确;公务用车管理更趋科学

规范;公务接待更加规范节约;财务管理更加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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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细致;民警执法权威得到有力保障;环境卫生

彻底改观;队伍管理更加严格,纪律作风明显

转变.

♦维护社会稳定　年内收集录入各类社会

资源信息３４０８２条,接收处置各类重点人员常控

预警信息指令２０６２条,重要节日、重大会议期间

各类社会治安动态２７０期,每周研判４６期,涉稳

情报信息１２期.通过对互联网重点网站、贴吧

巡查发现处置各类有害信息４０００条,发布舆情

引导信息１１０条,上报的舆情发现被编报网安工

作简报５０期,互联网案件线索简报８期,网安情

报信息７９条,１２９平台核查各类线索６条,配合

其他部门侦办涉网案件５４起,其中网案部门侦

办涉网案件３起.强化对涉恐、涉稳、涉毒、重大

刑事犯罪前科人员、肇事肇祸精神病人、刑满释

放人员、重点上访人员等各类重点人员的管控,

做到“动知去向、行知轨迹、全面掌控”.加大旅

馆、网吧、加油站、寄递物流、出租场地、出租房屋

等重点行业场所的监管力度,抓好散装汽油销售

实名登记制度的落实工作,严防发生影响社会稳

定的各类案事件.出动警力６００余人次,开展街

面巡逻９０余次,先后对行业、场所开展安全检查

３８０余次,发现各类安全隐患２７处,当场整改２４

处,对１家涉爆单位责令限期整改.排查各类矛

盾纠纷５７起,化解５７起.健全完善以督察、政

工、法制部门为主体,各所队室负责人为成员的

民警维权委员会,聘请３名律师为维权律师.办

理民警维权案件７起７人,其中判处有期徒刑１

人、移送起诉２人、行政处罚４人.紧盯黑恶势

力违法犯罪,开展对２０１４年以来办理案件“回头

看”,排查刑事案件４４起,治安案件２２７起.将

线索核查作为重中之重,摸排核查线索１１２条,

按期办结１１１条(２０１９年９月３０日之前摸排核

查的１１０线索全部“清零”).成功侦破冶斌等人

涉恶犯罪团伙案,实现涉恶案件“破零”.为巩固

“扫黑除恶”斗争成果,针对中央“扫黑除恶”１８

督导组反馈的１９项问题,对标反馈问题,推动整

改,逐一对标梳理,强化工作措施,细化«整改方

案»,开展整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年内全县

立刑事案件２４６起,破７７起,破案率为３１％,发

案数与去年同期的２６２起相比下降６％;立侵财

案件１９９起破３３起,破案率为１７％,侵财案件的

发案数与去年同期的２１４起相比下降７％.全

部案件中诈骗案件９２起破１６起,其中电信诈骗

７２起破６起,盗窃９８起破１２起.除去电信诈骗

案件,其他刑事案件１７４起与去年同期的２２３起

相比下降２２％,电信诈骗７２起与去年同期的３９

起相比上升８４６％.发八类案件１２起破１１起,

八类案件发案数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２０％.发

案造 成 经 济 损 失 ７１９８ 万 元,追 回 经 济 损 失

３７３０７４万元;抓获各类犯罪嫌疑人１０９名,其

中取保候审４３名,逮捕６人,刑拘５５人,自诉３

人,移送起诉２人;抓获在逃人员５名.全县刑

事案件发案占全州同期的５０４％.印发«关于

开展预防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宣传工作的通知»,

坚持打防并举、以防为主的原则,调动各乡镇、各

部门、村(社)在全县范围内掀起预防电信诈骗案

件集中宣传热潮,通过联合“外卖小哥”、微信、

QQ群等媒体形成“全方位、全覆盖”的宣传格

局,在广大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营造“人人争当

宣传员”的良好氛围.覆盖１２个乡镇、１０９个

村,发放宣传资料３８万余份.全县公安机关受

理治安案件５１２起,查处５１２起,受案数与去年

同期的５４９起相比下降９７％,查处违法人员

８７０名,其中行政拘留２９４人.全部治安案件中

殴打他人案件３１２起,占全部案件的６０９％;与

上年同期的３６１起占全部案件的６５６％相比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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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４７个百分点.全县治安案件查处数占全州

同期的５１８％.查处涉毒治安案件２起,抓获

违法行为人４名.查处涉赌案件１２起６４人,涉

黄案件２起３人.对全县１０家加油站、１家液化

气站、１家加气站、４家涉爆单位开展安全检查,

落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落实全县１５家寄递物

流行业三个１００％制度;科学调配铁迈治安卡点

的警力部署,加大对可疑车辆、人员的盘查力度,

先后检查各类车辆４８台次,人员８万余名人

次.坚持不懈推进治爆缉枪专项行动,收缴各类

枪支２８支、子弹７８２发、雷管１４１枚、仿真枪５１７

支、管制刀具１７６把、弓弩３把.查处各类交通

违法行为２４８９３起,查处饮酒驾驶２３起,醉酒驾

驶４４起,无证驾驶４６４起.全县发生各类交通

事故２６１起,其中一般事故１９起,与上年同期相

比上升１８７５％,简易事故２４２起,与上年同期相

比上升６６１％.特别是针对车辆乱停乱放、电

动三轮车违法载人、行人横穿马路等交通乱象,

开展集中整治行动.为传承创新“枫桥经验”,创

新建立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人民调解多元矛盾

纠纷化解机制,加强与“老马调解室”等力量对

接,设立青石嘴中心派出所“握手矛盾纠纷调处

中心”,打造多元化宣讲团,创新社区警务管理

“五长制”(单元长＋楼宇长＋小区长＋街路长＋

片区长)工作模式.在２０１９年全省平安建设群

众满意度调查中,海北州得分９４４１分,以高于

全省平均分值４分的成绩位列全省第一;在“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全省满意度调查中,海北州得

分９６０８分,高于全省平均分值近１分,位列全

省第一.

♦深化改革　将“阳光警务”平台建设作为

推动基础信息化、警务实战化、执法规范化、队伍

正规化建设的结合点,通过公开公安机关职权、

业务范围、案件办理进程结果及强制措施、监督

方式等信息,倒逼民警规范执法;推进网上查询、

网上办事、网上服务、网上投诉等各项功能,提升

公安机关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建立城乡统

一的居民户口登记制度,办理出生申报１３１０人,

注销死亡８４１人,迁出２３０５人,迁入１９７２人.

补录户口４人,恢复户口４６人,清理１４４人,四

项变更１１４５８人次;办理本地身份证１０２５７张,

异地身份证 ６６张,边境通行证 １１６９ 张,印章

１１７４枚.清理整顿重复户口１７１人,解决无户

口人员５人,清理无照片人员１７３人.推进深化

执法勤务警员职务序列改革和警务技术职务序

列改革,提高人民警察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加强

公安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完成依

申请类政务服务事项实施清单编制工作,其中编

制行政许可３１条、行政奖励１条、行政确认７

条、其他行政权力１条.对现有的视频监控平台

拟投资２５０万元进行扩容升级,将视频监控的查

询、调取权限下放至各执法办案单位.

♦基层机构建设　加强项目实施,年内完成

建筑面积１０３２平方米、总投资３４１万元的青石

嘴维稳检查站、建筑面积１０３２平方米、总投资

３４１万元的仙米维稳检查站续建,项目主体工程

全部完工.由住建局代建的建筑面积１８３６８平

方米、总投资７９０万元火车站维稳中心项目完成

室外总图工程.将原县人民检察院办公楼整体

划拨浩门派出所,办公面积从原来的５３０平方米

增加到现在的９３０多平方米,较好地解决原办公

用房特别是办案用房面积严重不足的问题,为派

出所办案区正规化建设提供硬件保障.投资

９７２５万元的派出所新办案区设备及改造工程

作为一期工程开工建设.加强基层基础和信息

化工作,建立“村警”工作情况定期报送制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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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业务工作考核,推动“村警”队伍发挥作用,“村

警”机制运行良好;开展以标准地址和实有人口、

实有房屋、实有单位为主内容的“一标三实”基础

信息集中采集、录入工作,为公安机关夯实公安

工作基础、系统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基础信息

支撑.采集录入标准地址信息６４０２９条,实有人

口信息１６６４１２条,实有房屋信息６２８３０条,实有

单位信息５２０６条,人房关联信息１７５２６７条.设

立公安局机关值班备勤民(辅)警食堂和刑警大

队、看守所等值班备勤民(辅)警食堂.将值班备

勤和治安巡逻的民警、辅警(包括派出所辅警)纳

入伙食补助范围(每人每月补助伙食费２００元);

筹资１６万元购置专业训练器材,设立民(辅)警

训练中心;筹资２５万元拟建设民(辅)警洗衣房.

(审稿:雷发宏　撰稿:张延福)

司　法

♦概述　门源县司法局(社区矫正管理局)

下属法律援助中心、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各１个,

直属１２个基层司法所和４个中心法律服务所;

全县司法行政专项编制２６个,实有干部２０人,

其中正副局长２名,司法所长１２名,局机关一般

干部３名,专职司法助理员４名;事业编制４个,

实有４人,聘用大学生志愿者、见习岗位、公益性

岗位等人员１２名.建立各类人民调解组织２１５

个,人民调解员６９６名.

♦从严治党　履行“一岗双责”,带领全体党

员干部开展“两学一做”“三会一课”常态化制度

化学习教育活动,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组织政

法系统开展庆七一“我和我的祖国”系列主题党

日活动,增强党员光荣意识、身份意识,激励党员

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传承

革命精神;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活动,确保主题教育有序开展.推进政法系统整

风肃纪活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纠治工作取得

阶段性成效.修订完善«干部管理制度»,做好重

点岗位人员约谈警示工作,落实公车管理制度,

严防公车私用、私车公养等违规现象的发生.落

实意识形态责任机制,建立常态化学习机制.促

使工作人员不断加强学习,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基层司法

行政队伍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推进民族团结

进步创建和平安建设工作.把民族团结进步、平

安建设工作融入人民调解、法律服务、法律援助、

法治宣传等司法行政各项业务工作中.

♦人民调解　全县各级人民调解组织立足

辖区实际,将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作为维护稳定、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中之重紧抓不放,紧盯排

查、化解、防范三个环节,织密“四张网”,维护辖

区社会秩序稳定.全县各级调解组织排查矛盾

纠纷１２００余次,调处纠纷５２１起,成功５２１起,

成功率１００％,矛盾纠纷得到化解.在１２个乡镇

开办“法律明白人”培训班,参训人员１０００余人

次,加强人民调解队伍培训力度,提升调解员业

务素质.推行“行业＋专业”人民调解模式,与法

院建立诉调对接模式,与公安建立公调对接机

制,配合其他行政执法部门开展调处工作,推进

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在“老

马调解工作室”品牌效应带动下,相继打造“３６５

调解室”“阳光调解室”“爱心调解室”等民间调解

室,同时将调解触角延伸到部分行业领域,构建

裁调高效联动机制、物业纠纷调解机制、诉调有

机衔接机制等.成立全州首家多元解纷一站式

诉讼服务中心,诉调对接就地化解矛盾纠纷,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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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诉讼案件成本高、耗时长、群众来回奔波、审判

资源不足的现实问题.

♦法治宣传　抓好法治宣教工作,以“法律

八进”为载体,以“谁执法谁普法”双普法机制为

保障,联合各普法成员单位开展系列法治宣传教

育活动,取得良好成效;以送法下乡常态化、阵地

宣传常态化、农村法律服务常态化、人民调解工

作常态化等“四个常态化”入手,加强法治农村建

设;紧盯“手机控”,开发利用微信群,开通和搭载

部门各类微信公众号等,推送法律知识信息、各

类违法典型案件,发布风险提示,实现线上线下

普法同步开展.在县电视台创办“法治在线”栏

目,推送违法典型案例和新闻事件,提高广大人

民群众的法治意识和安全防范意识.以“法安天

下 德润民心”为主题的“法德大舞台”巡演再推

进,形式内容更加多样化、实用化.“法德大舞

台”成为门源特色普法品牌,省司法厅向司法部

申报其为全国普法依法治理创新案例.“１２４”

期间,４５个普法成员单位参加宣传,发放法律条

文手４０００余册,宣传品１０００余件,悬挂宣传条

幅４５条,制作展板２０余块,各乡镇同步开展宪

法进机关、进校园、进寺院、进社区、进乡村活动,

部分乡镇、县法院组织工作人员进行宪法集体宣

誓,学校开展“宪法朗读”、知识竞赛活动.突出

法治县创建活动,建立法律顾问制度,聘请律师

担任县政府法律顾问,各乡镇、各部门、各行业结

合各自业务特点,开展“法治县”“民主法治示范

村(社区)”等创建活动,创建国家级“民主法治示

范村”２个,省级８个,州级３４个,县级７２个,创

建省级法治文化长廊１个、省级青少年法治教育

基地１个,全县开展各类普法宣传教育活动近

１００余场次,法治讲座３０余场次,发放各类普法

宣传资料４万余份,宣传物品２万余个,群众参

与人数６万余人次.

♦法治政府建设　严格按照行政规范性文

件“三统一”要求,对县人民政府及县人民政府办

公室名义制发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合法性审

查,审查出台行政规范性文件１件;坚持重大决

策合法性审查制度,组织法律顾问列席政府常务

会议,对重大决策事项进行法律把关;推行政府

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为门

源县重大行政决策、重大合同、重要协议的合法

性审查提供专业法律意见.严格规范性公正文

明执法,建立行政执法人员档案,建立学习培训

制度,对全县１３０余名执法人员进行行政执法法

律专业知识培训;开展案卷评查工作,年内对全

县行政执法单位的行政执法卷宗通过自查和抽

查方式进行评查,抽查１５０件卷宗.

♦刑罚执行　严格落实“一把手”负总责,建

立值班制度,要求值班人员树立“稳定是第一责

任”的意识,在各敏感节点,各司法所严格落实

“零报告”制度;规范执行青海省社区矫正入矫宣

告、解矫等程序制度;加强社区矫正综合监管平

台巡查及点验频率,提高手机定位核查频率;加

强警示教育,开展“绿色新生”公益植树活动,增

强对矫正人员的震慑力和威慑力,达到“处罚一

个、警示一批、教育一片”的目的;为家庭困难,遵

守社区矫正规定的１２名社区矫正人员送去价值

３０００余元的米、面等生活必需品和１０００元生活

资助金.

♦法律服务　打造“城镇半小时、乡村一小

时”法律援助服务圈,不断完善便民服务机制,村

村建立法律服务微信群,向群众发放法律便民服

务卡,拓展群众“找法”和诉求表达渠道,为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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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提供各类民事、劳动、婚姻、行政等法律咨询

服务１６００余人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１７９件,

其中民事案件１６８件,刑事案件１１件,代写法律

文书５０１份,解答法律咨询８００余人次.联合残

联开展“法律援助惠民生、关爱残疾人”法律援助

活动,为全县１５名残疾人送去１５台洗衣机;开

通公证业务远程网上办理事项,办理公证案件

９０件,解答咨询３１０余人次.

♦“扫黑除恶”　制定印发实施方案,建立线

索摸排、线索管理、责任倒查等机制,明确工作职

责任务.强化内部宣传教育,开展相关知识培

训、集中约谈、知识测试、签订承诺书,层层传达

压力,加强全体干部职工的管理和教育,做到知

责、明责、尽责.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与“七

五”普法相结合,与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社区矫正

工作相结合,依靠乡镇党委政府,采取“边调解边

普法边排查”“边走访边教育”等方式和充分利用

电视报道、召开会议、走家串户、张贴通告、发放

宣传册、新媒体传播等线上线下宣传载体,在田

间地头、庭院炕头工作人员随时随地进行大张旗

鼓宣传讲解,营造全民参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的新氛围.延伸人民调解组织触角,在乡镇、街

道社区、法庭等打造各类人民调解工作室,充分

发挥调解员职能,开展“扫黑除恶”法律宣传,防

范不良黑恶势力的形成.

♦自身建设　立足抓基层、打基础,在思想

创新、方法创新、制度创新、体制创新等方面狠下

功夫,推进基层司法所规范化建设,对部分司法

所办公用房需修缮的分年分批次进行维修,办公

环境、办公设备有极大改善,配备和更新交通工

具.以提高素质、培养能力、运用实践为目标,以

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基本职业道德风范为重

点,强化司法行政队伍专业知识、法律应用、管理

技能、规范执法等方面的培训,参加全州岗位大

练兵活动和基层司法所长综合能力提升培训班

等,抓好机关每周五学习日、司法所周会制度,制

定可行的学习计划,举办各种系列知识讲座,不

断提高司法行政队伍业务素养.

(审稿:张世军　撰稿:马进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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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经济管理

发展和改革

♦概述　编制完成２０１９年度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草案,经县人代会审议实施.编制完

成以全域旅游为先导的“多规合一”、«乡村振兴

战略规划»工作,“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县政府

成立门源县“十四五”规划编制领导小组,印发

«门源县“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方案»,明确编制

工作的主体思路、原则程度、保障要素和１８项专

题调研课题.２０１９年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３３７３６３亿元,可比价增长３８％,其中第一产业

增加值增长４５％、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８６％、

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１５％;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增长 ２０％;完 成 地 方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１０２０４万元;实现固定资产投资１１５３７１亿元,

同比上 升 ８１２％;完 成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１１４７８４亿元、增长６２％.

♦项目工作　紧盯国家政策和投资导向,谋

划一批填补行业空白、提升产业层次、引领发展

转型的大项目,申报各类建设项目２７８项,投资

总量达４７５亿元,落实２８项、资金１３亿元.谋

划储备“十四五”时期各类项目４３１项,总投资

２５３亿元,在剔除不符合国家规定、产业政策和

规划要求项目的基础上,录入国家重大建设项目

库和全省“三年滚动投资计划”的谋划储备项目

１３８项,总投资１２２０４亿元,保障项目建设的有

效延续.全县纳入责任分工台账的２０８项续建、

新建项目中开复工１９６项、完工１１８项,开复工

率和完工率分别为９４２％和５６７％.

♦援建工作　顺利完成第三、第四批援建干

部人才的轮换交接、威海四市区帮扶结对工作,

加强援建项目的实施管理,落实受援项目７项,

总资金５５５０万元.同时,加大威海市四区与１２

个乡镇的结对帮扶工作,落实结对帮扶项目资金

１２００万元.

♦物价监管　强化市场价格和民生价费监

管,联合各部门开展各类专项检查１８次,完成各

类涉案财物认定案件６９件,标的总金额４８９万

元,受理群众对价格和收费方面的举报投诉、来

电、来访,处理和解答群众举报案件５件.

♦粮食储备　按时完成州级储备粮入库任

务和县级储备粮轮入工作,做好门源、祁连两县

５个军供单位的军粮供应任务,及全县１７所中

小学食堂粮油供应,争取落实总投资１７１３３１万

元的门源县军民融合军粮供应工程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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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所革命”　按照省州县“厕所革命”三

年行动部署要求,推进“厕所革命”建设进程,完

成州 下 达 门 源 县 的 １３８５ 座 厕 所 目 标 任 务

的１００％.

(审稿:何辉年　撰稿:李延雍)

工业商务

♦概述　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工业

总产值７４２亿元,同比增长１２１％.工业增加

值３６０亿元,同比(可比)增长８２％,占GDP总

量的８８％.全年生产冶炼金５６３８８千克,同比

增长１０１％;生产洗精煤９万吨;完成发电量

１３１６０１万度,与去年相比基本持平;生产饲料

１３３４６吨,同比增长４６２％;完成商混砼１４５８

万立方米,同比下降２６４％.

♦招商引资　围绕全县经济发展总体思路,

以海北山东生物园区为载体,不断创新招商方

式,优化招商环境,重质量、抓落地,推动招商引

资增效.签订“青洽会”招商引资项目７项,协议

资金６０２亿元,签约项目涉及工业、商贸、旅游

等领域.加大对在建招商引资项目的服务力度,

提高项目履约率和资金到位率.为充分发挥招

商引资作为经济发展抓手的作用,为青洽会、民

营企业５００强峰会招商储备一批投资强度大、带

动能力强、税收回报高的招商引资项目,在全县

范围内对２０２０年门源县招商引资项目进行征

集.实现招商到位资金５０８亿元,完成今目标

任务的１０１６％.

♦工业园区建设　园区管委会加强对企业

的培育扶持和监督管理工作,深入企业掌握企业

生产、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情况,协调解决企业遇

到的困难和问题,确保工业经济平稳运行.完成

工 业 总 产 值 １５８ 亿 元,占 工 业 总 产 值 的

２１３５％,同 比 持 平,实 现 上 下 游 产 业 对 接

８６６１３３万元,对接１１家企业.推进项目建设,

开工建设总投资３２０万元的园区基础设施道路

建设;总投资１３８１６万元的青海弘大生态农业有

限责任公司浓香菜籽油项目设备安装完成.

♦商贸流通　全县社会消费零售总额１１５

亿元,同比增长６２％;全县粮油市场供应充足,

粮油价格平稳,牛羊肉价格基本持平.限额以上

零 售 业 商 品 销 售 额 ３２１５３ 万 元,同 比 增 长

３４３％;限额以上住宿业营业额４７５３万元,同

比增长１４４％;限额以上餐饮业营业额４６４９万

元,同比下降１７９％.

♦电子商务　依托门源县资源优势,完善功

能支撑,健全服务体系,整合供销社基层网点、邮

政物流网点,打造较为完善的农村电子商务体

系,建 成 乡 镇 电 商 服 务 站 １２ 个,乡 镇 覆 盖 率

１００％;建成村级电商服务点７０个,行政村覆盖

率７５％,其中贫困村电商服务点４４个,实现贫

困村全覆盖,另建设完成５个旅游电商服务网

点,建成淘宝、微店等网店１００余家.全县注册

商标数达３３０件,开通门源电商微信公众平台,

微信商城、淘宝旗舰店、京东门源特产馆,开展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各种营销活动.完成各类创

客及大学生村干部、党政干部、贫困户电商培训

６８５８人次,全县实现电商交易额２４２４４万元,

同比增长１９％.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进全县煤炭行业

去产能工作,实现煤炭行业脱困发展、安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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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２０１７年门源县

煤炭行业去产能计划为全年关闭退出３家６万

吨煤矿,退出产能合计１８万吨/年.完成人头沟

煤矿、瓜拉一矿、瓜拉二矿退出关井闭坑工作,后

续产能指标交易工作有序推进,矿山环境恢复治

理工作通过县级验收.瓜拉一矿与海西州青海

昆源矿业有限公司签订协议、瓜拉二矿与青海海

泰煤业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人头沟煤矿与青海隆

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门源县浩云煤

业列入去产能范围,退出产能１５万吨.

♦节能降耗　采取严格高耗能企业准入条

件、淘汰落后产能、实施企业技术改造、加大清洁

生产力度、培育低消耗高产出企业等措施,落实

节能降耗目标责任.把节能降耗工作纳入重要

议事日程,坚持节能降耗工作部门联系会议制

度,严格执行节能目标考核责任机制.９月,配

合州工信局节能监察支队对门源县海泰煤业铁

迈煤矿、青海水电集团雪龙滩水电站等工业企业

进行节能日常监察,引导重点用能企业开展能耗

自查活动,规范企业的用能管理制度,加强企业

相关人员的节能管理意识,提升节能降耗水平.

督促和指导企业建立节能降耗基础台账,争取各

级节能财政扶持资金向符合条件的企业倾斜.

宣传国家节能降耗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增

强全社会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意识.

♦工业领域环保督查整改　中央环境保护

督察组反馈意见涉及工业领域２项,主要是督导

卡洼掌煤矿、宁缠煤矿、祁连山铜矿按时限要求

完成恢复治理工作.县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回头

看”任务分工中,涉及工业领域任务５项,其中３

项为园区企业环保问题、１项为设立集中煤炭交

易市场问题,１项为去产能问题.各项工作纳入

“７１０”工作台账,明确清单和责任,按时销号.到

各整治点开展工作,就环境整治工作组织约谈各

企业负责人.浩云煤业宁缠第一煤矿、巨源矿业

卡洼掌煤矿、祁连山铜矿环境恢复治理通过初

验;重新编制生物园区总体规划环评;园区工业

污水处理厂项目完成可研、勘测定界、土地预审、

可研评审等前期工作;推进园区内生产企业环保

验收,所有企业全部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８

家通过环保竣工验收.煤炭集中交易市场组织

各乡镇选址,西滩乡建设完成;３家煤矿关井闭

坑,完成去产能工作.

♦党组织建设　加强党的建设,把党建工作

和党风廉政责任与中心工作同部署、同落实,推

进党组织建设各项工作.以打造和深化党建品

牌建设为平台,结合省级精神文明单位创建活

动,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干

部职工的凝聚力、号召力和战斗力明显增强,工

作作风和精神面貌明显改观,服务经济发展的能

力提升.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作为工业商贸经济

发展的引领和主线,坚持问题导向,提高学习教

育实效,党员干部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

识、看齐意识明显增强.强化班子成员落实“一

岗双责”的责任意识,成立党风廉政建设工作领

导小组,健全完善各项规章制度,明确责任,落实

措施,细化分工,党风廉政建设取得新成效.加

强精神文明、群团、“七五”普法等工作,促进各项

工作落实.

♦落实主体责任　以贯彻落实从严治党要

求为主线,主动适应从严治党新常态,坚持把纪

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履行“五＋四”主体责任,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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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思想认识、健全组织领导、层层压实责任、完

善制度建设、发挥表率作用、创新工作举措等方

面入手,与业务工作同筹划、同部署、同实施,确

保“五＋四”主体责任和县委县政府重大决策部

署落实.坚持把理论武装作为重中之重,结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通过集中学习

和自学、举办读书班和学习研讨、学习先进人物

事迹和违纪违法典型案例相结合的方式,依托学

习强国、微信平台等媒介载体,围绕省州县重要

会议精神和业务知识强化学习,促使学习教育抓

在日常、严在日常、落实在日常.开展集中学习

１５０余次、专题研讨会５次,党员干部撰写心得

体会２０余篇,学习覆盖面、参与率为１００％,编

印配发«应知应会手册»等辅助资料３０余册.结

合“扫黑除恶”专项整治活动,配合市监局、应急

管理局、消防等部门开展成品油专项检查工作,

规范成品油市场运营秩序.以堵塞漏洞、健全制

度为载体,对现行的岗位职责、议事决策、监督管

理、自身建设等各项管理制度的基础上修改和完

善«差旅费报销制度»«公务接待费管理制度»,三

公经费的开支严格按照相关财经制度和中央八

项规定执行.树立求实为荣、务实为本、落实为

责的意识,按照主体责任分工,结合“我的岗位我

负责、我的岗位请放心”责任担当行动,４名在职

党员将承诺事项融入日常工作、岗位职责,做出

各类承诺１０条,逐一上墙接受监督,汇聚在推进

项目建设、电子商务发展、商贸流通等领域的承

诺事项,为工信系统的各项发展起到助推引领的

先锋作用.按照县委工作要求,紧密结合“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不断加大“自选”动作

创新,以主题党日为载体,先后开展“联点帮扶、

共庆党日”“缅怀先烈、重温初心”“讲授党课、撰

写心得、知识测试”等主题党日活动４次,规范党

组织生活,强化党员党性观念和党性修养.先后

召开党建工作会议３次、党风廉政建设会议６

次、意识形态工作会议３次、维稳工作会议４次

和法制建设会议４次;签订各类目标责任书３５

份,开展集体廉政谈话活动８次,其中集体约谈

５次,个别约谈３次.

(审稿:马文海　撰稿:赵永琴)

审　计

♦概述　门源县审计机关审计单位１６个.

查出主要问题金额３８６５万元,其中违规金额

２９３３万元、管理不规范金额９３２万元;审计发现

非金额计量问题３１个;审计报告和专项审计调

查报告１９篇.审计处理处罚金额３７７１万元,其

中应上缴财政４８万元、应归还原渠道资金２９００

万元、应调账处理金额８２２万元;移送纪检监察

机关２件,移送处理金额１３５５万元.审计促进

整改落实有关问题资金８７６万元;审计后挽回

(避免)损失６２２万元.审计提出建议４０条;被

采纳审计建议３５条;提交审计信息６０篇,被批

示、采用审计信息９篇次.

♦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贯彻落实跟踪审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和省审计

厅«关于做好２０１９年第二、四季度重大政策措施

落实情况跟踪审计工作的通知»的相关要求,完

成对门源县四季度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

跟踪审计,审计主要围绕行政资源、行政权力及

影响力收费和清欠农民工工资等方面政策措施

落实情况.

♦财政审计　按照规范管理、促进改革、提

高财政 资 金 绩 效 水 平 的 思 路,完 成 对 门 源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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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度本级财政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情

况的审计.审计结果表明:２０１８年全县财政工

作围绕县委、县政府重点工作安排,在增加财力

总量、优化支出结构、严格执行预算,推进财政改

革、强化预算监管,财政预算综合绩效考评等方

面做大量的工作,财政管理水平提高.完成对县

中医院、县财政局、县残疾人联合会２０１８年度部

门预 算 执 行 情 况 的 审 计.完 成 对 县 检 察 院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度部门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

情况的审计和县皇城乡政府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度部

门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通过

审计,各部门及乡镇内部财务控制制度健全,会

计基础工作规范、财政资金的使用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预算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审计

也发现,县检察院超范围为职工个人购买商业保

险、未按规定报销差旅费等问题,根据审计意见,

进行纠正和改进.皇城乡政府存在坐支非税收

入资金、挪用村集体草地补偿费、挪用水费专项

资金及往来款长期挂账未清理等问题.

♦经济责任审计　围绕加强对权力的制约,

完成对县残疾人联合会原任理事长沙生贵同志、

县原经信商务和安全监管局局长马文海同志任

职期间经济责任履行情况的审计.

♦民生资金(项目)审计　完成对门源县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度就业政策贯彻落实和就业补助

资金分配、管理使用情况的审计.审计结果表

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局贯彻落实

国家和省、州一系列就业创业政策,开展促进高

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就业等工作.但在审计

中也发现公益性岗位人员就业超期限、违规发放

创业担保贷款等问题,应加以纠正和改进.

♦专项资金审计　完成对门源县２０１２—

２０１７年部分援建项目建设及资金管理使用情况

的审计.审计结果表明,项目资金能够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基本建设财务规则»及

«援建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进行核算和管

理.但审计也发现,部分项目存在着招投标程序

不合规、未按规定编制项目竣工财务决算及多结

算工程价款等问题.完成对县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全

域旅游项目进展及资金情况的审计.审计结果

表明,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发展全域旅游项目

建设,各相关部门、企业为发展旅游产业及其提

质升级做大量工作.在项目实施中,能够严格执

行基本建设工作程序,财政资金的使用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但在审计中也发现项目实施进度缓慢等问题.

♦企业审计　完成对门源县浩门集中供热

有限公司２０１７年至２０１９年５月３１日的资产、

负债、所有者权益情况的审计,经审计,县供热公

司自２０１２年８月成立以来,在筹措资金、供热源

建设、节约成本、集中供热的管理和营运等方面

取得一定的成效;能够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

计法»的相关规定设置会计账簿并进行会计核

算.但审计中也发现县供热公司在账务处理及

资产管理方面存在着问题.

♦交办任务　根据相关专题会议要求,配合

县委组织部、县纪委、县扶贫开发局完成对门源

县党费收缴、使用管理情况;“一卡通”专项督查

及节前督查;２０１９年度扶贫项目建设情况的监

督检查.

♦从严治党　２０１９年,召开党组中心组学

习２６次、５次专题研讨,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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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最新理论、重大决策

部署、重要会议精神作为每次会议第一议题,把

研究部署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及意识形态等工

作作为会议重要内容,凡涉及党建和党风廉政建

设及意识形态等工作必然强调落实党组书记第

一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把从严治党责任

一贯到底、层层压实.坚持管党治党与业务工作

同部署、同推进、同检查、同落实,印发«局党组深

化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清单»,党组书记

负总责,坚守责任担当,带好队伍,督促班子成员

严格履行“两个责任”.

♦支部建设　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

化制度化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融入

日常、抓在经常、形成常态、发挥长效,根据新时

代、新任务、新要求,制定完善«党组理论学习制

度»«党组议事规则»«党支部组织生活制度»«党

员教育管理制度»,推动局党支部严格落实“三会

一课”、主题党日、党费收缴等制度.党员佩戴党

徽,党员主动亮出身份,自觉践行“四个合格”,接

受群众监督,提升党员光荣感、使命感和责任感.

严格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开展意识形态廉政风

险点排查,强化意识形态工作引领.组织党员干

部学习廉洁从政有关规定,收看专题警示教育

片,前往党校廉政教育基地接受案例教育,增强

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自觉性.严格落实廉政谈

话制度,开 展 谈 心 谈 话 活 动 和 廉 政 提 醒 谈 话

活动.

♦作风建设　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有关规定,

采取会前商议制度,凡重大事情,坚持集体领导,

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方式进行民主

决策.用民主的方法解决问题、协调矛盾、推动

工作.按 照 县 委 强 化 “五 ＋ 四”主 体 责 任 和

“１２３４５”的总体工作部署,将责任科学细化分解

落实到每个班子成员头上,明确牵头领导、配合

人员、提出具体的目标要求,从而形成齐抓共管

的良好格局.结合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主题活动,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精

神、省委省政府二十一条和州委州政府县委县政

府十七条措施,审计工作纪律“八不准”,不断强

化自我约束、自我控制,自觉抵制特权思想和特

权现象,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争

做忠诚干净担当的表率,打造清正廉洁的审计

队伍.

(审稿:沈昕　撰稿:沙存林)

统　计

♦概述　２０１９年,狠抓统计数据质量,夯实

基层基础建设,加强统计执法力度,着力提升统

计服务水平.按照国家、省州统计局要求,按照

“先入库,后有数”的要求,各专业清理企业名单,

更新基本单位名录库,准确掌握调查对象的基本

状况.全县“一套表”行政事业单位和企业有４２

家,实行统一规范的统计报表制度,减少专业间

的指标交叉重复,企业和各级统计机构通过网络

和统计数据采集处理软件进行统计数据上报、审

核、评估、汇总等统计业务处理,减轻统计负担;

乡、县、州、省、国家可以同时看到企业报送的统

计数据,降低数据层层上报、层层录入、层层收审

带来的时滞,提高工作效率,实现资源共享.

♦统计与调查　完成工业、能源、建筑业、投

资、房地产以及服务业等各类月、季、年报表上报

工作.在坚持高质量做好“企业一套表”工作的

同时,统筹兼顾、服务发展,开展各项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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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开展实割实测调查,对８个点的标准地块

样本进行实地收割,踏田测算,登记数据.２０１９

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工作完成城乡划分工作,

抽样调查工作有序开展.深化“七五”普法工作,

落实统计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提升干部职工

行政执法水平和工作能力;严把统计源头数据上

报,严厉打击虚报瞒报漏报统计数据现象.排查

“四上”企业３家,规模以上工业４家,房地产和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１０家,建筑业２家,执法检查

中没有发现统计违法行为,对一些指标理解错

误、台账不健全等问题进行现场指导纠正.

♦统计基层基础建设　为基层统计人员补

充统计法律法规知识,专业人员到乡镇企业,讲

解统计法律法规相关内容和违反统计法的严重

性,发放«统计法»«统计手册»;与“四上”企业签

订«统计数据质量承诺书»,要求“四上”企业信守

承诺,如实上报数据.督促辖区内调查对象建立

统计台账,确保统计数据的准确性、时效性和统

一性.

♦“统计优质服务”活动　撰写提供统计信

息、形势分析报告６０余篇.每月向县委、县政府

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汇报全县主要经济指标,每

季度汇报经济指标变化原因分析,为县委政府决

策提供科学依据;加强工作调研,密切关注经济

形势变化.高度关注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

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重要统计数据.加强

分析研究,反映经济运行中苗头性、趋势性问题,

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参

考数据.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　第四次全国经济

普查工作开展以后(２０１８年８月开始),成立第

四次经济普查工作领导小组,从乡镇和有关部门

抽调工作人员１３５名,设立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

公室(设在统计局),开展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工

作.在普查过程中,经济普查领导小组组成部门

对普查工作高度重视、通力协作、密切配合,经普

办做好普查设备保障工作,财政局足额核定落实

经费.各乡镇、农牧、民政、林业、市场监管局、公

安、税务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能组织和参与普查各

阶段工作,确保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按时、

全面、顺利开展.完成县级普查工作,国家数据

定案反馈后,开展数据开发利用工作.

♦主题教育　制定«门源县统计局“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实施方案»抓紧落实,召

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动员

部署.制定主题教育工作计划表,明确每周一安

排集中学习一次.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逐章逐

篇精读,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核心要义.悟初心担使命,通过开展

“初心是什么、使命干什么”主题大讨论、专题党

日活动等,使主题教育往心里走、往实里走.参

加文明创城志愿活动,开展“中国统计开放日”宣

传活动;以加强固定资产投资、乡镇统计工作、联

点村脱贫攻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

年,数字说门源发展”门源县经济社会发展为四

个主题开展基层专题调研.

♦落实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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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党

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以围绕中心抓党建,抓

好党建促发展的工作思路,推进党员队伍的思想

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使党员干

部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

效.将学习放在首要位置,发挥党组理论学习中

３６１

综合经济管理



心组学习规则、“三会一课”以及每周一集中学习

日、封闭式集中学习、晚上读书班、自学等有利平

台,系统的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纲要,学习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对统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从中找立

场、找方向、找方法、找答案,用理论武装头脑、指

导实践、推动工作.开展集中学习４１次,干部职

工共撰写心得体会７０篇、读书笔记７２０篇,举行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研讨４次,

撰写调研报告４篇.把落实“五个主体责任”作

为重大政治任务,与业务工作齐抓共管、互促互

进,做到同谋划、同部署、同实施.召开党建工作

会议３次、党风廉政建设会议４次、意识形态工

作会议２次、维稳和法制建设会议各２次、签订

各类目标责任书９份.实行内部工作督促查办

机制,建立督促查办清单,定期由考核人对办理

结果进行督查、评价.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党组

学习制度»«党组议事规则»«三重一大决策制度»

«党风廉政建设制度»«财务制度»等４０多项内部

工作责任制,做到有制可依、有章可循;同时严格

执行党章、«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组工

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

组学习规则»«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

«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督察工作规定»

等一系列党内法律法规制度,从落实制度着手,

确保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的贯彻落实.开展党章党规党纪宣传教

育,以典型案例通报、警示教育大会、微信公众

号、“一把手讲党课”等常规警示教育,织密警示

教育网络,做到警示教育全覆盖.讲廉政党课１

次,脱贫攻坚党课１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专题党课１次;支部书记讲“扫黑除恶”专

题党课１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

题党课１次.班子成员与干部职工开展谈心谈

话活动１０多次、约谈６次.以“七一”“国庆”等

节庆、支部党日活动为契机,先后开展７次主题

党日活动,到联点村黑石头村上党课２次,送电

脑２次,送化肥１次.实行干部关爱减压活动,

对３名患病职工和１名患病家属开展慰问活动,

帮助干部职工解决实际困难.开展“关注扶贫、

参与扶贫”为主题的募捐活动,为联点村贫困户

患病家属筹集资金１６００元.通过宣传、设立举

报箱等活动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把统计数

据造假,弄虚作假行为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联

系起来.把中央和省州县委巡视巡察发现的各

种问题,主动对标认领,建立整改台账,逐项落实

整改.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

契机,对照党内法规规定的十八个“是否”,查摆

班子和党员干部存在的问题,列出问题清单,督

促整改,将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

落实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

(审稿:陈宝德　撰稿:宋海萍)

市场监督管理

♦概述　推行各项登记注册便利化措施,开

放企业名称库,实行企业名称、经营场所、经营范

围自主申报制,整合市场主体登记文书,推行“宽

进、快出、严管、便民”登记注册服务模式,压缩企

业开办时间,减少企业和群众办事跑腿的次数,

优化营商环境.全县注册登记市场主体１３７３

家,其中企业１７８家,个体工商户１１８１家,专业

合作社１４家;注销市场主体８９１户.推行“互联

网＋政务服务”,推进政务服务“一网、一门、一

次”,即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和群众办事“只进一

扇门、最多跑一次”.企业开办环节由原来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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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预先核准、设立登记、印章刻制、申领发票、社

保登记”等５个环节压缩为“企业登记、印章刻

制、申领发票”等３个环节,企业开办时间由原来

的平均８５天压缩为现在的３天,个体工商户登

记当天申请当天办证.

♦服务保障举措　围绕便利企业和群众办

事,开展“减证便民”行动,依托审批“绿色通道”、

并联办理、减少证明材料,推动精简办理程序,减

少办事环节.推行全程注册电子化和电子营业

执照,实现不见面审批.

♦企业信用监管　以“双随机、一公开”抽查

为着力点,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提升市场监管的

公平性、规范性和有效性,建立完善“一单两库一

方案”,制定抽查事项清单２３项,建立执法检查

人员和检查对象名录库.加强市场主体年报公

示工作,全县应年报公示各类市场主体８１２６户,

实年报公示６６０９户,公示率８１３３％,将随机抽

查结果与市场主体的社会信用挂钩,对３家企业

负责人变更、１家企业贷款进行限制.通过企业

申请、核查上报、审查决定和信息公示,依照相关

规定对１３家失信企业信用记录进行修复.

♦食药监管网络　针对监管力量薄弱的实

际,辞退８名文化程度较低、工作责任性不强的

食品药品协管员,从人社局人才库中择优录用补

充分配到各市监所.聘用１１７名村警(社警)为

食品药品信息员,签订聘用协议书,进行业务培

训,明确工作职责,拓展食品药品安全信息来源.

加大执法人员的培训力度,对８名执法监管人员

进行业务培训.

♦“明厨亮灶”工程　对全县４８６家餐饮服

务单位完成“阳光厨房”改造工程,对新设立的餐

饮服务单位,通过“明厨亮灶”现场核查,实行亮

灶准入.

♦远程监管平台建设　建立食品非现场电

子监管平台,浩门镇１００余家餐饮经营单位安装

完成监控设备,接入食药安委办监控中心,调试

运行,实现远程和非现场监管,打造“智慧监管”

模式.

♦规范操作服务　在浩门城东市监所设立

标准示范厨房,加强餐饮服务单位食品安全规范

操作培训,从餐饮服务场所、食品处理、清洁操

作、餐用具保洁以及外卖配送等餐饮服务各个环

节的标准和基本规范进行讲解培训.对全县食

品餐饮服务单位实行安全监督量化分级管理,评

定 A级７家、B级３４家,C级５１５家,发证的大

中型餐饮单位量化分级管理率１００％,学校食堂

都达到B级以上.

♦整治食品药品安全问题　协同有关部门

开展食品安全问题联合整治、学校食堂及校园周

边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化妆品专项整治、医疗器

械使用情况专项检查、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检

查、节日食品安全专项检查等１０余起专项整治

和检查.检查各类经营主体２２００余户,其中餐

饮经营户６５０余户,食品经营户１３００余户,下达

各类整改通知书１３２份,立案查处无照经营畜产

品加工店２户,乱收费餐饮经营户２户,虚假宣

传保健品１户,引导办照６７户.查处无检验检

疫合格证明肉食品经营户５户,检疫检验合格证

明不齐全经营户１６户.检查药品经营单位７５

家,对１家药店、１家医疗诊所因经营过期药品、

１家卫生院经营医疗器械因未索票和２家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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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使用过期试剂进行立案查处.

♦监管抽检　配合国家、省、州级抽检６０４

批次,县级抽检６２５批次,对国家、省、州抽检不

合格的１批次蜂产品进行立案查处,对抽检不合

格的３批次水产品、１批次禽蛋、１批次蔬菜依据

法律法规进行处置,移交至产出地市监部门进行

处理.对县级抽检不合格的１４批次产品采取相

关措施,控制风险,依法予以查处,向社会公示.

♦违法处罚　查处食品案件２５起,案值

０７３万元,收缴罚没款４８１万元.

♦清查整治　组织力量对涉及生命安全、危

险性较大的锅炉、压力容器、电梯、起重机械等特

种设备进行清查和隐患排查整治.查封违规安

装的压力容器３台,承压锅炉l台,未办理注册

登记的起重机械２台,场内机动车１台,查处未

检验的电梯１台.

♦安全责任　组织维保单位召开行政约谈

会,对全县电梯运行情况进行评估和检验,确保

运行平稳安全.对全县使用的１５０余台电梯明

确责任单位、责任人、维保单位,张贴规范标识

牌,按期开展安全检验.

♦应急救援演练　组织全县电梯使用单位、

维保单位、物业公司负责人举行应急救援演练活

动,增强电梯使用单位和维保单位应急救援能

力,提高广大群众电梯安全意识.

♦燃煤锅炉拆除　全县拆除４台燃煤锅炉,

其中,门源监狱１台、海泰煤业２台、生物园区１

台,门源火车站３台未拆除.

♦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　通过“３１５”、法

制宣传日等活动,开展消费维权宣传,定期发布

消费动态、消费热点、消费提示警示,形成消费教

育常态化.开展宣传６场次,发放宣传资料１５

万余份,发布提示警示等信息５条.

♦受理消费者投诉案件　受理消费者投诉

７４起,挽回经济损失８６５万元.针对青石嘴地

区在旅游旺季,游客反映存在“阴阳菜单”“加价

收费”“欺诈消费者”等投诉多的实际,出重拳进

行整治.通过明码标价、严厉处罚、警示约谈、与

经营户签订«诚信经营承诺书»、发布整治通告等

措施,维护旅游市场秩序.

♦维护市场经营秩序　针对社会关注、群众

关心的消费热点问题,开展农资市场打假、集贸

市场秩序整治、商户占道经营整治、产品质量维

权等专项整治行动,确保消费市场安全.开展市

场监管领域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清理垃圾４吨,

规范占道经营户３８５户,清理流动摊贩占道经营

２５户次,拆除乱搭乱建彩钢房、阳光棚１４个,与

商户签订“门前三包”责任书２８００余份.

♦动员宣传　通过悬挂条幅、LED显示屏、

张贴通告、发放宣传资料、“致广大经营者的一封

信”等方式,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

♦梳理线索　开展访民声、听民怨活动,鼓

励群众大胆检举揭发涉黑涉恶涉乱线索,在各市

监所、集贸市场设置举报箱１２个,公布举报电话

７个.排查走访市场主体４２５０户,发放问卷调

查４３００余份.摸排市场乱象线索４１条,查办案

件４１起,罚没款２０６３万元,移送公安、农牧等

部门线索８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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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整治　找准发挥市场执法监管职能

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结合点和着力点,

利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形成的高压态势,打击

市场“乱象”和破坏营商环境的违法行为,查处食

品药品和医疗器械案件,震慑违法犯罪行为.与

经营户签订«食品安全承诺书»«诚信经营承诺

书»１５８０余份,对浩门市场、旭红市场、东川市场

等集贸市场进行规范整治.

♦内部管理　签订«市场监管系统干部承诺

书»５０余份,«党员干部不涉黑涉恶承诺书»３０

份,严格自律,不干预、不插手、不过问办案情况,

严格落实线索摸排核查责任制.

♦政治教育　强化党员经常性教育和监督

管理,规范“三会一课”制度,采取专题辅导、经验

介绍、案例分析等方式,重点做好基本理论、政治

纪律和规矩、党的组织建设的学习培训;选派年

轻后备党员干部到扶贫联点村驻村、定期开展

“党员固定活动日”“主题党日”“党员义务奉献

日”等活动,帮助党员干部解决党性、作风等方面

的问题,在大是大非面前做清醒人、明白人.每

周五下午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开展义务劳动.

♦品牌创建　疏解企业和群众“难点”“痛

点”“堵点”问题,增强企业和群众获得感,激发市

场活力,把市监局注册登记窗口打造为服务群众

满意窗口,开展“打造‘五心’服务品牌,争创服务

满意窗口”党建品牌创建活动.即服务群众“热

心”、审核资料“细心”、解答问题“耐心”、服务承

诺“诚心”、接受意见“虚心”的“五心”服务品牌,

简化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办理«营业执照»«食品经

营许可证»所需各项手续,压缩办证时间,提高办

事效率,促进个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争创服务

满意的窗口.党员干部示范引领,以“我的岗位

我负责,我在岗位请放心”的责任担当,严格落实

岗位职责“六不让”“六不准”和“六公开”制度.

♦主体责任　召开党风廉政建设暨“五＋

四”主体责任落实工作会议,签订目标责任书,把

党建职责和任务逐一分解到班子成员和党员干

部,明确各自责任范围、责任内容、工作要求和主

要措施,把“软任务”变成“硬指标”.坚持定期听

取机关党支部工作汇报,研究部署党建工作,与

班子成员、党员干部谈心交心,时刻提醒履责情

况,形成“党组书记抓党建、全体党员落实党建”

的工作格局.把党员参加集中学习情况、参加教

育培训情况等作为年度考核和党员干部推荐评

优的重要指标和依据,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价制

度,与业务工作同安排、同部署、同检查、同考核、

同落实.以提高工作能力和办事效率、培养知识

型干部队伍、建设学习型机关党支部为目标,把

党员队伍建设作为首要任务来抓,高度重视党员

干部的教育和培训,将教育和培训贯穿于市场监

管各项工作之中.培养入党分子１名,不断为党

支部注入新活力.成立党建工作领导小组,设立

党群工作办公室,抽调２名科室干部具体落实党

建各项工作;为加强党员干部学习,投入资金２

万余元,购置配备投影仪、音像、电子屏等设备,

开通党员远程教育网平台,为抓好机关党建工作

提供阵地、基础保障.

♦规范党内政治生活　开展“送党章、送党

徽”“心系社区促发展、共驻共建享和谐”“共建美

丽乡村、同享美好生活”等“九个一”党建主题活

动.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

和省州县委有关规定措施,结合县委巡察工作,

完善财务、公车、公务接待、公文处理、工作人员

７６１

综合经济管理



考勤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对遵守制度

情况进行不定期检查通报,促进各项工作规范

化、制度化运行.落实“五个不直接分管”制度,

不直接分管财务、干部人事、行政审批及物资采

购等工作,实行集体研究和集体审批,阳光操作,

建立健全“正职监管、副职分管、集体领导、民主

决策”的工作机制.

♦结对帮扶　党员干部每人入户４次以上,

与贫困户贴近感情,指导脱贫致富,帮助解决一

些实际困难和问题.开展中央、省委“１号文件”

宣讲的同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为珠固乡元树

村、麻莲乡瓜拉村解决体育用品、办公用品等

２０００余元.动员全体党员到社区报到开展服务

工作,年内２０余人次到社区开展服务活动,为共

驻共建的气象路社区解决共建资金５０００元,开

展宣讲活动２次,与社区党员干部开展“主题党

日”和讲党课活动,走访慰问社区困难党员、老党

员４名,慰问社区“两委”干部９名,送去慰问品

折合现金６００余元.协调交通部门为联点的米

麻隆村落实２座涵洞小桥,动员党员干部筹集资

金３０００余元,完成联点村绿化任务０４公顷,为

联点村解决“高原美丽乡村”建设资金１万元,慰

问村“两委”干部、第一书记和老党员１０名,送去

慰问品折合现金１０００余元,与村党支部联合开

展“主题党日”活动,与村“两委”干部开展座谈,

了解掌握村上的发展困难,帮助解决一些实际困

难和问题.

♦建章立制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加强党员干部作风建设,提高干部队伍素质,提

升全局工作人员工作效能,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

治理腐败的力度,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制定完善«门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工作

规则»«门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三重一大”

事项集体决策制度»«门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

政“一把手”“五个不直接分管”制度»«门源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党组廉政谈话制度»等１３项制度.

聚焦关键岗位、关键人,紧盯食品药品、特种设备

监管,登记注册、行政许可等关键处,聚焦食品安

全、特种设备安全、产品质量安全等关键事,加大

对权力的监督制约,确保广大党员干部规范用

权、担当作为.

(审稿:马国良　撰稿:马国良)

烟草专卖

♦概述　以“稳销量、提结构、调状态、增税

利”为营销工作基本方针,以提升卷烟销量及结

构为工作目标为重点,落实“三新”总体要求,以

“五个大力推进”为切入点,转变观念,创新方法,

履行职责,把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落实到各项任务

之中,为海北烟草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查获违

法案件３起,其中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

货案件２起,无证运输案件１起,查获违法真品

卷烟２７９条,假冒卷烟３６条,总案值５６７２０元.

♦卷烟销售　全年销售卷烟１８５５２４１万支

(３７１０４８２８箱),较去年同期下降０６１％(２２７４

箱),完成全年任务４０８５箱的９０８３％;实现销售

金 额 ９０９４ 万 元,较 同 期 的 ８５７０ 万 元 上 升

６１２％;单箱销售额２４５１０元,较同期增长１５５４

元,上升６７６％.从完成的指标分析来看,卷烟

销量有所下降,卷烟收入和结构有较大幅度提

升,各类别卷烟销售情况如下:一类卷烟销售

４６７１８２４箱,较同期增长５１％,二类卷烟销售

５４７０００４箱,较同期增长１４５４％,三类卷烟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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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２２３４２８箱,较同期增长１５６％,四卷烟销售

４６１４２４０箱,同比下降３３０５％,无价类卷烟销

售０５９６箱,较同比下降４１８％.从各指标分

析,１—３类均较同期大幅增长,特别是二类卷烟

增长幅度较大,主要是南京(煊赫门)品牌较好的

市场需 求 支 撑 该 类 别 指 标,三 类 主 要 是 牡 丹

(软)、南京(红)、延安(软)品牌规格支撑增长幅

度,四类由于对低档品牌消费需求下降导致该指

标不断下降.

♦细支卷烟销售　营销部细支品牌卷烟销

售２６８６２箱,同比增长２３７３％,主要是南京(煊

赫门)、长白山(７７７)等新品牌的投放促进指标的

提升.

♦重点品牌销售 　 重 点 品 牌 卷 烟 销 售

３３２２８０箱,同比下降３１７％,主要由于兰州(硬

黄)需求下降对该项指标产生影响.

♦低焦油品牌销售　营销部低焦油品牌卷

烟销售１０９６８９６箱,同比下降１０９８％,主要是

兰州系列需求整体下降,特别是兰州(硬黄)需求

下降较显著,导致该指标不下降.

♦品牌培育　落实营销中心对品牌培育方

面的各项措施方案,推动品牌梯次化格局,加强

重点品牌的培育,保持细、短、中和雪茄、低焦油

等品牌的增长.利用媒体平台,发布品牌各类信

息,引导客户购进;落实“提高端、扩中端、稳低

端”的品牌培育措施,发挥中高端卷烟对提升结

构的重要作用.营销部加强二类及以上卷烟培

育力度,加强一类卷烟中高端品牌及中华、芙蓉

王系列、南京系列、黄金叶系列、黄鹤楼系列的培

育,确保一类卷烟的平稳增长;加强二类卷烟中

畅销品牌南京(炫赫门)、兰州(硬珍品)、利群

(硬)等品牌的培育,较好的提升的二类卷烟的销

量和结构,县城“三转二”营销策略得到实施;巩

固乡镇“三转二”成果,提升三类以上卷烟比重,

品牌培育效果明显,落实全年品牌培育工作要

求.加强专销融合,在客户订单跟踪、卷烟打假、

证件办理、市场管理等方面互通市场信息,取得

良好效果,实现品牌的稳定增长.

♦终端建设　开展各项终端建设工作,在发

挥功能上下功夫,以“新商通”平台为抓手,推进

现代终端建设,推进合作终端和旅游终端建设,

推进“微商盟”订货平台的应用,发挥终端客户在

形象展示、品牌培育、信息采集、促销宣传等方面

引领作用,促进营销管理手段从传统零售向新零

售转变.

♦互助小组建设　巩固大户治理工作成果,

提升自律建设质量,发挥小组在稳价格、育品牌、

调状态的经营能力,确保零售客户卷烟毛利率

１０％的工作目标.

♦客户经理转型工作　加强市场拜访,丰富

客户服务内涵,顺应零售终端发展趋势,提升客

户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把以往普通的客户拜

访转化为品牌培育、终端维护、稳定价格,信息收

集、销售动态分析、客户经营指导、政策宣传等职

能,解决客户日常经营困难,提高客户经理工作

执行力.

♦市场管控　在物流寄递信息排查、线索发

现、收集证据、案件经营方面重点加强衔接,推动

物流寄递涉烟违法案件的查办,严肃治理寄递环

节涉烟违法活动.３月１８日,根据举报人的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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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联合公安部门在申通快递查获３６条非法卷

烟,案值１１万元.开展卷烟零售大户开展定期

检查与不定期市场监管,以合理卷烟存销比为基

础,围绕紧俏卷烟、中高端卷烟,全面、完整、真实

的收集市场信息,分析零售大户和重点户经营状

况,核实零售客户的实际销售能力掌握卷烟具体

流向,监控其卷烟经营动态,对内管、营销、配送

等部门反馈的信息及时处理、共同监管,确保卷

烟零售大户检查准确到位.落实“双随机、一公

开”工作要求,推进平台运营,筛选重点零售户开

展市场检查,做好检查结果公示运用,将抽查检

查结果通过系统平台等进行公示,对抽查发现的

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惩处力度,接受社会监

督.双随机抽查比率不低于１５０１％.

♦“放管服”工作　把准行政许可准线,按照

“互联网＋监管”工作要求,推行和落实“一次办、

就近办、网上办”,优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办理,

推进电子营业执照使用,解决群众办事堵点有关

事项的要求.完成烟草专卖零售许可管理系统

与工商电子营业执照系统的对接,申请人在办理

各类事项时,无需手工填写申请表单,无需提交

纸质营业执照.推进同一事项同一区域无差别

办理、同标准办理,推进“放管服”许可证办理法

制化进程,实现零售许可“行政效能”与“社会效

果”双提升.

♦执法队伍建设　按照«海北州烟草专卖执

法队伍素质提升年活动实施方案»工作目标,狠

抓“解放思想＋提高执行力”,针对烟草专卖执法

行为规范存在的主要问题,成立门源县烟草专卖

执法队伍素质提升年活动领导小组,制定«门源

县烟草专卖局专卖执法队伍素质提升年活动实

施方案».参加２０１９年青海省局市场监管培训,

海北州局案卷业务技能培训等,撰写心得体会,

提高专卖人员自我业务技能提升、自我管理、自

我约束、自我监督的能力.狠抓作风建设,提升

队伍形象.重点解决队伍中工作纪律松散、责任

意识不强、工作作风不实、办事拖沓推诿、执行力

低下等问题,促使专卖员改进思想作风、工作作

风,成为一名政治合格、业务精通、作风过硬的专

卖人员.规范卷烟经营行为,严防真品卷烟非法

流通.开展员工规范经营思想教育,加大客户拜

访力度,宣传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让零售户认

知卷烟非法流通对卷烟规范经营造成的危害性,

引导零售户合法经营.在前期规范经营自查工

作的基础上,开展违规经营自查自纠工作,查思

想认识是否真正做到理解准确、认识到位;工作

方式方法是否合规,有无不符合规范经营要求;

是否存在卖大户、搭配销售、捆绑销售、挂账赊销

等问题.分析客户订单,客户经营能力,对违法

违规大户、涉案真烟外流重点户、敏感品牌月购

进户等实地调查,由专卖、内管明察暗访了解其

经营情况,严防从零售环节发生真烟外流.

♦党的建设　落实“三会一课”,加强党内政

治建设,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

动.制定３个月集中学习通知和学习计划表,规

定集中学习、个人自学的时间、内容,做到时间、

人员“双集中”.引导党员学习«习近平关于“不

忘初 心、牢 记 使 命”重 要 论 述 选 编»«党 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

要».召开专题研讨会３次、集中学习１０次、党

支部书记上党课１次.开展三次“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志愿服务活动.聚焦“１８个是否”开展

自我检视,把问题找实、把根源找深,从思想、政

治、作风、能力、廉政方面特别是从主观上、思想

上进行剖析,明确努力方向.按照«门源县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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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卖局党支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调

研方案»和«门源县烟草专卖局党支部开展主题

教育谈心谈话活动»在全体员工中进行谈心谈话

活动、发放主题教育调查问卷１２份,在卷烟零售

户中发放调查问卷２４份,征求到员工对领导班

子及党支部意见建议２０条,卷烟零售户对营销

部工作２条.

(审稿:王国庆　撰稿:顾永军)

供　销

♦概述　２０１９年,坚持为“三农”服务宗旨,

加快推进农村现代流通网络建设步伐,保持系统

内经济 平 稳 运 行,为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发 挥 应 有

作用.

♦农资商品购进及供应　农资商品购进

５９５１５吨,其中二铵２７５７吨、尿素１３９３吨、小化

肥９６４吨、专用肥４９８吨、有机肥３３９５吨,为实

现有机肥替代化肥、化肥销售零增长的目标,购

进比上年同期减少１０００吨;销售各种化肥５７００

吨,其中二铵３０００吨、尿素１１００吨、其他各种小

化肥１３００吨,销售比同期减少９００吨;购进各种

农药３０吨,实现销售收入１２９０万元.

♦加碘食盐供应　组织购进各类盐品７８０

吨,完成县政府下达计划任务 ５７％,销售 ６５０

吨,实现销售收入１１０万元.盐品销售下降原因

是国家盐政改革后,各类盐品购进销售流通环节

混乱,生产企业直销不与有资质的食盐批发企业

沟通而直接直销给个体私营企业而扰乱市场,个

体私人无资质批发食盐严重,同时食盐批发销售

环节管理脱节.

♦日用消费品配送　开展日用品配送业务,

以服务农民,方便农民为己任,配送及零售日用

消费品总额５５０万元.

♦废旧物资回收　以报废车辆拆解、废旧钢

铁、铝、铜、轻薄料及办公耗材、塑料、纸质等方面

的废旧物资收购３００吨,实现销售收入６０万元.

♦农业服务　北山兴源农工贸服务有限公

司和海龙绿色小油菜及益农生态农业两个专业

合作社托管土地面积０３７万公顷,土地托管总

产值６００余万元.

♦农产品收购及加工　绿色农业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青海生态源物流服务有限公司和金之

源绿色农副产品开发有限公司充分结合自身行

业特点,开展油菜籽、青稞等农产品收购及加工

业务,利用电商平台开展一系列网上宣传及销售

活动,促进农副产品购销业务,实现销售收入

３００万元.全系统完成商品销售收入６０００万

元,实现利润１２８５万元,比上年增长６８％.

♦基层网点建设　恢复新建后的旱台供销

社、麻莲供销社,搞好农资商品供应和其它农副

产品等收购业务,加大供销超市建设,使广大农

牧民群众感受到供销社社会化服务带来的便利．

以供销社现有的废旧商品分拣中心为依托,在青

石嘴、旱台、东川、克图等４个基层社设立废旧物

资集中回收网点,统一设计制作悬挂回收废旧品

标识牌．争取落实省财政支持供销社发展专项资

金３２０万元,全部用于基层组织体系建设,夯实

为农服务基础,提升服务功能,促进深化改革工

作的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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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活动　组织青海吉上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皇城老牧人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恒

渊蜂业有限公司、兴源农工贸服务有限公司等四

家企业参加２０１９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

洽谈会.展出商品五大类３０个品种,现场销售

各类商品金额８余万元.各参展企业与省内外

相对应的需求商签订有效订单供销协议４６４万

元.９月１７日,青海省供销社综合改革深化年

现场会暨供销改革发展论坛在门源县隆重召开.

通过观摩供销社基层组织建设、管理模式创新、

社会化服务、电子商务发展和以日用消费品配

送、社有资产管理及组织体系创新等,展现门源

县供销社在盘活社有资产、增强投资力度、确保

社有资产保值增值中发挥作用.开展大田托管、

生产加工、农畜产品收购、各类便民服务等领域

改革,开拓进取,发挥作用.在门源县会议中心

举行青海省供销改革发展论坛.在全县范围内

筛选从事农畜产品经营和种、养殖大户于７月

１６~１９日集中在西宁世纪职业技术学校举办为

期４天的“新型农牧民职业教育培训班”,培训

３０人.

♦党风廉政建设　执行“三会一课”制度,坚

持请示报告制度,如实报告个人住房、配偶、子女

从业等情况,做到既干事又干净.为强化党风廉

政建设,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增强党员干部

廉洁自律意识,推动党风政风好转.５月１０日,

县供销联社党支部召开供销系统党风廉政建设

工作会议.各基层社、社属各企业主要负责人及

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参加会议.会议期间,党支部

与支部班子成员及各基层社、社属各企业分别签

订«２０１９年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

♦民族团结创建　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

作纳入供销系统各项工作和年度目标责任考核,

召开专题会议,分析形势,提出目标,落实任务责

任和措施,形成多方参与,协调推进的工作格局,

使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更深入,更有活力.

♦主题党日活动　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活动,开展“重温入党誓词、统一缴

纳党费、接受精神洗礼、坚强初心使命”和廉政警

示教育、革命烈士公祭以及“为民办事在一线、化

解民忧零距离”、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弘扬爱国主

义精神和歌唱祖国等系列主题党日活动,坚定全

体干部职工强化“为农”初心,担当“兴农”使命的

责任意识,将自觉把学习教育的实际成果转化为

提高政治站位、压实政治责任,联系实际、创新方

法、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

♦主题教育活动　查摆问题、剖析根源,制

定过硬措施,立行立改,确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问题得到整治.把检视问题和解决问题贯穿于

为农服务和“三农”发展这条主线,把为农服务成

效作为衡量工作的首要标准,以高度的职责使命

和担当精神以及更高的标准把初心使命转变成

埋头苦干和真抓实干的自觉行动,做到为农、务

农、姓农,为今后把供销合作社打造成为一支政

府靠得住、用得上、农民群众信得过的合作经济

组织,成为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生力军和综合平

台起到的促进作用.

♦精神文明建设　为“结对帮扶”头塘村党

支部解决办公经费２０００元;供销社干部职工为

联点的１８户贫困户送去米面等生活用品６４００

元;开展的扶贫一日捐活动中,捐款１７９６元、参

加工会送温暖捐款１４４０元、为威海赈灾捐款

４１８０元;开展困难职工和退休老干部慰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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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慰问金４２００元;参加义务植树活动,在指定

区域完成补种补栽任务,补种补栽白杨７７８２棵.

♦人居环境整治　开展集中整治活动１０余

次,清理各类垃圾、杂物６０余立方米,拆除废旧

广告牌１处,与各小区、工商户、废品收购站等签

订“门前三包责任书”７０余份,挨家挨户上门进

行宣传和动员部分居民参与到环境整治中,帮助

头塘村回收废旧农膜３吨,解决白色垃圾污染,

充分发挥供销社在参与乡村振兴助力美丽乡村

建设中的作用.

(审稿:阿怀胜　撰稿:康延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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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牧林水科技环保城建

农牧水利科技

♦概述　种植业按照“稳粮油、强草业、抓特

色”的总体思路,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农牧业转型

升级.２０１９年全县农作物播种面积２９６万公

顷,其中粮食作物１４０万公顷,其中青稞１２万

公顷,小麦００７万公顷、薯类０１３万公顷;油料

作物１２９万公顷,饲草０１８万公顷,蔬菜等作

物０１万公顷.其中种植特色作物火焰蔘２１３

公顷,蕨麻２２７３３公顷,香菇２５５万棒.粮油

特种植比例为４８∶４０∶１２,特色作物占比较上

年略有提高.引进推广增施有机肥面积６６６６７

公顷,其中青稞面积４００公顷,油菜面积２３３３

公顷,蔬菜３３３３公顷;建立火焰蔘有机种植基

地１处６６６７公顷.以“提质、扩优、抓特”为重

点,推动生态畜牧业建设,畜牧业提质增效.全

县草场面积４５７６万公顷,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７１２６％,县属可利用草场３８８８万公顷,其中冬

春１９６５万公顷、夏秋１９２３万公顷.存栏各类

牲畜５６２３万头只,年内繁活各类仔畜３８８９万

头只,出栏３１３８万头只、肉类１０８万吨.在发

展传统养殖业的同时,适度规模发展以西门塔尔

肉牛、湖羊、白牦牛、林麝为主的特色养殖业,建

立浩门马养殖基地、林麝养殖基地、冷水鱼繁殖

和育苗基地各１处、白牦牛养殖基地３处,养殖

西门塔尔肉牛２２万头,湖羊４５２３只,白牦牛

８０００余头,林麝６０只.

♦标准化生产　严格执行跨省引进动物备

案制度,２０１９年对全县范围内的交易市场、屠宰

场、养殖户、兽药经营店、饲料生产销售门店等开

展执法检查专项活动,检查次数５次,参加人员

３０人次,出动车辆１３辆次.产地检疫累计检疫

１７２２７１万 头 (只),其 中 牛 １７６４７ 万 头,羊

１５４５９６万只,猪 ２８０头.屠宰检疫累计检疫

２１９８６ 万 头 (只 ),其 中 牛 ０８７８２ 万 头,羊

１３１０１万只,猪１０３０头,全县上市动物及动物

产品检疫率和持证率１００％.坚持重拳出击、保

持高压态势,加大巡查检查和监督抽查力度.组

织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县兽医站等局属单位对

全县农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点和薄弱环节进行

联合整治,以农畜产品生产基地、渔业养殖基地、

畜禽养殖场及农药、兽药、饲料经营门店等为重

点,打击非法施用农药及不遵守农药安全间隔

期、兽药安全间隔期、非法添加饲料添加剂及违

法违规经营农兽药情况,开展农畜产品质量安全

联合整治行动.联合整治行动工出动专业技术

人员及执法人员２３人次,检查４家农药经营门

店、３家兽药经营门店、２家饲料经营门店、６家

农产品生产基地、３家畜禽养殖场、１家临时屠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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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未发现异常.从省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调

运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小反刍兽疫、猪蓝耳

病、猪瘟等疫苗７８２１５万头份;制定«门源县动

物疫病免疫方案»«门源县重大动物免疫效果监

测方案»,落实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各项工作.全

年累计免疫各类牲畜３３４１０６３万头只,其中春

季免疫各类牲畜２２５１１６３万头只,秋季免疫各

类牲畜１０８９９万头只;推进包虫病、布氏杆菌病

人畜共患病防控工作,家养犬的驱虫率１００％,

包虫病犬粪抗原检测结果阳性率为４５％,同比

２０１８年阳性率２１３％得到下降;排查非洲猪瘟

养猪户２１７２３４户、猪５８７１７３头.通过与财政、

银保监等相关部门的协作,顺利启动藏系羊、牦

牛保险试点工作.藏系羊、牦牛保险承保工作由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门源支公司负

责承办.各级财政资金全部到位.县人保财险

公司会同各乡(镇)组织专门力量,采取统一收

费、上门服务等多种形式,推进自筹资金收缴力

度,确保保险费早日全额到位.

♦农畜产品供给　发展高原农畜产品品牌,

严格准入门槛,加强监督管理,加大对高原农畜

产品宣传和市场推介,提高门源县高原农畜产品

品牌公信力.发挥门源县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功能,引进和建成一批有规模、带动能力强的农

畜产品加工企业.全县开展农畜品加工企业２０

多家,通过“公司＋基地＋农户＋市场”的生产经

营模式,形成以食用植物油、青稞(青稞酒)系列

产品、牛羊肉制品、奶制品、蜂产品、饲草、香菇、

蕨麻初加工为主的农畜产品加工链条.培育“皇

城老牧人”“雪域祁莲”“青藏花海”畜产品、“雪

灵”植物油、“垯美亹源”青稞油菜产品、“雏蜂阁”

“花海门源”蜂产品、“西海情”“祁连山”酒产品、

“青海老字号”奶制品、“青藏青”“麻莲上草”饲草

产品、“青藏卓玛”火焰蔘产品、“青源二八八二”

香菇产品等１０余个高原农畜产品品牌;“门源小

油菜籽”品牌入选中国农业品牌目录.门源蜂业

有限公司等５家企业在省会西宁建立门源农畜

产品销售实体店６家,京东、淘宝、电信１１４M、供

销e家等网店逐渐上线门源特色农畜产品.组

织涉农企业参与“青洽会”等省内外各大展会６

次,为全县农畜产品推介、外销搭建平台.

♦化肥减量增效　开展化肥使用量零增长

行动,保持化肥使用量负增长.２０１９年门源县

有机肥全替代化肥及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技

术试点项目顺利实施.该项目总投资１２７５万

元,其中省级财政补贴１０３５万元,地方配套１５０

万元,农牧民自筹９０万元.在北山、西滩、泉口、

东川、浩门、青石嘴、麻莲、皇城、苏吉、阴田１０个

乡镇种植有机青稞０２万公顷,有机油菜０２万

公顷.发放有机肥６９７４吨,建立有机肥全替代

化肥油菜试验田１个.从根本上上减少门源县

农业面源污染,改善农产品品质,促进现代高原

特色农业发展,实现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农业增

效和生态环境安全.推广油菜病虫害绿色防控

替代化 学 农 药 技 术 ０２ 万 公 顷,悬 挂 黄 蓝 板

４３５００张、粘虫板３０００张,喷施生物杀虫剂３０００

瓶、生物杀菌剂３００００袋.经测产,项目田青稞

单产２０５千克,常规施肥田青稞单产２６０千克,

减产５５千克,减产率２１２％;项目田油菜单产

１０１千克,常规施肥田油菜单产１１７千克,减产

１６千克,减产率１３７％.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畜禽规模养殖场

排泄物作为有机堆肥、有机肥加工原料进行资源

再利用,资源化再利用率７５％以上,病死畜禽实

现无害化处理.划定禁养区、限养区,通过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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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转产等方式推动限养区、禁养区规模养殖

场问题整改,推进禁养区养殖场拆除并恢复治理

工作.投资３３４６１万元为２４家养殖场配备粪

污处理设备.

♦调查统计秸秆利用率　对门源县东南西

北方向的６个行政村１２户农户、６８家营运合作

社主体进行全覆盖调查对秸秆利用“五化”(肥料

化、饲料化、燃料化、基料化、原料化)利用情况,

全县秸秆利用率８１４７％.

♦农膜回收　严格农膜市场准入,推广标准

地膜.推进开展农膜回收利用,加强回收体系建

设.省级农牧业发展资金农田残膜回收项目,项

目资金总投资２万元,在门源县种植区域内回收

残膜１３３万千克,每千克补贴１５元,共计２

万元.

♦耕地保护与提升　实施２０１９年门源县省

级农牧业发展资金———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项

目,项目总投资４３６万元,全部为切块农牧业发

展资金.配方肥推广资金１６万元,在东川、泉口

２个乡镇示范推广配方肥０５３万公顷,结合精

准扶贫,重点在东川镇香卡村、甘沟村、寺尔沟

村,泉口镇中滩村、俄博沟村、旱台村６个贫困村

进行示范推广.资金全部用于购买青稞配方肥、

油菜配方肥.采取政府采购的方式,采购青稞配

方肥４８１５吨、油菜配方肥２８８５吨.田间试验

在北山乡北山根村、浩门镇北关村、阴田乡卡子

沟村、泉口镇泉沟台村、东川镇尕牧隆村５个点

实施.种植田间肥料试验５个,其中青稞肥料利

用率试验３个,油菜有机肥试验２个.建设国家

级耕地质量长期监测点一处,建设地点在门源县

西滩乡纳隆村.监测点建设包括３个功能区,建

设面积不少于１０００平方米.其中包括自动监测

功能区、耕地质量监测功能区、培肥改良试验监

测功能区.监测点土样分析为１２个土样.根据

青海财政厅«关于提前预告２０１９年农牧业发展

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青财农字〔２０１９〕２３９６

号)和门源县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２０１９年农牧

业发展资金的通知»(门财字〔２０１９〕６号)的要

求,省财政厅为门源县２４万公顷,其中粮食作

物１０５ 万公顷,油料作物 １３５ 万公顷,下达

２０１９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３５９５６８万元,

粮油作物每亩补助资金均为１００元.各乡镇补

贴面积以２０１８年统计数据为依据,按省级下达

面积百分比进行调整,于５月２３日报付到位.

♦农业污染源普查　全县确定农业污染源

普查点１２８个,其中入户普查点３０个、典型抽样

普查点９８个.入户普查点３０个均为畜牧养殖

场,典型抽样普查点中９３个为种植业典型地块

抽样点、５个为典型畜牧养殖场抽样普查点.完

成畜牧养殖场３０家入户调查,收集部分佐证资

料,完成５个典型畜牧养殖场抽样普查.种植业

典 型 地 块 抽 样 按 BF０１、BF０２、BF０３、BF０７、

BF０８、XB０４地域类型完成种植企业和农户普查

８２个,收集部分佐证资料.为推动农业污染源

普查工作顺利进行,从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８日开始,

历时３５天,出动车辆３０余次、出动普查人员２００

人次,填写表格３５１张.

♦水资源保护利用　严格执行«水资源论证

报告制度»«门源县河流生态基流管理办法»«门

源县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工作实施方案»«门源县

县乡三级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管理办法»等长效

机制,水生态保护做到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

赔偿、责任追究.开展水利法律法规、水资源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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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知识宣传,推进河湖长制工作,建立县、乡、村

河长制组织体系,按照«河长巡查制度»,开展巡

河、巡湖及督查工作,开展河湖“清四乱”专项整

治行动,全县排查问题４６处,全部整改销号,投

入资金３００余万元,清理河道５４０余公里,清除

垃圾２０００余吨,累计拆除违建数量６６处.将全

县所有水电站纳入河湖长制管理体系,确定各水

电站责任河长,待退出的老虎沟水电站、元树沟

水电站、和元树二级水电站外,其余水电站均建

立生态基流保障监控系统,生态基流得到保障.

浩门镇新建及改扩建供水管道２１９８千米,青石

嘴镇建设水厂１座、新建及改扩建管２３６千米;

全年处置乡镇村社供水管网破损等突发情况１０

次,确保人畜饮水正常供应.召开全县防汛抗旱

工作会议,县政府与各乡镇、各水电站签订防汛

安全责任书;储备抗汛物资铅丝１０吨、编织袋

８８万条、排污泵８台、网片１９２００平方米、扎丝

５吨,挖掘机、转载机、拉水车各１台.

♦实施取水许可　新办取水许可证１２套,

注销取水许可证４套,累计办证３１套.完成５

个万亩灌区、６个千亩灌区取水许可补办工作.

全年征收水资源费１００万余元.

♦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依托农村牧区饮水

安全巩固提升项目,推进水利基础设施项目建

设,完善供水管网,开展饮水安全运行管理和技

术服务,保障农村牧区饮水安全,全县水资源保

障供给能力不断提高.实施总投资１６８０万元的

２０１９年农牧区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巩固提

升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１０９个行政村的安全饮水工

程,投资４２０８１４万元.实施投资２００万元的门

源县２０１９年农村牧区饮水安全工程维修养护项

目和门源县深度贫困地区(泉口镇、东川镇)人畜

饮水补短板项目.实施完成浩门镇供水管网改

扩建及青石嘴镇供水工程,累计完成投资３９６１

万元.养护供水设施设备,开展水源地、蓄水池、

供水管网和管道建筑物的巡查检查,维护维修老

旧破损设施,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确保人畜饮水

正常供应.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重点推进“三清一改

治六乱”,开展村庄清洁行动.全县投入人力

３３２万人次、车辆１３６６台次,清理整治卫生死

角２０５０处,清洁路面水渠河道等１３８千米,清运

垃圾６３６０吨,清除绿化带、道路两旁杂草７５３３３

公顷,整治规范农牧区乱堆乱放等“六乱”现象

９２５起,完成绿化１２万公顷,建设美丽乡村１０

个,创建卫生乡镇６个.浩门、青石嘴等乡镇采

取“户集、村收、乡镇转运、县处理”的城乡一体化

垃圾处理模式,垃圾集中填埋处理;珠固、仙米等

乡镇采取“户集、村收、乡镇处理”模式,极少数边

缘村社采取“户集、村收、村处理”垃圾处理模式,

做到“无暴露垃圾、无卫生死角”.全县建成垃圾

处理厂２个,１２个乡镇配备大小垃圾清运车９１

辆、垃圾箱６９８个,村级保洁员５９７人.集中整

治非正规垃圾堆放点２７处.

♦农村人居环境改善专项行动　以浩门河

沿岸、乡村旅游景区、县府所在地及周边部分村

庄为重点开展生活污水治理,加快污水处理基础

设施建设,实施浩门镇污水处理厂原位提标改造

和截污纳管项目和山水林田项目１２０处(１３８处

取水口)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建设任务,建设水源

地网围栏５３７８２米,种植草坪３９５６０平方米,树

立公告牌、宣传牌９５１块,修缮泵房４３２平方米,

新建截水沟与沟头防护１５００米.推进农牧区户

用厕所改造,同步实施粪污治理,在各乡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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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所革命”建设任务１３８５座.利用农牧区生产

废弃物资源.完成第二次农业污染源和农作物

秸秆综合利用普查.

♦政策引导　制定«门源县坚持农牧业农牧

区优先发展优先做好“三农”工作实施意见»,结

合开展村集体经济“破零”工作,制定«门源县乡

村振兴战略总体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５个省州

县三级乡村振兴战略示范试点村行动方案»和

«乡村旅游示范点“百日攻坚”方案»,实施浩门镇

头塘村、泉口镇腰巴槽村、苏吉滩乡苏吉湾村、仙

米乡大庄村、珠固乡东旭村等５个乡村振兴示范

试点村建设项目,通过培育和发展乡村旅游、休

闲农牧业、文化体验、养生养老、“互联网＋农牧

业”等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示范带动全县乡村

振兴战略推进.

♦战略实施　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２０字方针,强化部

门联动,推进农牧业产业升级转型,开展农牧业

面源污染综合治理,倡导移风易俗等乡风文明建

设,开展乡村综合治理,改善民生,培育良好的农

牧民创业就业环境,建立和完善城乡体融合发展

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使

乡村振兴战略取得一定成效.全县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１７４７亿元,同比增长３７％,对 GDP的

贡献率达到４８２％;第二产业增加值２２８亿元,

同比增长７２％,拉动 GDP增长１７个百分点,

对 GDP的贡献率４６８％;第三产业增加值４８４

亿元,同比增长０７％,拉动 GDP增长０２个百

分点,对 GDP的贡献率５％.

♦文明建设　根据门源多民族聚居、多宗教

并存、多元文化交融的特点,结合精神文明建设、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开

展“五星级文明户”创建、“推进移风易俗,树立文

明乡风”等活动,引导群众自觉抵制婚丧嫁娶大

操大办、高价彩礼等陈规陋习,深挖非物质文化

遗产,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鼓

励农牧民群众向上向善、孝老爱亲,抓好农牧区

党风、民风和家风建设,提高农牧区党员、干部和

农牧民群众的道德和文化素质,进而推动农牧业

升级、农牧民进步、农牧区发展,让文明之花开遍

农牧区大地.制定«关于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

乡风的指导意见(试行)»,对红白喜事操办的程

序、规模、礼金、宴席等制定“定规矩、立标尺”“金

门源”微信平台陆续推出东川镇寺儿沟村、西滩

乡边麻掌村、阴田乡大沟脑村、苏吉滩乡药草梁

村等四个乡风文明建设试点村创新形式、丰富载

体,贴近地气,激发群众参与热情,让文明乡风蔚

然成风的经验做法.

♦科技宣传　参加２０１９年科技文化卫生法

律“四下乡”暨送春联下乡活动,在东川镇碱沟

村、青石嘴镇下大滩村、泉口镇旱台村、仙米乡大

庄村文化广场开展以“唱响新时代　共筑中国

梦”为主题的宣传活动.５月２３日,参加以“科

技强国 科普惠民”为主题的２０１９年海北州科

技活动周启动仪式,与县科协向广大干部群众现

场解答和发放畜禽养殖技术、农作物种植技术、

农产品市场行情等贴近群众生产生活的科普知

识和实用资料.发放农牧民实用技术、蔬菜种植

技术等宣传材料６０００余份、宣传品１２０余份、悬

挂横幅１条,参与群众５０００人次.

♦三区人才服务　根据海北州农牧和科技

局下达的门源县２０１９年三区人才名单,召开三

区人才工作安排部署会议,派出４名三区人才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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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签订服务协议,解决当地在科技方面存在的

问题,把科技创新带到乡镇、农村、社区、企业当

中,使三区人才服务能够发挥科技创新方面的标

杆作用.

♦奖补促增收　全县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

励机制涉及可利用草原面积４１４４万公顷,２０１９

年下达补助奖励资金１５５３８２万元,其中草畜平

衡奖励资金１０８７６７万元,绩效奖励资金４６６１５

万元,两项补奖资金发放到位,发放草补资金

１１４１８６１８２元,未发放 ４１１９５８１８元.苏吉滩

乡未发放原因是水库征占用面积未确定,青石嘴

镇和马场未发放原因是发放面积未确定.

♦技能培训　借助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科技

扶贫项目建设加大农牧民科技实用技术培训力

度,培训５２２８人,其中培训贫困劳动力４２７０人,

占到８１６８％.针对农牧业产业特色,开设青

稞、油菜、饲草高效种植、牛羊高效养殖等课程,

采取集中授课与实践教学相结合模式,确保培训

收到实效.

♦项目投资　实施农牧业项目４２项,其中

续建项目２２项,新建项目２０项.项目总投资

５１１５０２５万元,其中中央投资１６０７２３万元,省

级财政资金１６４７８４万元,援建资金４６９２０万

元,州 县 资 金 １７２１５ 万 元,企 业 自 筹 资 金

１２１８６３万元,纳入固定资产投资 ３０３３６９ 万

元,完成２４项,在建１８项,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１８８２１９万元,２０１９年完成６０１０万元.实施

水利项目２３项,其中续建项目１０项,新建项目

１３项.项目总投资８７３３２万元,其中中央投资

４６５６３万元,省级财政资金５１９２万元,能纳入固

定资产投资５１４５１万元,完成１０项,在建１３项,

５００万元以上项目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３７１２万

元,其中不包括山水林田湖项目,未入库项目完

成投资１４９４万元.

♦固定资产投资　实施农牧业项目４２项,

其中续建项目２２项,新建项目２０项.项目总投

资５１１５０２５万元,其中中央投资１６０７２３万元,

省级财政资金１６４７８４万元,援建资金４６９２０

万元,州 县 资 金 １７２１５ 万 元,企 业 自 筹 资 金

１２１８６３万元,能纳入固定资产投资３０３３６９万

元,２０１８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１４７０８４ 万元,

２０１９年纳入固定资产投资１５６２８５万元,完成

固定资产３２５０万元.开展水利项目建设２３项,

其中浩门镇老虎沟水源地二级保护区水源地保

护工程、阴田大沟沟道治理工程等续建项目１０

项,总投资１６１亿元,完成１４１亿元,完成率为

８８％.门源县吊沟流域封禁治理工程、２０１９年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项目(浩惠灌区)等新建１２

项,总投资２３６６万元,完成投资１７７３万元,完成

率为７５％.开工建设的浩门水库及供水工程总

投资５３６亿元.投资２８３亿元的大通河流域

(门源段)环境整治与生态功能提升工程有序建

设当中,累计完成投资２亿元,完成率７０％.

♦科技队伍建设　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活动,采取党组组织学组、干部职工

集中学、专题研讨、个人自学、微信小课堂等多种

形式,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理论、十九大四中全会精神、党章党规党纪、省、

州、县各级重要会议精神,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不

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全年召开党组中心组学

习、专题学习会２０次,学习篇数４５篇.选派专

业技术人员参加省州县举办的各类业务培训,共

３０８人次得到业务知识更新.举办“门源县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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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动物检疫技术比武大赛”,协办“海北州首届农

民丰收节暨门源县第二届白牦牛文化旅游节”

“全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暨农牧区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现场观摩会”,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７０周年、青海解放７０周年门源县“我和我的

祖国”歌咏比赛,获得精神文明奖.局领导班子

把自身建设当作关键性的大事来抓,重点在勤学

习、勤调研、勤沟通和求实、求正、求新上下功夫.

制定完善«局党组学习计划»«工程建设管理办

法»«干部请休假管理办法»«７１０工作制度管理

办法»等各项制度,实行“周推进、月督查、季通

报、年考核”的工作机制,细化、量化各项工作任

务,助推农牧科技工作再上新台阶.局党组书记

与局党组成员、局党组书记与局属单位负责人、

局属单位站长与副站长层层签订«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书»,结合“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工

作,领导班子查摆问题１９条,按时间节点进行

整改.

(审稿:马志龙　撰稿:孔繁琳)

生态环境保护

♦概述　县城老虎沟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

质达到相关地下水标准二类标准,全年环境空气

优良天数比率９５５％,地表水大通河卡子沟大

桥、纳子峡电站断面水质均达到相关标准二类标

准,达标率１００％,主要污染物排放均控制在省、

州下达的指标内,各项环境质量指标均达到考核

目标要求.年内未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和突

发性事件.

♦脱贫攻坚　树立“做好贫困地区的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也是扶贫”的理念,将生态文明建设

融入脱贫攻坚全过程,开展中央、省级巡视反馈

问题整改,补齐农村环境短板,实施３６个村农村

环境综合整治提升和全县１２０处饮用水水源地

保护区划分与规范化建设项目,泉口镇大湾村等

１７个行政村被命名为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村,争取到省级奖补资金５１万元.在中央生态

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及信访问题受理过程中

杜绝“一刀切”的简单做法,对影响环境的养殖场

进行指导整改的同时,引导其转产转型,在保护

生态的同时实现产业增收.领导干部以“双帮”

机制为抓手与麻莲乡白崖沟村党支部开展３次

联合党日活动,掌握贫困户思想动态和生产生活

状况,协助解决困难问题.指导村党支部开展生

产发展与生态保护工作,向白崖沟村幼儿园捐赠

价值４０００余元的学习用品.党员干部入户慰问

８０余人次,向贫困户送去约４０００元的慰问品,

扶贫日捐款４３１６元.

♦项目建设　推进总投资６０６亿元的“山

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试点工程,２大类３

个重点项目２３个子项,除自然资源局实施的花

崖村等５个村地质灾害治理项目未开工建设外,

其余２２个子项目全面开工,开工率９５７％.累

计完 成 工 程 量 投 资 ３６９ 亿 元,占 总 投 资 的

６０８６％,完成县域固定资产投资约３２３６２万元.

完成大通河流域干支流环境整治与生态功能提

升工程,建设生态护岸网箱１６７６５千米,疏浚河

道１１５千米,水系连通１００％,平整滩地１３３３３

公顷,造林绿化６０万余株,种植花草４４６公顷,

建设水景观净水工程６处１１道;１６个无主废弃

矿山治理与生态修复项目除被青海省祁连山国

家公园管理局叫停的直河、一棵树２处矿山修复

因地处祁连山国家公园内不同意实施外,其余

１４处无主矿山修复工程除剩余工程量需跨年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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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完成覆坑平整５９７万立方米,回填夯实表土

１２８万立方米,撒播草种７８公顷;县、乡、村三

级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分与规范化建设项目

累计完成工程类围栏５２万米,安装制作宣传警

示牌 ９５２ 个,截 水 沟 １ 处,挡 水 墙 ２ 处,造 林

２２４８０株,１２０处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工程完成;大

通河流域门源县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提升项目３６

座公厕建设全部完成,两处垃圾热解站及灰渣处

置场建设项目在建;完成配发垃圾热解车、压缩

式垃圾车、自卸车、垃圾斗等生活垃圾收集转运

设备８０６台(套);县城污水处理厂原位提标改造

和截污纳管项目完成主体工程建设;完成６１０公

顷“环保＋农业”循环农牧业示范试点项目;优化

调整５个地质灾害治理项目设计方案.

♦整改督察反馈问题　第一轮中央环保督

察反馈门源县的７大项１４小项问题全部完成整

改,进入销号程序,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

的２１件信访投诉案件和第二轮中央生态环保督

察组交办的１０件信访案件全部办结.多次到矿

山企业一线,督促各矿山企业落实生态环境治理

任务.６月,与各相关部门对全县２４处矿山恢

复治理情况进行“回头看”,巩固治理成效,抽调

各相关部门人员组成验收组开展矿山生态恢复

治理验收工作.配合第二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

工作,完成资料调阅和交办信访问题的办理工

作.针对生态环境部通报的县城生活垃圾填埋

场存在环境问题,开展垃圾填埋场封场,对不正

常运行污染治理设施排放污染物案进行立案查

处.省州环保督察反馈问题中涉及门源４大类

２４项,完成整改１６项,逐步整改８项.

♦蓝天保卫战　编制«门源县打赢蓝天保卫

战三年行动任务分工方案(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施

工场地严格落实“６个１００％”控尘措施;完成“散

乱污”企业摸底排查和建档立卡并引导整改;开

展挥发性有机污染物专项检查,１０家加油站全

部安装油气回收装置;浩门集中供热有限公司烟

气脱硫脱硝和在线监测设备完成安装;取缔乡镇

政府燃煤锅炉９台,完成空气源热泵建设;防控

秸秆焚烧.

♦水污染防治　制定«门源县２０１９年度水

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推进海北州生物园区污水

处理厂建设和门源县污水处理厂原位提标改造、

截污纳管项目.强化大通河干支流水环境风险

防控,实施１２０处水源地进行保护区划分和规范

化建设项目,集中整治饮用水水源地存在的环境

问题,颁布实施«门源县饮用水水源保护管理条

例»,建立饮用水源保护长效机制.

♦土壤污染防治　编制«门源县２０１９年度

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推进垃圾热解处理站

建设、垃圾收集转运设备配置等工作;开展全县

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清理整治工作,清理非正规垃

圾堆放点２８处;组织相关企业配合完成重点行

业企业用地调查工作;结合“厕所革命”完成４４

座公厕建设任务,其中山水林田湖草项目３６座,

浩门农场农村环境整治项目８座;督促全县６６

家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包括全县２５家医疗卫生

机构)规范危险废物管理并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转

移电子联单制度;督促规模化养殖场建设环保设

施,规范处置养殖废弃物;督促农牧部门开展农

膜回收;开展北山乡北山根村等３个村农村环境

质量试点监测.

♦乡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　制定«门源县人

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实施高原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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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建设、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等项目,集中开展

环境综合整治,农村生活垃圾收集转运体系逐步

完善.推进“厕所革命”行动,清除卫生死角,改

变农村人居环境面貌.

♦畜禽养殖污染防治　通过搬迁、转产等方

式推动限养、禁养区规模养殖场问题整改,规范

发展和管理乡村养殖业.开展养殖业环境规范

整治行动,２４家规模化养殖场配备环保设施,投

资３３４６万元为限养区２４家养殖场配备粪污处

理设备.修改完善«门源县畜禽规模养殖禁养区

限养区划定方案».开展农业农村面源污染防

治、废弃矿山环境治理、自然保护区检查整改等

专项行动.

♦环境管理　严格执行重点排污单位每月

不少于１次的监督检查,按季度严格执行“双随

机”抽查制度;强化中高考期间噪声隐患源管理,

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完成污水处理厂排污许可

证核发工作,指导督促年内应完成持证的５家排

污企业办理排污许可证,做到持证按量排污.督

促５家射线装置使用单位完成辐射安全许可证

核换和核技术利用监管系统填报.在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绿盾”自然保护区监督检查专项行动查

出问题的整改情况“回头看”的同时,联合相关部

门开展“绿盾２０１９”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管理工

作.开展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工作,督促企业在生

产发展的同时注重生态环境保护.以县政府门

户网站为依托,公开行政处罚和环境质量等政务

信息,公开及更新率 １００％.受理信访案件 ６

起,办结率１００％.环境保护业务专网联通率

９５４９％.开展各项环境监测任务,公开监测信

息,重点排污单位监督性监测结果公布率９５％

以上.督促相关企业完成环境污染责任险续保

工作.加强对建设项目和排污单位的执法检查,

打击各类环境违法行为,遏制环境违法行为多发

态势.检查污染隐患源点２００余处次,出动环境

监察人员６００余人次,立案查处环境违法案件３

起,结案２起,收缴罚款１７５５万元.

♦生态文明建设　从做好垃圾收集转运、水

源地保护、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农膜回

收等方面,引导各乡镇申报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村镇.开展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县域考核工作

考核资料收集和数据报送上传工作,推动生态文

明县创建工作.申报生态文明建设示范村２２

个、生态文明建设示范乡镇４个.开展“６５”世

界环境日宣传活动和水源地保护宣传活动,借助

其他各类宣传活动,创新宣传形式,累计发放环

保小知识、生态文明建设等相关宣传材料５０００

余份,宣传品２０００余份,展出展板５０余次,拉设

标语横幅２０余条.

♦党组织建设　机构改革后新组建县生态

环境局,申报成立党组及党支部,完善议事决策

制度,制定«党组会议议事规则»«局务会议议事

规则»,召开党组会议和全体干部职工会议,明确

职责任务分工,建立健全各项工作管理制度.开

展“一面党员一面旗”“三亮三比三评”“抓学习促

提高”、聆听老党员讲历史故事、接受县委党校老

师教育培训等主题党日活动.深化拓展党支部

规范化建设,开展党支部“堡垒指数”和党员“先

锋指数”考评工作,促进党支部和党员“两个作

用”的发挥.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同

安排、同落实.开展以“我的岗位我负责,我在岗

位请放心”为主题的工作汇报会,把主题教育同

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污染防治、环保督察反馈问

题整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试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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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建设等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解决一批突出

环境问题.

♦廉政建设　制定«２０１９年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要点»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清单»,每次党组会议都强调党风廉政建设的重

要性,通报违法违纪典型案例６起,重要节日召

开提醒警示会议;强化规划计划、资金资产、干部

人事、项目建设、环评审批、环境监测、环境监察

等重点领域的廉政风险防控,盯紧风险点,强化

内控制度建设,降低风险、注重预防,推动县生态

环境局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的落

实;开展“自检自净”活动、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减轻基层负担工作、严肃整治领导干部利用名

贵特产类特殊资源谋取私利问题自查.突出、春

节、端午、五一节假日等重要时段,加大对执行中

央八项规定的检查力度,强化“三公”经费使用、

公车使用、乱发津贴实物等专项监督;落实廉政

制度,签订廉政承诺书.完善廉政约谈机制,增

强全局干部职工的政治意识、服务意识和廉洁自

律意识;开展中央环保督查问题整改、中央巡视

组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第１８督导

组反馈问题整改及省委第二巡视组巡视反馈问

题整改落实.

♦精神文明建设　召开会议分析研究意识

形态领域的形式,解决工作中的存在的实际问

题,辨析思想文化领域突出问题,开展调查研究,

分清主流支流,深化对意识形态工作特点和规律

的认识,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

造性.通过开展广场文化活动、参加国旗与太阳

同升起活动、观看国庆直播聆听总书记讲话、“我

们的节日”系列文化活动,丰富机关精神文明建

设内容.在公民道德宣传周、广场文化宣传月、

“６５”环境日、法制宣传月等宣传活动中传播和

弘扬生活方式绿色化的理念,激发社会持久的环

保热情,累计发放宣传材料２０００余份,宣传品

１０００余份,展出展板２０余次;组织党员干部在

进社区认领微心愿兑现爱心活动、易地扶贫拆

迁、垃圾捡拾等活动中引导广大群众参与志愿服

务活动,营造“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风尚;

开展“蓝天保卫战,我是行动者”的环境日主题活

动,加大环境保护监督执法力度,解决突出环境

问题.

♦法治建设　按照“早发现、早化解、早处

置”的总体要求,开展安全隐患排查调处工作,把

预防化解群众矛盾作为维护稳定的重中之重,贯

穿到维稳工作中.成立“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

导小组,完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机制.结

合重点打击范围明确生态环境领域涉黑涉恶涉

乱的７种表现形式,将涉黑涉恶线索摸排融入日

常环境监察执法、污染源普查、项目建设工作中,

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设置举报信箱、专项执法

检查等方式坚持深挖细查,摸排线索,打击违法

建设、违法排污行为.与全体党员干部职工签订

“不涉黑不涉恶承诺书”１２份.参加“法宣在线”

学习,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结合

执法检查和各类宣传活动开展的环保法律法规

宣教工作,推行行政执法人员以案释法,编印环

保法律法规宣传资料、环保知识宣传手册、制作

宣传展板、保障普法宣传经费.

♦民族团结　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宣传

教育学习工作,参加全县第４２个民族团结进步

宣传月活动,通过设立咨询台、制作宣传品、印发

宣传资料等形式,宣传讲解民族团结法规政策,

营造浓厚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氛围.与气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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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共同开展“党员干部进社区认领微心愿兑现

爱心”活动,向威海“利奇马”台风救灾活动捐款

１６５０元.

(审稿:谢浩成　撰稿:马福珍)

自然资源管理

♦概述 　２０１９ 年,保 持 全 县 耕 地 保 有 量

４０７万公顷,基本农田保护面积３２８万公顷.

供应建设用地４７宗,其中划拨４３宗,面积５８３４

公顷;协议出让１宗,面积为１公顷,金额６２万

元;出 让 ３ 宗,面 积 ２６１０９ 公 顷,成 交 价 为

７４３６２４６万元.建设用地均通过中国土地市场

网公示、公告.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阴田乡大沟口

村草达坂社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建设总规模

４８７４１公顷,投资估算价７６１５万元.１０月开

工建设.根 据 «青 海 省 自 然 资 源 厅 关 于 下 达

２０１９年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出任务的

函»要求,将门源县泉口镇后沟村２０公顷村庄用

地纳入２０１９年跨省域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调出范

围,开展复垦方案的编制和审查工作.

♦土地征收　年内完成扁门高速公路工程、

国道３３８线公路工程、盘坡至热水段改扩建公路

工程、国道３３８线浩克改扩建公路工程及县内城

镇建设及公共服务用地建设的征地及补偿安置

工作,征收土地４４９６７公顷,发放补偿安置费

６０９４万元.

♦第三次国土调查　根据国务院«第三次国

土调查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国土调查于２０１８

年１２月份启动,于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底结束,数据上

报国家“三调”办审核.

♦生态红线评估调整　根据自然资源厅、生

态环境厅关于«关于征求青海省生态保护红线划

定成果意见的函»(青自然资函〔２０１９〕１５４号)文

件要求,在梳理现状和相关规划的基础上针对评

估调整工作任务.在考虑全域旅游、人居环境、

线性工程等的基础上,上报相关调整建议.

♦生态环境治理　对完成恢复整治的４４家

矿山整治资料进行整理,按照一企一档的要求,

建立档案.完成州级验收,上报省级相关部门

销号.

♦砂石料场的设置　全县６处砂石料场石

料储量总计为８９８３万立方米,砂料储量总计

２０２万立方米.门源县苏吉湾前滩建筑用砂矿

完成招拍挂工作,６月１２日完成竞价.

♦不动产统一登记　面对资料不全、权责不

明、超面积建设等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困难,不

动产登记中心本着群众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重

点把解决全县许多小区因诸多历史遗留问题无

法办理不动产证问题摆在首位,结合“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多方咨询、集思广益,一方

面从开发企业手中收集资料,扫描录入,搭建楼

盘,办理不动产登记业务.另一方面通过调研、

座谈、邀请企业开展民主评议等形式,利用大量

时间和人力,把十几年的历史问题全部梳理出

来,形成«关于解决门源县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

中若干历史遗留问题的请示».完成扫描录入房

产信息 ６７８３ 册,土地 ４７５７ 宗,房产数据整合

１４５３８户,建设用地存量数据整合４５００宗,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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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证件６２５７份,其中不动产登记证明３７３２

份,不动产权力证书２５２５份.农村宅基地确权

发证工作,应发宅基地不动产权证书２３４７０本,

完成宅基地确权９４８０宗.

♦重点项目　为确保扁门高速、盘大高速、

３３８线等重点项目开工,与各相关部门、乡镇协

同联系项目部开展土地、林草征占测量、补偿等

工作,解决６处基础垫方料场,在各部门、各乡镇

的共同努力下,３条重点线路顺利开工.

♦国土空间规划编制　年内结合城乡建设、

文化旅游、交通、发改、农牧等规划,启动国土空

间规划编制前期准备工作,成立工作领导小组,

开展前期调研.

♦移民安置　根据青海省移民安置局«关于

大通河石头峡水电站建设征地移民安置竣工验

收细则»要求,年内完成大通河石头峡水电站移

民安置竣工验收县级自查验收工作,根据石头峡

水电站移民安置财务决算专项审计报告,对审计

出现的问题逐条按照相关规定进行整改.石头

峡水电站移民安置工作进入大中型水库移民后

期扶持阶段,根据石头峡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

核定情况,完成后期扶持人口分解落实和后扶直

补资金发放工作.

♦自然资源确权登记试点工作　成立门源

县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制

定«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试点实施方案»,明确

各成员单位的职责.制定«门源县自然资源统一

确权登记试点目标分解表»,明确工作范围、工作

流程,形成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的

局面,推进祁连山自然保护区自然资源统一确权

工作.制定«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试点工作宣

传工作 办 法»,通 过 张 贴 宣 传 横 幅,印 发 宣 传

材料.

♦林业重点项目　全年新建项目１２项完成

总投资６８５２万元.

♦国土绿化造林　制定«门源县２０１９年国

土绿化实施方案»«门源县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

护与修复试点项目植树造林绿化工程实施方案»

和«门源县２０１９年城区绿化实施方案»,完成１２

万公顷国土绿化任务,其中人工造林９８０公顷,

封山育林１万公顷,森林经营１０２０公顷.

♦森林草原资源管护　全年投资５６４９万元

聘用２１７０名森林管护人员和１２４名草原管护员

完成１９４１万公顷天然林、１２５８万公顷国家重

点公益林和４８万公顷草原管护及管护站基础设

施建设任务.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宣传工作,宣传

森林草原法律法规,与各乡镇农牧户、辖区企业、

学校等签订«防火公约»,制作悬挂防火警戒旗,

防火宣传横幅,林区群众防火宣传面１００％.层

层签订防火责任书,强化群众森林草原防火意

识,确保全县林草资源的安全,防火期实现零火

灾.加大辖区林业有害生物的监测力度,全县

２２个固定监测点将３８１１万公顷林地全部纳入

监测范围,监测覆盖率１００％,提升林业有害生

物监测与防控能力,１１月底完成州级目标考核,

取得全州第一的优良成绩.

♦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完成国家公

园(门源片区)范围内资源调查、年度野生动物监

测、“村 两 委 ＋”等 体 制 试 点 工 作,开 展 “绿 卫

２０１９”森林草原联合执法行动等专项执法和巡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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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新建祁连山国家公园范围内管护站５处、

升级改造４处,寺沟、老龙湾、老虎沟等管护站投

入使用.

♦土地矿产卫片执法　２０１９年,发放门源

县季度土地卫片遥感监测图斑１０９个,图斑监测

面积１５３４５公顷,通过现场核查,最终判定违法

图斑１１个,其中涉及特殊用地图斑２个,交通运

输用地图斑７个,设施农用地图斑２个.对１１

个土地违法图斑,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立案查处到位７

宗,４宗土地违法案件不予立案自行纠正违法行

为.根据«２０１９年土地、矿产动态巡查实施方

案»的计划要求,巡查１２３次(包括矿山治理、砂

石料利剑等专项工作),编写巡查台账１００份,在

巡查过程中下达«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１０

份、«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８份,现场制止

并执行拆除非法占地建筑４处.２０１９年,土地

违法案件立案９宗,结案４宗,违法用地总面积

为４３７公顷,其中耕地面积为１３３公顷,收缴

罚款５０７６万元.未立案现场整治拆除违法占

用土地修建的建筑物１３处面积为０８９公顷,全

年无矿产违法案件.２０１９年,土地矿产违法案

件信息系统和卫片执法监督监察系统月报、季度

分析报告、总结按规定时间全部上报完成,１２３３６

国土资源违法微信举报平台连续３年为零举报.

(审稿:苏建忠　撰稿:张海鹏)

扶贫开发

♦概述　２０１５年底,识别出贫困村４４个、

非贫困村６５个,建档立卡贫困户３３１２户１１６００

人,贫困发生率为８５％,主要致贫原因及其占

比为:因病致贫５４５２人,占总贫困人口的４７％;

因残致贫１４２７人,占１２３％;缺劳力致贫１３４６

人,占１１６％;因学致贫９８６人,占８５％;因缺

技术、缺土地、缺资金、自身发展动力不足等原因

致贫２３８９人,占２０６％.深度贫困乡镇２个(泉

口镇、东川镇),深度贫困村１７个,占全县贫困村

的３８６％;建档立卡贫困户１１４６户４２７２人,分

别占全县贫困户、贫困人口的３４６％、３６８％.

脱贫攻坚期间,实现基础数据和需求信息互联互

通,按照“应纳尽纳,应扶尽扶”的原则,对贫困人

口进行动态调整,全县建档立卡户为 ３１７２户

１１１４６人.集中脱贫攻坚期间,通过对贫困村、

贫困户采取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帮

扶措施,２０１８年底完成贫困人口稳定脱贫,４４个

贫困村全部退出,贫困县摘帽通过省州检查验收

和省级第三方评估检查,２０１９年７月初,通过

２０１８年贫困县摘帽国家第三方评估抽查,门源

县经省政府公告退出贫困县序列.２０１９年实现

绝对贫困“清零”目标,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

♦专项扶贫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落实财政专

项扶贫资金５２亿元,县财政每年按不低于上年

预算安排配套资金,助推实施各类扶贫项目.狠

抓到 户 产 业 扶 贫,累 计 投 入 财 政 扶 贫 资 金

６３２６４万元,对２６２７户９８８５名建档立卡人口实

施每人投资６４００元的精准扶贫到户产业发展项

目,扶持建档立卡户发展畜禽繁育、特色种植、商

贸服务、资产收益等扶贫产业,年人均增收１１４１

元.促进乡村旅游扶贫,投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１８００万元,通过招商引资吸纳龙头企业 资 金

６９０６３４万元,行业部门配套１００８万元,撬动金

融贷款２１００万元,打造东川镇鱼儿山、珠固乡高

原桃花园等一批乡村旅游扶贫景区景点,直接带

动建档立卡户５３２户１８８６人、年户均增收１１２８

元,辐射带动景区周边农牧户４０８户、年户均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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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１８万元.发展村集体经济产业,累计投入财

政扶贫资金１５６１０９１万元,实施４４个退出村光

伏扶贫项目和６５个非贫困村村集体经济发展项

目,实现村集体产业项目全覆盖;投入财政专项

扶贫资金２２００万元,在４４个退出贫困村实施互

助资金项目,累计发放互助资金贷款和“５３０”扶

贫小额贷款２６７亿元,解决建档立卡户产业发

展资金需求.投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６６５２万

元,实施涉及１６个村的易地扶贫搬迁项目,累计

搬迁安置５８７户２２１２人,其中建档立卡户１２６

户４６１人,实施搬迁后续产业就业项目,成立由

县党政主要领导任双组长的县易地扶贫搬迁后

续扶持工作领导小组,修订完善«门源县“十三

五”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和就业规划»,达到

“拔穷根、挪穷窝、换穷业”的目标.

♦行业扶贫　完成农牧民住房鉴定工作,投

资１４２亿元,完成５９０２户住房改建,其中建档

立卡 户 ９３８ 户 农 牧 民 危 房 改 造 任 务;投 资

４２０８１４万元,完成１０７个村安全饮水工程;投

资５２４２５万元,对４４个退出贫困村进行新一轮

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农牧民安全用电达标;

投资１１５８８４６万元,改扩建道路４５８４２６公里,

所有行政村通村道路实现通畅通达,农村公路定

额养护带动建档立卡户８８户,年户均增收４０００

元;投资５１５４万元,新建通信基站２５３个,实施

９４个村国家电信普遍服务试点项目,行政村网

络通达率１００％.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落实一般公共

预算教育经费１３７６亿元,发放补助金、资助金

１２１亿元,建档立卡户家庭无因贫辍学现象发

生,退出贫困村幼儿园实现达标.技能培训“两

后生”２０４４名,其中建档立卡户家庭“两后生”

１８７名,实现“两后生”劳动技能培训全覆盖,通

过山东威海异地办学、远程教育等多种方式,促

进城乡教育质量的提升;全县建档立卡户家庭医

生签约,“双签约”和慢病签约实现应覆盖全覆

盖,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大病医疗保险参保率

１００％,县乡医疗机构落实“先住院后结算”和“一

站式”结算服务,全县１４４所村卫生室全部达标.

通过开辟森林资源管护公益性岗位,１３４５名建

档立卡人口实现稳定就业,月工资从１２５０元调

整为１６００元;培训建档立卡劳动力４８９８人次,

转移就业７８９３人次,实现劳务收入３３８２９３万

元;充分发挥社会救助低保兜底作用,把无劳动

能力、无法通过发展产业脱贫的建档立卡户纳入

低保兜底范围,按时发放低保金,保障生活需求.

♦社会扶贫　落实山东威海市、中粮集团援

建资金４４１３８万元,从产业发展、人才交流、技术

培训、民生领域等方面开展帮扶工作,威海市４

市区与门源县１２个乡镇建立对口帮扶机制,为

脱贫攻坚注入新动力;省州县单位和干部职工为

退出贫困村和建档立卡户落实帮扶资金、项目资

金及物资折合１１６亿元;通过政策宣讲、产业对

接、劳务帮扶等措施,促进建档立卡群众脱贫致

富.县内４６家民营企业与４４个退出贫困村、６５

个非 贫 困 村 签 约 结 对 帮 扶,落 实 帮 扶 资 金

１２２８８８万元,帮扶建档立卡人口２４８０３人次.

在“中国社会扶贫网”注册建档立卡户２８６２户、

爱心人士１９２５人,搭建起帮扶需求与社会资源

对接平台,发布资金及物品需求９起,对接成功

７起.

♦“１＋１０”联系模式　印发«关于加强县级

领导服务基层联系群众工作的通知»,对县级领

导联系乡镇、村(社区)、学校、企业、寺院５个基

层联系点和“两代表一委员”、党外非公经济代

表、宗教人士、人才、建档立卡户、建档立卡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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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学生５个直接联系对象进行明确,形成“１＋

１０”联系模式.

♦“三到位”责任制　落实县级领导“联”到

位、部门一把手“帮”到位、村干部及扶贫第一书

记“干”到位的“三到位”责任;强化财税支持、用

地支持、金融支持、人才支持“四方面支持”;整合

集体资源、盘活集体资产、引申优势产业、依托全

域旅游、政府扶持攻坚“五种路径”,形成“三四

五”工作模式.在此基础上,县财政每年安排

２００万元资金,以奖补、贴息、开展技能培训等形

式支持村集体经济发展.２０１９年,全县１０９个

行政村集体经济收入均１０万元以上,收入总额

２２５２６１万元,其中１０万~２０万元的村６７个,

２０万~５０万元的村３９个,５０万~１００万元的村

２个,１００万以上的村１个,实现村集体经济“破

零复壮”目标,开辟农牧民增收的新空间.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对深度贫困地区泉

口镇后沟村、沈家湾村在２０１６年解决“两不愁三

保障”问题,村、户都达到“六项指标”脱贫标准的

基础上,针对两村自然条件恶劣、地质灾害严重、

产业单靠天吃饭、政策性收入脱贫的实际,以及

高额彩礼等陈规陋习破除难、适龄青年成婚难、

脱贫成果巩固难、分散性务工就业增收不稳定、

返贫风险性高等现实问题,顺应两村群众意愿,

投资９４００万元实施两村易地扶贫搬迁项目,推

进基础配套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后续产业就

业,阻断贫困代际传递,长效巩固脱贫成果.

♦电商交易　从２０１６年起县财政每年预算

安排１００万元电子商务发展专项基金,落实电商

专项资金１５００万元,建成县级电子商务中心、１２

个乡镇电子商务服务站、８２个村电商服务点,实

现４４个退出贫困村电商点全覆盖,淘宝旗舰店、

苏宁梦幻海北馆、京东门源特产馆和官方微信

商城建成运营,京东商城、苏宁易购、供销e家等

平台合作,注册“大美青海花海门源”县域公共

品牌,形成“县有平台、乡有网店、村有网货”电商

扶贫新格局,门源县被评为“全国电子商务进农

村示范县”,实现电商线上交易额６２１３万元.

♦落实重大项目　２０１９年,落实财政专项

扶贫资金１４８亿元,实施６大类扶贫项目.产

业发展方面,投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６７４１万元,

集中建成装机１０７兆瓦的光伏扶贫电站一座,

于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４日投产发电,扶持带动４４个

退出贫困村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建档立卡户,发电

１０３０万度,收益７７３万元;投入财政扶贫资金

７００万元,整合社会资金,建设泉口镇腰巴村和

珠固乡东旭村乡村旅游扶贫项目;对全县６５个

非贫困村和深度贫困地区退出贫困村安排财政

扶贫资金５７４０万元,实施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

产生收益３６３万元;投入财政扶贫资金４９５万

元,建成青稞良种基地１００公顷,带动２５户脱贫

户,户均增收１９００元.易地扶贫搬迁项目,投入

财政扶贫资金和危房改造资金５３００万元的泉口

镇后沟村、沈家湾村易地扶贫搬迁项目脱贫户全

部搬迁入住,非贫困户搬迁入住１２户.补短板

项目,投入财政扶贫资金１５３２万元,对村内农户

住房、道路、水利、教育、卫生等方面的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设施短板进行建设.产业贷款贴息

项目,投入财政扶贫资金３９１万元,对８家扶贫

经济组织和２１００户次“５３０”贷款户进行贴息补

助.“雨露计划”大学生补助项目,投入财政扶贫

资金３０１５万元,对５５２名建档立卡户家庭大学

生进行补助.“雨露计划”短期技能培训项目,投

入财政扶贫资金２０万元,整合就业培训资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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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６名建档立卡劳动力进行短期技能培训.

♦整改问题　对各级督查、检查、巡视、巡

察、审计、自查和日常工作中发现的各类问题,逐

条对标整改,打通问题整改“最后一公里”,消除

问题整改盲区,推进扶贫措施落地.特别是根据

中央巡视组脱贫攻坚专项巡视、２０１８年脱贫攻

坚成效考核、第三方评估检查反馈问题,制定«门

源县中央巡视组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反馈问题整

改方案»«门源县中央巡视组脱贫攻坚专项巡视

反馈问题补充完善整改方案»«门源县贫困县退

出第三方评估检查反馈问题整改方案»«门源县

对标青海省２０１８年度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反馈问

题整改方案»«门源县对标２０１９年国务院扶贫开

发领导小组脱贫攻坚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方案»等

１０个整改方案,排查梳理问题１２９条,将各项问

题分解细化,举一反三,明确责任和整改时限,层

层传导压力,推进整改落实.

♦党建促脱贫　把抓党建促脱贫作为各级

党组织书记以及驻村第一书记述职评议考核的

重要内容,推动各级党组织将工作精力投入脱贫

攻坚,把工作实绩向脱贫攻坚转变.推行“党组

织＋合作社＋贫困户”“党组织＋产业项目＋贫

困户”等多种经济发展模式,助力脱贫攻坚.强

化扶贫队伍,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选派７

名优秀机关干部任村党支部书记,加强对扶贫第

一书记和工作队的管理培训,调换第一书记和工

作队员４９名,落实５７个退出贫困村第一书记及

工作队员工作经费１１４万元,并落实相关补助补

贴,使其真蹲实驻、真帮实扶.强化资金监管,对

年度脱贫计划和脱贫结果,通过多种媒体平台和

乡村公开栏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推行村级

财务委托第三方代理记账机制和县直部门大部

制财务会计集中核算机制,对各项惠农资金实行

“一卡通”发放,全流程跟踪监督,确保人员资金

“双安全”.强化监督执纪,把从严治党贯穿脱贫

攻坚工作始终,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

项治理及作风建设年活动,开展扶贫领域专项巡

察和专项监督检查,以及残疾人认定评审专项治

理工作,建立扶贫领域问题线索快查快办机制.

受理扶贫领域问题线索７９件,给予党纪处分３６

人、政务处分７人、诫勉谈话２３人、提醒约谈１３

人、责令辞职４人.

(审稿:杨春旺　撰稿:丁有明)

城乡建设

♦概述　２０１９年,住建领域涉及全省民生

工程的项目有城市棚户区改造１４０２套,老旧小

区综合整治７个小区,农牧民居住条件综合改善

工程６００户,农牧民危旧房改造１４７户,高原美

丽乡村建设１０个,“厕所革命”３４座等工程,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山水林田湖污水处理厂提标及

截污纳管项目,山东援建城中村综合整治项目,

二热源脱硫脱硝改造,易地扶贫搬迁换热站及供

热管网改造,房地产开发项目等.实施项目３３

项,其中续建２０项,新建１３项.开复工２３项,

完工４项,未开工６项,其中解除合同１项.全

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４９５亿元,超额完成１２４６

万元.

♦城乡规划　完成«门源县百里花海省级风

景名胜区总体规划»,门源城区３０公顷绿化造林

工程和门源县城区生态修复及绿化工程建设项

目,编制«门源县“城市双修”总体规划»«门源县

总体城市设计»«门源县市政基础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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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棚户区改造　落实城市棚户区改造

１４０２套,总投资５６亿元.争取国家专项投资

４６６４万元,棚户区专项债券４７亿元,一期专项

债券到位５０００万元.通过新建和货币补助方式

建成安置房１１６６套,分四个小区建设,货币安置

２３６户.制定«门源县２０１９年棚户区(城中村)

改造工作实施方案»«门源县２０１９年棚户区(城

中村)改造房屋及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方案».

安置房建设项目一期工程１８０套安置房完成招

投标.

♦老旧小区综合整治　筛选申报群众改造

意愿高的金浩苑、虹源、梅竹苑、隆德、浩云佳苑、

女中小区、愉悦苑小区的７个老旧小区综合整治

项目,涉及居民８９８户,主要改造小区内的道路、

给排水、采暖、电力等工程,项目总投资１６３８４４

万元,其中居民住户自筹２９１４７万元.改造工

程完成后投入使用.

♦高原美丽乡村建设　２０１９年,门源县高

原美丽乡村总投资为１４４０４７８５万元,其中省级

补助１３００万元、共建协议资金１４０４７８５万元.

安排省、州、县党政机关、事业单位５６个结对共

建高原美丽乡村,其中省直部门４个、州直部门

２０个、县直部门３２个单位.完成新建或改扩建

群众文化广场１１个、新建或改建村级综合服务

中心(党员活动室)５个,实施危房改造１５户、安

装监控设备９套１０２个摄像头.购置垃圾箱、果

皮箱４０个、安装太阳能路灯９４６盏、绿化１５２２０

株、修建观景木质栈道２００米、新建大门１合、安

装铁艺和木质围栏５６６０米、粉饰墙体１６０１２平

方米、河道治理２００米、清理垃圾１９２０方、宣传

栏３５个,修建挡土墙１３７６方.省州下达门源县

危旧房改造任务为１４７户,户均补助２５万元.

♦农牧民居住条件改善工程　２０１９年,省

州下达门源县农牧民居住条件改善工程６００户,

按照青海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推进全省农牧

民居住条件改善工程的实施方案»,编制«门源县

农牧民居住条件改善工程实施方案»,确定北山

乡大泉村２４７户、青石嘴镇红沟村４５２户为试点

村,先行试点建１８户.户补助２万元,其中省级

１５万元,县自筹０５万元.

♦农牧民危旧房改造“清零”　抽调各部门

工作人员组成排查小组,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等四

类重点对象危房改造存量进行实地排查.依据

«农村危险房屋鉴定技术导则(试行)»(建村函

〔２００９〕６９号)制定简明易行的评定办法,组织经

过专业培训的工作人员逐户开展房屋危险性评

定工作.鉴定农牧户房屋２８３４９户,其中一般户

２５００３户、建档立卡贫困户３１９９户.其中 A、B

级２８２０２户,C、D级１４７户.对属于 C级、D级

的１４７户列入危旧房改造范围.印发«关于上报

２０２０年高原美丽乡村建设村及住房存在安全隐

患需解决的通知»(门乡建办字〔２０１９〕１４号),各

乡镇在完成２０１９年危旧房改造任务的基础上开

展疑似危房排查工作,各乡镇上报１７２户疑似危

房,经二次复核,有４０户确定为危房,形成危房

的主要原因是全家人常年在外务工,本村房屋长

期闲置,年久失修所致.对于以上住户,在本村

危房醒 目 位 置 设 立 统 一 标 识 牌,标 明 其 住 房

情况.

♦公共租赁住房清理清查　印发«门源县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开展２０１９年公共租赁住房

清理整治工作的通知»,对全县公共租赁住房开

展以清房租、清违规、清房源为主的“三清”专项

清理整治.按照栋不漏房、房不漏户、户不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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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对公共租赁住房逐户进行核查,发现违规

住房公示４５套.退出的房屋分配给真正需要的

人员,相关分配信息在微信平台、政府门户网站

等进行公示.租金标准统一为每月３元/平方

米,对符合公共租赁住房条件的城镇贫困三无人

员、孤儿、残疾人家庭由县残联、民政把关,出具

证明后免收住房租金,纳入免收残疾人家庭租金

的对象１４９户,免除费用８３８３万元.对卫生系

统１３３套,教育系统２７５套,农村大龄青年８０套

免除租金２６９４万元.收取公共租赁住房租金

全额上缴县财政部门设立的保障性住房保障资

金专 户,实 行 收 支 两 条 线.２０１９ 年 收 取 租 金

５４２４万元.租金收入主要用于保障性住房的

后期维修、运营和管理.使用时按照财经纪律,

根据公共租赁住房维修等实际需求,由住建局向

县财政局进行申请,县财政局工作人员经现场工

程量复核后下拨使用资金,确保租金使用的合理

性和科学性.

♦房地产业　２０１９年全县房地产开发计划

总投资４１亿元,开工６１９万平方米,三季度完

成固定投资３３亿元.门源县在册房地产开发

企业１５家,其中三级资质２家、四级９家、暂定

资质４家.在建房地产开发企业７个,在建项目

有９个,其中新建项目有格林广场、秀水南苑二

期、御馨花都E区二期、荣浩嘉苑二期;续建项目

有御馨花都 A区、D区、龙庭华府、南苑小区、旭

红广场.监管房地产开发项目２４个,监管商品

房预售资金收付４２５０４５万元.全县商品房多

层砖混结构住宅预售均价３６９８元/平方米,多层

电梯框架结构住宅预售均价３９９５元/平方米,小

高层框架结构住宅预售均价４５００元/平方米,商

业预售均价９８００元/平方米.按照«门源县依法

整治房地产行业乱象实施方案»要求成立依法整

治房地产行业乱象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安排

部署此项工作.排查２０１４—２０１９年开发建设的

８家房地产企业２３项房地产开发项目,对排查

的问题,限期进行整改.对历史遗留问题及群众

上访量较多,且未办理产权证的小区,如东城嘉

苑、宝林小区、政府配建保障性住房小区等,协同

自然资源局和税务局根据部门职责从项目前期

五证、房屋竣工验收备案、土地出让金、税收缴纳

情况等核查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协调

逐一解决.

♦物业行业治乱工作　成立物业管理工作

领导小组和物业矛盾纠纷行业调解委员会,配备

２名工作人员,负责辖区物业管理工作.监督物

业管理公司、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依法履行职

责,抓好物管公司日常安全和业主委员会成立、

换届改选、日常运作等关键点,做到“四个规范”,

即规范业主委员会日常工作、成员个人行为、公

共收益财务管理、印章管理.召开全县物业管理

工作会议,宣传政策,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物业

管理工作要点.审查业主委员会成员资格,把关

业主委员会备案手续.处理小区物业投诉,做好

县城内物业服务企业的指导、监督和管理工作,

调处业主与物业服务公司、开发商三方面的纠纷

和矛盾,调处举报案件５６起,接待政策咨询１８０

余人次,处理化解矛盾纠纷３２余起,涉及１６０余

户,调解率９８％以上.东秀水花园小区、锦翠小

区内设立爱心课堂、夕阳红调解室、老年活动室、

爱心书屋、司法宣传长廊等,其中东秀水花园被

评为全省物业示范小区.通过明察暗访的方式

对全县４９个小区管理乱象问题进行曝光,于４

月１９日召开强化物业管理工作专题会议.制定

«门源县物业管理专项整治实施方案»«门源县物

业行业乱象专项整治实施方案»«关于对县城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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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镇餐饮油烟进行整治的通知»等相关文件,在

全县范围内针对物业服务企业星级、物业服务行

为和服务质量、房地产开发企业履行职责等问题

开展专项整治工作.联合县城管大队、社区等相

关部门对小区内未经许可,擅自搭建建筑物、构

筑物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专项治理.

♦工程质量安全　对混凝土、砌体、钢筋等

从是否按图施工、是否符合规范要求等方面进行

检查,对存在的质量通病,要求施工单位进行整

改.安全方面,做好建筑施工安全管理工作.开

展深基坑、高大模板、脚手架、消防、起重机械设

备等专项治理和安全检查工作.施工现场钢管、

扣件检测报告,编制脚手架、模板支撑架施工方

案及严格按施工方案搭设的落实情况;起重机械

设备检测、备案登记及日常的检修养护情况;施

工现场临边、洞口及脚手架搭设、卸料平台等安

全防护措施落实到位情况;安全技术交底及三级

安全教育的落实情况;施工临时用电,燃气企业

主体责任人落实及安全隐患自查排查情况.印

发«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整改通知单»１３份,其

中局部停工整改５项,停工３项,边施工边整改５

项;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９日至９月１６日,对全县房屋

建筑与市政基础设施施工现场开展市场行为、安

全文明施工、危大工程、起重机械等方面的监督

执法检查.检查２０项在建工程,燃气经营企业

２家,其中住宅工程７项,学校工程２项,其他公

共建筑８项,市政工程３项,加气站１家,液化气

站１家.送达停工通知单１２份,整改通知单６

份,提出整改意见６０条.落实建筑工地“６个

１００％”防尘治理措施.做好建筑工地扬尘治理

工作,落实建筑工地“６个１００％”防尘治理措施,

开展扬尘治理专项检查,送达整改通知单４份.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　门源县浩门镇

污水处理厂原位提标改造和截污纳管工程纳入

祁连山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试点

项目,由州政府通过“EPC”总承包的方式实施.

工程总投资１６１０１１万元,主要建设内容为污水

处理厂原位提标改造,污水处理提标工艺采用氧

化沟＋转盘滤池处理工艺,尾水消毒采用次氯酸

钠,新建污水处理厂１５４０立方米前置生化池１

座,１８９立方米转盘滤池１座,２５０平方米加药间

１座,购置低压配电箱２台,低压配电柜２台,照

明配电箱３套,厂区照明灯６盏等建设内容.于

５月２５日开工建设,完成前置生化池、加药间、

转盘滤池框架结构及砖砌体作业.

♦城镇及农村公厕建设　修建城镇及农村

公厕３４座,投资５６４万元.其中城镇公厕１６

座,新建７座,主体工程全部完成;改建９座,其

中３座全部完工;农村公厕１８座,主体工程全部

完成.

♦推进人居环境整治　对门源县城中村环

境卫生及市容市貌集中整治工作责任区划分为

１１个片区.制定«门源县人居环境整治专项行

动».从３月１６日至４月２日,通过摸排、清理,

加大对全县建筑垃圾乱倒乱卸“重灾区”的监管

力度.清理建筑垃圾地块为８１块,清理平整面

积１１２７万平方米,各类机械工作时间６９８余小

时.联合城管、交警、交通等部门在微信平台和

电视台发布公告,县城中心城区及周边规划停车

位,设立社会临时停车场１１处,１１００个车位,保

留及新开放路边停车位９条线路,５００个车位.

争取到山东援建资金３９０万元,对浩门镇城中村

进行综合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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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源脱硫脱硝改造　总投资３５００万元,

主要用于一热源１台１４兆瓦、１台２９兆瓦、１台

４６兆瓦,二热源３台２９兆瓦热水锅炉除尘脱硫

脱硝改造,建设一热源封闭煤渣场４０００平方米

等附属设施.由门源县城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实 施.年 内 完 成 ８５％ 设 备 安 装 工 程 量,

４０％土建工程.实施门源县集中供热换热站及

管网改扩建工程,总投资１１３０６３万元.主要改

扩建一热源L１０号换热站,新建二热源荣浩小区

换热站,一级供热管网３２０米,二级热力管网

１０４０米.１０号换热站于１０月１５日供暖,荣浩

小区换热站于１０月２６日供暖.青石嘴集中供

热项目,如期实现集中供热.

♦行政审批　办理各项业务件１４３件,施工

许可证４４件,其中房屋建筑１７项,安装工程１

项,基础设施２６项,建设工程质量监督４３件,工

程竣工验收备案５７件.

♦集中供热　９月６日,县委、县政府召开

供热工作专题会议,会议研究决定,将门源县集

中供热经营事务(浩门镇、青石嘴镇集中供热)委

托海泰煤业公司经营,经营期限暂定为６个采暖

期,从２０１９年起至２０２５年,根据经营情况,每两

个供暖期(４年)签订一次协议,具体事宜以双方

签订的协议为准.委托后由海泰煤业公司自主

经营,自负盈亏,税收由海泰煤业公司承担,政府

不做任何形式的补贴.海泰煤业有限公司成立

门源良驰供热公司,负责运营浩门镇和青石嘴镇

的集中供热.由县住建、财政、审计、城投公司等

部门完成浩门镇集中供热有限公司的资产盘点

工作.

♦党风和廉政建设　通过远程干部网络教

育培训、学习强国、党建微信、住建公众号、QQ

群搭建学习交流平台.丰富党员的学习生活,凝

聚党心、民心,使党支部更加充满活力.开展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和青海省解放７０周

年活动,增强党员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职责感.

贯彻落实党风廉政责任制.解决好群众反映“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各类资金

使用上,严格按资金用途,审批程序管好、用好.

(审稿:郭金世　撰稿:李明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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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电力邮政通信

交通运输

♦概 述 　 全 年 建 设 项 目 １０ 项,总 投 资

５７３６５２万元,总里程２１６４５公里,完成总投资

３００６万元.其中续建项目４项,总投资４８０９３

万元,建设里程２００７２公里,完成投资２２０８万

元;新建 项 目 ６ 项,其 中 桥 梁 ２ 座,安 保 工 程

１４９８公里、砂路１３２５公里、硬化路整治工程

１２６４公里、易地搬迁扶贫道路３２６６公里,下

达总投资９２７２２万元,完成总投资７９８万元.

♦党的建设　突出党建引领,坚持严字当

头,打造“党建＋四好农村路＋N”品牌,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从严治党责

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意识形态、“四好农村路”

示范县创建、行业扶贫攻坚巩固提升、维护稳定、

法制建设、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等各项工作.

♦公路养护　县域内管养县道９条、省道地

养２条、旅游公路２条,养护总里程４８０４９千

米,投入资金５２２１４万元.在４４个贫困村建档

立卡８８户贫困户中选派至少有一位劳动能力的

家庭作为承包养护对象,承担乡村道路养护任

务;成立１２个乡镇养护管理站.

♦路政管理　出动执法人员９８２人次,执法

车辆２４５台次,清理路障、排查安全隐患、处理污

染公路案件等专项整治行动,多次与青石嘴超限

站、交警、运管等部门联动联警,打击恶意冲卡、

货运车辆超载超限、逆行冲卡、绕行等违法行为.

♦道路运输　全县日均投入客运车辆８６辆

次,安全运送旅客１３５５万人次,火车站公交专

线车辆输送旅客１３万人次;旅游旺季输送旅客

１４７万人次;纠正城乡公交车辆和巡游出租车

不规范经营行为,审验客运车辆１８０辆,４５吨

以上普通货运车辆４０９辆;驾培机构驾驶证培训

合格２４０２人.落实行业放管服政策,缩减机动

车维修等小微企业成本.

♦行业安全　落实中央、省州县关于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决策部署,围绕“两客一危”、公共交

通、工程建设、道路桥梁安全等重点领域,开展安

全隐患治理工作,开展“百吨王”治理、成品油运

输集中整治等行动,打响全省“百吨王”治理“第

一枪”,应对汛期、冰雪天气,保障全县公路、桥涵

畅通.

(审稿:孔庆宏　撰稿:孔繁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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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力

♦概述　完成门源县１０９个行政村、４０８个

自然村电网建设情况摸排,针对收集到的６１条

问题和建议逐一明确解决措施;配合完成青石嘴

１１０千伏西街输变电工程项目前期及施工准备,

取得３３０千伏祁连八宝输变电工程项目可研门

源段核准文件;“十四五”规划围绕浩门变、芸苔

变配出优化和县城网“网格化”供电开展.

♦安全生产　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７０周

年大庆”等重大活动保电;开展线路联络开关合

环工作,减少停电次数;调研报告«基于配网检修

的综合可视化管理平台的应用与实践»荣获省公

司青创赛三等奖,«配网设备排查过程中引入无

人机巡视»成为国网触电防治精益创新成果展示

项目;针对公路建设可能造成电网设备破坏的风

险,携手施工单位开展“电企联赢,共筑安全网”

安全宣讲活动.

♦营销服务 　 建 成 “基 于 泛 在 电 力 物 联

网———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实践”项目,为末端

营配业务融合提供门源样板;电能替代推广成果

显著,年内新发展３６户,接入负荷２６５２千瓦,较

上年度增长１３８９２％;低压业扩项目实施流程

逐步清晰化,遗留问题明确解决措施,群众用电

效率提高.

♦工程建设　政策处理逐步规范化,难度有

所降低,施工环境连年改善,“外部协调、内部管

控”分工协作机制运转良好;强化对施工队伍的

管控、评价,项目整体推进顺利,降低管控风险.

(审稿:范玉良　撰稿:林　琴)

邮　政

♦概述　门源县分公司业务总收入累计完

成５４１１０万元,完成州分公司经营预算５５９９０

万元任务的９６６４％,同比增长４４３％.邮务类

业 务 收 入 累 计 完 成 １１０３５ 万 元,同 比 增 长

－９５２％,邮 务 类 业 务 收 入 占 总 收 入 的

２０３９％.代理金融类收入累计完成３３９５０万,

同比增长０２４％.代理金融类收入占总收入的

６２７４％.包裹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８２１４万

元,同比增长７３６７％;代理速递物流收入占总

收入 的 ９５６％.全 年 完 成 年 计 划 成 本 费 用

８２５６万元的１２８５２％.

♦通信服务质量　２０１９年,门源县分公司

在通信、服务质量方面较好的完成各项指标,没

有发生、发现重大违规操作现象.通信质量指标

考核１２项,完成１２项,稳定提高率１００％.服务

质量 指 标 考 核 ６ 项,完 成 ６ 项,稳 定 提 高

率１００％.

♦邮务类　与旅游局沟通制作辖内景点门

票２０万枚,金额１１３０万元.与武装部合作制

作宣传折页３０００册,金额２０４万元.营销思乡

月饼２９２万元,亲情粽１１６万元,与当地牛羊

肉寄递单位及个人签订寄递协议,寄递当地牛羊

肉和酸奶、本地特产,寄递包裹收入８２１４万元.

♦金融类　以基础客户营销为主,借助网点

开展活动走访新客户,结合州分公司的«金融客

户分层级维护办法»«员工业绩积分考核办法»,

对分公司１万元以上客户主动认领,建立每位员

工客户认领台账,调动员工发展金融业务的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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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主动性.对网点周边的商铺进行扫荡式的

维护,协储９０７５３万元.充分发挥转型网点的

优势,开展理财、保险业务销售,拓展理财产品、

保险产品宣传渠道,转变销售理念,通过大堂引

荐,理财经理推介,提高理财产品销售力度.强

化案防意识,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内控制度

建设,保证金融业务健康发展和储汇资金安全.

组织全体金融从业人员进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员工行为十条禁令”各类规章制度及职责的学

习,做到全员知晓,签订员工知晓书和领导承诺

书,全年未发生金融资金案件.对金融网点从业

人员按照«关于印发青海省邮政代理金融关键岗

位轮换和强制休假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文件

要求进行岗位轮换和强制休假制度.分公司开

展网点各类活动,利用移动展业等工具进行外拓

营销,与当地保险公司合作开展各类保险宣传

工作.

♦安全生产　本着对企业、对员工生命财产

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按照«海北州分公司２０１９

年安全生产工作安排»要求,开展各项安全检查、

专项检查以及消防安全检查工作.严格要求各

网点、班组按规定执行,全年未发生任何安全生

产事故,确保门源县分公司邮政生产经营平稳

发展.

♦精神文明建设　参与州分公司与县政府

举办的文体活动,丰富员工的业余生活,加强员

工的团队意识.按照州分公司和门源县委关于

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规划,开展精神文明创建等

活动,组织党员群众学习政治理论,提高政治觉

悟,定期进行业务知识和服务培训,提高广大员

工的业务水平和思想素质.

(审稿:袁伟德　撰稿:陈宗理)

电　信

♦概述　２０１９年,中国电信门源分公司加

大宽带网络建设投资力度,提升有线宽带网络能

力.在 城 市 地 区 新 增 １００ 兆 以 上 光 纤 用 户

(FTTH),开展宽带大提速活动.

♦４G 网络建设　扩大４G 网络的覆盖范

围,实现４G 网络在县城、４A 级景区、重点乡镇

等地区的覆盖.

♦网上办公建设　实施电子政务提升工程.

以海北州政府门户网站为基础,升级县政府 OA

办公系统,实现固、移办公相结合,提高政府系统

办公效率.

♦市场经营　围绕业务收入和主要发展指

标开展营销、服务和管理工作.

♦业务改革　深化机制改革,明确职权工作

由粗放向精细化转变,承包由重数量向重价值和

重效益、重服务转变,通过划小承包单元的再细

化、服务的再细分,缩小服务范围,缩短服务时

长,贴近用户需求.

♦网络建设　全县１０９个行政村中９８个行

政村覆盖FTTH,其他村通过８００M 网络优化解

决.全县有２１５座无线基站,其中４G基站１８G

７２座、８００M６８座,C网７５座.新开通两个５G

基站,与苏宁易购合作进行５G极速体验宣传活

动.新开通４G基站９个,其中普遍服务６个,自

建３个;有４G基站１７３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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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　加强与联点扶贫村元树村的

沟通联系,多次实地调查、走访,了解帮扶村的实

际困难,送去米、面、油、床单等生活用品和部分

办公用品,折合金额４０００元.借助企业自身优

势,发挥企业“特长”,为贫困户中的２３位孤寡老

人免费安装天翼看家业务.分公司党支部组织

党员及关键岗位领导干部同元树村联合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主题的讲党课党日活动.

(审稿:井含武　撰稿:孙卫国)

移　动

♦概述　２０１９年,门源县移动公司基站累

计建设２６８座,其中４G 基站占比１００％,４G 上

网客户占比７７３％,开展弱覆盖及无覆盖区域

建设,信号覆盖率９５％.实施宽带农村建设,确

保贫困村通信光纤、４G基站网络基本覆盖,为乡

村通信网络服务做好保障工作,打赢脱贫攻坚

战.对光纤宽带和４G 通信网络升级改造和延

伸,提高 农 村 通 信 基 础 网 络 建 设 和 综 合 利 用

水平.

♦推进数字社会　发挥自身的连接服务优

势和产业带动作用,共筑数字化服务新业态,落

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５G、人工智能、物

联网等前沿领域与合作伙伴共同创新,通过通信

能力开放平台,赋能中小企业信息化转型发展,

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建立“１(企业宽带)＋１(融合

网关)＋N(增值服务)”服务体系,为中小级企业

定制质量稳定、性价比高的特色宽带,标准化产

品和行业解决方案,引入硬件、软件服务使合作

伙伴联盟,一站式满足中小微企业信息化服务需

求,发挥自身业务、技术、网络规模优势、聚焦不

同细分领域致力于通过定制化解决方案,将相关

技术应用与行业场景结合,为产业数字化转型升

级提供加速器,在教育、医疗、交通、工业等７个

行业打造数十类应用产品.

♦助力扶贫攻坚　建立扶贫对象档案与扶

贫工作台账,完善“结对帮扶”制定,开展扶贫对

象的帮扶工作,对２１户贫困户５８人,制定年度

脱贫计划帮扶措施,期间多次进行节日慰问、捐

赠物品、政策宣讲,安装家庭宽带,组织扶贫干部

给贫困户讲解互联网应用知识,让贫困户能够从

网络上了解种植、养殖等方面的信息.

♦追求满意服务　致力于网络感知提升,客

户满意度提升,通过各种明、暗访举措,开展满意

度短信评价,提升门源整体通信服务水平,提升

客户感知,从而在通信行业中感到各种政策及服

务的数字化时代幸福感.为提供便捷服务,在面

临房屋的租、水、电等成本增长的同时新增扩展

渠道,旨在为人们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区域发

生地震,启动应急预案,期间按照流程首先进行

人员避险、疏散、集合、清点,针对网络保障成立

应急指挥小组,排查光缆是否中断、中心机房及

基站是否停电,应急发电、光缆抢修、应急通信车

开通３个项目,出动人员３０人、抢险车辆３辆、

应急通信车１辆.先后获得中华全国总工会授

予的“全国模范职工小家称号”、获得青海省妇女

联合会授予的“青海省三八红旗集体”称号、门源

县团委举办的演讲比赛获得二等奖.

(审稿:王占录　撰稿:杨玉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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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通

♦概述　公司以４G 网络 MPLS－VPN 专

线业务、互联网专线接入业务、SDH(数字电路)

业务、创新性的大数据、云计算及系统集成、物联

网等信息化建设经营为主.将“客户满意是我们

第一追 求”的 服 务 理 念 作 为 服 务 工 作 的 基 本

方针.

♦市场规模　２０１９年,聚焦公司业务发展,

提升４G 业务占收比,全年累计发展４G 流量类

产品用户１５０００户,４G 业务收入占收比由年初

５０％提升至８０％,带动移动业务收入整体同比

提升.

♦渠道建设　借助基层营销单元体制机制

改革工作实施,实行店长、渠道经理竞聘,设立厂

商型渠道经理、核心渠道店长派驻制举措.实体

渠道产能同比提升５％,核心渠道提升至２０家,

全县重要渠道１５家.

♦业务发展　２０１９年,各营销单元所跟进

的重要项目中有宾馆IPTV业务项目、政府战略

性项目、行业应用拓展项目、移动集团整体拓展

项目,从项目分类上归纳,政府战略性项目占比

３０％,实现政府项目推进的新突破.农村普遍服

务网络宽带９３个村均实现光纤到户.

♦队伍建设　门源县分公司２０１９年有员工

１３人,其中男性６人,女性７人,公司设市场销

售中心、集团客户中心、客户服务中心、综合财务

中心、网络建设维护中心、员工中大专及以上学

历员工占比为９９％.分公司本着“以人为本”的

原则,对员工的职责进行调整和分工.营业厅、

市场调研、财务、各类报表、后勤、文件收发、安全

保卫、网络测试、网络保障等各个方面实行专人

负责,经理负责全盘工作,以定期召开例会的形

式学习文件,进行研究、交流、总结工作中出现的

问题.

♦网络建设　２０１９年,全县基站２３０个,连

续两年实现全县４G基站倍增.实现全县９３个

村社光纤宽带网络覆盖,行政村宽带光纤覆盖率

８５％.响应市场前端需求,提升网络保障水平.

解决调整基站弱覆盖２５处.开展隐患排查１５

次,发现隐患０处,通过网络优化手段处理网络

故障.

♦培训与监管　借助机制体制改革工作,开

展自有厅店长及社会渠道管理员的竞聘,加强整

体服务培训及项目实施,加强服务意识,提升服

务能力,建立长效监督检查机制、制定服务评优

办法.加以相应的管理制度,提升整体水平.建

立分公司内部培训知识体系,建立“服务巡查”制

度,分公司为提高服务质量工作,激励各渠道以

客户需求及感知为导向开展工作,改善和提升客

户满意度.调整服务模式,实行动态排班.加大

营销与服务的力度,推行差异化服务.建立分公

司例会制度,由总理主持,分公司每月召开服务

分析会,建立分公司内部培训知识体系,形成一

套完整的管理机制来提升培训监管工作.

(审稿:王　磊　撰稿:顾锡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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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税务金融

财　政

♦概述　２０１９年,全县总收入完成１０５５４

万元,同比增长１５％,增收１５８万元.其中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完成１０２０４万元,同比增长１６％,

增收 １５８ 万 元,完 成 年 初 预 算 １００４６ 万 元 的

１０１６％.基金收入完成３５０万元.全县非税收

入累计完成１７６５万元,其中财政部门组织非税

收入１２０８万元,税务部门组织非税收入５５７万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５０３％,占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的比重为１７３％.２０１９年,全县地方总支出

完成２６０２１０万元,同比增长１４％,增支３２０３６万

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累计完成２５１６０３万

元,同比增长１１８％,增支２６５５６万元,政府性基

金预算支出５８２４万元,同比增长１８７３％,增支

３７９７万元,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２７８３万元.

♦财税政策研究　把做大财力总量作为财

政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强收入征管和质量提升.

坚持依法征管,完善收入监控体系,提升财政收

入质量,确保财政收入应收尽收、足额入库.争

取上级财政支持,会同县级相关部门向省厅汇报

衔接,加强协调配合,凝聚工作合力,突出工作实

效,发挥政策优势,围绕全县重点项目,对接上级

部门,增加转移支付补助,缓解财政支出压力.

♦民生投入　把优化支出结构、强化支出管

理、推进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作为财政工作的首

要任务,加大支出优化整合力度,财力十分困难

的情况下,筹集资金,用好增量,盘活存量,集中

财力补齐民生短板.２０１９年,一般公共服务支

出１６８８８万元,公共安全支出５７６９万元,教育支

出４３７５４万元,农林水支出７０２９４万元,促进全

县各项事业稳定发展.推进文化产业、全域旅游

发展,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升旅游服

务质量和管理水平,全年文化体育旅游与传媒支

出８８２３万元.卫生健康支出２４５０１万元,节能

环保支出６２９５万元,城乡社区支出１００２２万元,

住房保障支出２０５１６万元,交通运输支出３６８５

万元,城乡居民卫生健康、道路交通、分配制度、

生态环境、精神文化、物质生活提高,民生福祉不

断增进,为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提供资金保障.完

成总投资１１２４万元的２０１８年一事一议项目续

建及投资４２７万元的２０１９年一事一议财政奖补

项目建设.涉及１２个乡镇２１个村级道路修建、

便民桥、河道治理、文化广场等公益事业建设,极

大地改善农牧区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推进乡村

振兴战略示范试点村建设,全年争取安排壮大村

集体经济７５０万元.确保国家级农牧区污水处

理试点项目、水质监测及乡镇水管站建设配套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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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２５５万元.推进“厕所革命”行动,开工建设不

同标准的厕所１３４４座,县级配套７７３５万元,建

设项目如期完成.发挥制度和治理体系建设的

支撑和引领作用,办好三项重点金融工作,抓好

服务实体经济的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强化政、

银、企合作,破解实体经济融资难问题.处置非

法集资和金融风险,防控非金融领域因素引发金

融风险,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三大攻坚战　根据年度目标任务,加大资

金投入,助力打好三大攻坚战.加强债务风险防

范和债务预警机制,将所有政府性债务纳入预算

管理.开展地方政府违规举债行为自查整改工

作,规范政府性债务管理.锁定政府隐性债务规

模,制定«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化解实施方

案»,按期足额归还到期债务本息.发挥财政资

金整合、引导作用,强化社会资本、捐赠资金和撬

动金融资金形成聚合资金效应,从产业脱贫、基

础设施、教育脱贫、科技扶贫、金融脱贫等方面进

行整合,资金１６３亿元,形成“多个渠道进水、一

个池子蓄水、一个龙头放水”的财政涉农资金扶

贫攻坚投入的格局.落实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

政策措施,下达草原日常管护、天然林保护、节能

减排改造、环境综合治理等资金,改善城乡人居

环境.推进祁连山“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和

修复试点等项目,强化河湖长制工作,保证国土

绿化、城区绿化及人居环境投入.

♦财税体制改革　推进部门预算管理改革,

实施“零基预算”,安排部门支出预算,细化编制;

执行国库集中支付,提高年初预算到位率,加强

项目库建设和管理,所有项目都纳入项目库管

理,实行全周期滚动管理.列入预算安排的项目

从项目库中选取,未纳入项目库的一律不安排预

算.履行财政存量资金清理盘活的主体责任,开

展存量资金“清零”行动,除有特殊规定的资金

外,将存量资金全部分类收回.控制预算追加事

项,压缩一般性支出,确保全县“三公”经费支出

逐年下降.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根据青海省行政

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办法的要求,报送国有资产

综合报告和金融企业国有资产专项报告.全年

处置、划转各类国有资产１０８７５７１万元,处置残

值收益２８４万元,收益全部上缴国库.规范运

行村级财务第三方代理记账机制,推进大部制会

计集中核算工作,促进财务管理制度化、规范化、

透明化,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财政管理监督　设置项目绩效目标,加强

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优化支出预算.委托会计师

事务所对２０１９年部门预算及上级专项进行第三

方重点绩效考评,项目８２项、涉及金额９８０４万

元.对全县政府预算和部门预算报告及相关报

表进行公开,实施财政监督.开展会计监督、预

决算公开等检查及“小金库”专项治理,坚持依法

依规定性处理,纠正和撤销部分不符合规定的账

户,严禁预算单位进行同户名转账,完善“收支两

条线”管理制度.监督政府投资项目实施过程,

把握评审重点,狠抓评审质量,到施工现场了解、

督查项目工程进度、监督工程变更和隐蔽工程签

证,加大主材价格市场调查力度,从源头上节约

财政资金,提高财政资金投资效益.完成审核项

目３５５项,报审额４０６亿元,审定额３５５亿元,

核减率１３％.强化集中采购力度,突出“公开、

规范、合理”宗旨,推进政府采购工作,大宗采购

实行专家评审制度,公开招标、规范采购.成立

政府采购特邀监察员队伍,推进治理政府采购领

域商业贿赂工作,培育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机

制和市场环境,强化服务意识,诚信意识,发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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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使用效果.完成采购项目１２６件,预算采购

资金１２５７０４１万元,实际采购资金１２１１２７８万

元,节约资金４５７６３万元,节约率３６４％.其中

委托代理机构采购项目１２５件,预算采购金额

１３９３９７１万元,实际中标采购金额１３４１２４３万

元,节约资金５２７２８万元,节约率３７８％.政府

采购中心采购项目４３件,预算采购金额８２２３９

万元,实际采购金额７８０６９万元,节约资金４１７

万元,节约率５０７％.落实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意见,清理规范重点支出挂钩机制,控制预算追

加事项,压缩一般性支出,全县“三公经费”支出

较上年下降.根据青海省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管理办法,报送国有资产综合报告和金融企业国

有资产专项报告.巩固提升惠农资金“一卡通”

发放成果,确保惠农补贴的规范运行、阳光操作.

提升全县财务人员政治素质和业务技能,创新培

训形式,提升培训效果.开展主题教育对全县行

政事业单位财务人员进行集中培训,提升财务人

员业务素质和依法理财的能力.

(审稿:陈玉正　撰稿:马　祥)

税　务

♦概述　２０１９年,税收减免３０２４７９万元,

其中２０１９年新出台的减税政策减征１５９０３７万

元,２０１８年到期后在２０１９年延续的减税政策减

征３１１６万元,２０１８年减税政策在２０１９年的翘

尾减税政策减征１４０３２６万元,养老保险等社保

费降费１５３５７１万元.组织各项税费收入４９３

亿元,其中各项税收收入２３６亿元,完成调整后

任务(２２７亿元)的１０３９６％,同比增长０８５％,

组织非税收入、规费收入２５７亿元.拓宽重点

税源企业监控范围,完善分税种、分企业、分行

业、分地区微观税源监测体系,对所有重点企业

开展税收资料调查工作.推进多方数据共享工

作,系统整理税收征管、增值税发票、企业所得税

汇算清缴及第三方数据,建立适应不同分析主题

的数据集.落实退税执行工作,在大厅开辟减税

降费退税办理绿色通道,确保“应退尽退”.排除

困难加 强 房 产 税 征 缴 工 作,征 收 个 体 房 产 税

３３９３余万元.清理欠税２１２万元.完成６４３户

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落实汇算清缴各类减免税

额８３４３万元.加强税收风险应对,应对任务共

２８批次、３０９户,入库税款５２１６１万元、入库滞

纳金１９６７３万元、入库罚款２８３万元、增值税

抵减留抵税额１２２０万元、企业所得税调整应纳

税额１９７万元,打好风险应对翻身仗.按时完

成旧版发票的缴销和新版发票的发放工作.落

实社保费减率政策,调动各方力量,建立社保费

和非税收入征管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开展基础数

据、征缴方式、征缴手段调查,举办行政事业单位

会计、办税人员社保费业务知识和系统操作培

训,推出预约服务、上门服务和延时服务,确保社

保征收职能划转平稳、交接顺利、收入稳定.

♦纳税服务　落实“放管服”改革,大幅精简

４２％的办税资料,实现１５４个事项最多跑一次,

取消两项审批,推行新办纳税人“套餐式”服务,

把多次填表、多个流程,多次跑路转化为电子税

务局“一键申请”、办税服务厅“一窗出件”,改税

务注销为清税申报,推行“免办”“即办”“承诺

办”;在推行免填单、微信支付、预约服务、一次性

告知、绿色通道等多种便民措施的同时,结合工

作实际推出电子办税体验区、自助办税终端、手

机 APP和不见面服务邮政 EMS发票配送等服

务,辖区 内 纳 税 人 和 缴 费 人 网 上 自 主 申 报 率

９９％.发票领购不见面服务７５％,９８％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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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新办纳税人套餐办理纳税人开户、实名认

证、财务制度备案、三方协议签订和票种核定等

业务.全年开展纳税人培训１７期,８７５人,开展

内部人员培训２４期、６８３人,开展５次大规模减

税降费宣传活动,涉及全县３０００多户纳税人,通

过邮局对６１１户企业送去减税降费专刊.推出

“企业注销办税须知”.对工会基金、残保金、社

保金等非税收入业务进行容缺办理.重新规划

办税大厅,更新投入电子税务局体验电脑１０台,

各类职能窗口、功能区一应俱全;投入１０余万元

建成３处自助办税场所、在县政务大厅设立社保

费审核窗口１处,纳税人通过服务大厅、青石嘴

大厅、社保费审核窗口三处场所办理涉税(费)业

务,办理领用发票、申报认证等业务.评定 A 级

纳税人８户、B级纳税人１６６户、M 级纳税人２１９

户、C级纳税人４８９户、D级纳税人３０户.

♦税收法治　召开推行“三项制度”部署会,

运用“网上＋网下”进行多渠道宣传与培训,签订

“三项制度”任务清单认领书,建立税收执法事

前、事中和事后公示机制,公示具有执法资格人

员情况８６人,进行事后公开行政许可事项１６３

户次,一般行政处罚３０１户次,公示比例１００％,

提升执法透明度.建立执法记录仪领用登记、资

料归档保存、音像资料使用等工作制度,配备执

法记录仪９台,建设约谈室１个,采集各类执法

音像记录信息１３条.全年受理办结税务行政审

批１６３项,为符合条件的纳税人办理行政许可事

项.受理办结税务行政处罚３０１项,其中一般处

罚１９６项(不予处罚４８项),简易处罚１０５项.

通过宪法专题政治理论学习,运用法宣在线和学

习强国 App等多种方式,加大干部宪法法律学

习培训力度,２０１９年,学习积分累计４０４７９５分,

平均学习积分４５９９９４分,所有人员均取得考试

资格,考试合格.接收省税务局推送税收执法类

疑点 ７ 批 次,疑 点 数 据 ２２５ 条,违 规 金 额

４６８９６５１８元,涉及整改９８项,整改８９项,整改

率９１％.未整改５项,整改金额４４９５７６９８元,

未整改金额３２０２３５４元.加强“扫黑除恶”工作

资料归集、宣传报道、台账建立及总结报告,开展

部分企业涉嫌接受虚开增值税发票的协查、成品

油专项整治工作,强化涉税问题线索的调查核实

和处理.

♦队伍建设　执行干部人事纪律,坚持正确

选人用人导向,突出政治标准,做到人岗相宜,经

德、能、勤、绩、廉等方面综合考量和三次全体干

部公开匿名投票,选拔任用股级干部１４名,同时

调整各类岗位人员２０余人次,调剂和优化各部

门岗位人员,更好推进“四合”.聚焦原国税地税

业务融合互补,利用春训、集中培训、自学等方

式,对减税降费、个税改革、金税３期并库、社保

费、三项制度等内容开展培训２４期６８３人次,在

“岗位大练兵、业务大比武”中获得良好成绩,获

得专业骨干称号１０名,岗位能手称号１４名.县

税务局荣获“青海省文明单位标兵”称号,办税服

务厅获得“青海高原文明号”,５名个人获得省部

级青海好税官、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公平公

开开展工作人员年度考核.落实谈心谈话制度,

了解干部职工思想动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中的

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结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７０周年系列活动,开展歌咏比赛、演讲赛

等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促进干部队伍深度融

合.落实好职务职级并行、医保兜底、职工体检

等政策,开展走访慰问、大病救助帮扶活动,按照

制度兑现干部职工福利待遇,提高干部职工的获

得感、幸福感.从细微处关爱干部,更新安装办

公楼工作生活设施.为基层税务分局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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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乡镇工作岗位补贴.

♦从严治党　充分发挥纪检监察和内控平

台监督作用,强化对执法、财务、人事等关键岗位

和重点环节的梳理,形成覆盖全局各重点岗位和

关键环节的廉政风险防控管理体系,从机制上、

制度上、源头上防治腐败.开展领导干部利用名

贵特产类特殊资源谋取私利问题集中整治、办公

用房超标自查整改、对标“灯下黑”自查整改等专

项集中整治工作,坚持高度重视、实事求是,精准

施治,稳妥有序抓好整治工作.坚持用好监督执

纪“四种形态”,特别是第一种形态,使干部时时

处处感受到纪律的严格约束,加大明察暗访力

度,查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严厉打击税

务干部涉黑涉恶行为,开展明察暗访５次,走访

纳税人１１０次.护航减税降费政策得到落实.

联合县纪委对辖区内４７户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

纳税人进行减税降费监督检查,未发生一起违规

行为.开展干部工作纪律督查检查,抽查上下班

考勤、工作纪律和着装情况,开展“八小时之外”

监督.

♦效能建设　坚持绩效管理与数字人事双

轮驱动,充分发挥绩效管理抓班子、带队伍,多次

优化完善新版绩效规则和指标,围绕纳税服务、

减税降费、税收执法等重点工作开展考评,在

２０１９年度全州税务系统绩效考评中取得第一段

的好成绩.落实“工作清单制、联络沟通制、督办

提醒制”等管理机制,实现干部队伍自我管理能

力的提升.公文发文数量减少２０％,各类会议

数量减少６６％.

(审稿:沙生林　撰稿:祁红林)

人民银行门源支行

♦概述　２０１９年,以“稳增长、防风险、重落

实、抓调研”为着力点,全面提升金融服务和管理

水平.发放“两权”抵押贷款４４９笔,累计发放金

额为５６４９５万元,余额为４７３８３５万元,同比增长

１０８１２％,未发生不良贷款,其中用于农业生产的

贷款占１００％,缓解门源县“三农”融资难的问题.

♦落实金融扶贫政策　推动贫困地区发展

特色产业和贫困人口创业就业,促进贫困地区人

口脱贫致富.向门源、祁连县新发放扶贫再贷款

８笔３６亿元,收回扶贫再贷款５笔２３亿元,展

期扶贫再贷款１５笔６２亿元.发放支小再贷款

１笔４０００万元,展期支小再贷款１笔９００万元.

年底再贷款余额９亿元,其中门源农商行再贷款

余额５３亿元,祁连农商行再贷款余额３７亿

元.开展央行资金政策效果评估,根据央行资金

政策效果评估的主要标准、方式方法等,按季对

借用再贷款的金融机构实施扶贫、支小再贷款等

央行资金效果的评估.推动“金惠工程”项目可

持续开展,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提升国民金

融素养,根据西宁中支要求,按时完成“金惠工

程”评估验收,完成自评和预检工作.根据省级

第三方及中央巡视组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反馈问

题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文件要求,结合

县情实际查摆金融领域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和薄弱环节,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按

时上报整改方案和销号报告.

♦金融服务　５~９月,分四次下调服务县

域的农村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自四次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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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门源农商行、祁连农商行均执行６５％的存

款准备金率,降准释放资金分别为６３７０万元、

３４７６万元,全部运用于支持小微、民营企业及个

体工商户贷款,且两家行加权平均利率分别为

５９６％、６３２％.截至１１月末,门源县小微企业

贷款余额 ６７５亿元,占贷款总额的 ３１５９％,

２０１９年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６６７％,较２０１８

年下降０３１个百分点.

♦金融风险监测　对门源农商行、门源大通

村镇银行开展央行评级及稳健性指标现场评估

工作.加大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同业业务风险、

表外业务风险、票据业务风险等各类业务风险的

监测分析,对风险监测中发现的风险点上报上级

行,对个别金融机构发放风险提示书,加强风险

提示.关注门源县保险业风险、地方融资平台风

险、非法集资等非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加大监

测力度,分析潜在的风险隐患.

♦金融机构风险预警提示　做好门源县两

家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流动性风险周监测.关注

各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情况,门源农商行清收不良

贷款１６３６万元.组织门源县两家地方法人金融

机构开展２０１９年流动性风险压力测试工作,通

过测试结果充分掌握两家金融机构的风险状况

和风险抵御能力.对门源县辖内６家银行业金

融机构开展综合评价工作,评估内容包括货币信

贷、金融稳定、支付结算等１４项业务,最终评出

A类机构 １ 家,“B＋”类机构 ３ 家,B 类机构

１家.

♦存款保险系统试运行　完成２０１９年门源

县两家投保机构保费费率核定工作,在审核投保

机构保费缴纳基数和各类监测指标的基础上,完

成两家投保机构保费收缴工作.对开业满一年的

门源大通村镇银行开展存款保险现场核查工作,

对其数据的真实性、风险的可控情况、信息系统的

建设情况进行了解和评价.组织门源县两家投保

机构实行系统运行情况周报制度,顺利完成系统

上线运行,实现线上存款保险报表收集工作.

♦央行监管　做好反洗钱非现场监管工作,

对辖区６家金融机构开展现场走访,开展形式多

样的反洗钱宣传活动.１０月,联合辖区公安、税

务机构开展“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防范

和打击黑恶势力洗钱犯罪”宣传.做好国库收支

统计分析工作,不断规范国库统计分析程序.关

注经济形势变化特点,完成预算收入４６１２６笔

４４亿元,预算支出１４６６５笔２１亿元.提升国库

资金电 子 化 入 库 工 作,实 现 电 子 化 税 票 入 库

９０％以上,促进国库业务管理的规范化和高效化

水平.支行办理小微企业退税６９８笔２０１１７８４３

元,退库１０６９笔１９０７万元,其中实现电子退库

７１笔０４万元,更正１５２笔,金额２６３３万元.加

强与财政部门的协商,加强国库直接支付的范

围,通过国库直接支付业务向门源地区村干部、

护林员发放工资１１５７笔１５５万元.优化储蓄国

债管理,提高便民服务质量,将国债知识宣传触

角延伸到最基层,１１月末,门源各国债承销机构

共销售国债３５笔３４９８２万元.发挥反假货币

示范站的作用,截至１１月末,全辖收缴假币２０１

张,金额１８７１０元.１２月,支行在２０１９年青海辖

区发行库管理“培训、练兵、演练”活动中,荣获理

论团体第二名、理论个人第一名、实操第三名的

荣誉.保证辖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合理的现

金需求,履行货币发行职责,投放现金４９６亿

元,回笼现金２２２亿元,确保各种类纪念钞、币

顺利兑换.贯彻落实国家“支农、惠农”政策,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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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农牧区支付服务环境,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对

门源农行、祁连农行、祁连建行新增３２个惠农服

务点进行审核和批复.

♦金融统计调查分析　印发统计制度,组织

门源农商行与门源大通村镇银行两家地方法人

金融机构集中学习２０１９年金融统计制度;在不

同行业、不同规模及不同类型的企业中筛选生产

性服务性企业１家、小微企业５家作为调查样

本,对１家工业企业进行样本替换工作,在做好

与调查企业、金融机构及当地政府沟通工作的前

提之下,加强对经济金融总体运行趋势、工业企

业景气、小微企业融资情况等方面的调查和分

析,完善县域金融基础数据库,拓宽金融分析的

覆盖面,提高经济金融分析水平,向上级行决策

提供参考.

♦金融机构绿色信贷　对地方法人金融机

构开展绿色信贷业绩评估工作,实时了解各金融

机构绿色贷款发放情况,督促各金融机构不断推

进绿色领域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从其信

贷系统全流程标识情况、绿色信贷制度建设情

况、绿色信贷绩效考核情况三方面现场了解新设

机构门源大通村镇银行绿色信贷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具体情况督促门源大通村镇银行对西宁中

支提交绿色贷款专项统计报数申请.

♦信用社会　根据人行西宁中支、省教育厅

转发的«做好全省诚信文化教育工作的通知»,与

县教育局、县发改局对接,在县三中开展诚信文

化教育基地启动仪式,确保“青少年诚信教育基

地”建设取得实效.组织辖内７家金融机构,召

开关于农牧区信用户、村、乡(镇)及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信共用评定工作推进会,在推进信用户、

村、乡(镇)评定的基础上,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的信用评定,做到以点带面,稳步推进,注重实

效,充分发挥信用评定示范作用.截至１１月末,

全县有３１０６９户农牧户,其中建立信用档案农牧

户２０３４０户,评定信用农牧户２０３４０户,评定率为

６５４７％.全县１０９个行政村,评定为信用村５０

个,占行政村总数的４５８７％;１２个乡(镇)中评定

信用乡(镇)３个,占乡(镇)总数的２５％.提供企

业、个人查询信用报告服务.截至１１月末,全县

个人信用报告查询１６５４７笔,较去年同期增加

１３５２２笔,增长４４７％.企业信用报告查询１１０笔,

国家机关查询信用报告５笔,个人信用报告收费

查询２８６笔,不存在违规查询信用报告情况.

♦金融知识宣传　利用“３１５”金融消费者

权益保护日、“金融知识普及月”等宣传活动,推

进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在提高金融消费者

责任意识和风险意识的同时,增强辖区金融机构

主动化解金融纠纷的能力,对建立健全消费者权

益保护工作长效机制起到推进作用.转换宣传

视角,调整宣传内容,整合宣传资源,选准宣传对

象,创新宣传方式,利用网络和微信开展支付结

算(云闪付)宣传,跟出租车、公交车公司加强沟

通协调,在门源和祁连辖区２００辆出租车 LED

屏和７０辆公交车上播放支付系统宣传内容.开

展２０１９年消费者金融素养问卷调查.按照总行

新要求,做好辖区消费者金融素养问卷调查的实

施与数据报送工作,控制问卷调查质量,保证调

查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开展素养问卷调查数

据分析研究,把握当地消费者金融素养薄弱环

节,提高金融教育的有效性与针对性.

♦金融法治　落实«人民银行法治央行建设

实施方案(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人民银行青海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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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央行建设实施方案»,对照法治央行建设实

施方案,查找不足,梳理短板和问题,加强组织协

调和督促落实,确保如期完成法治央行建设各项

任务.利用“６１４”“１２４”国家宪法日暨“宪法

宣传周”等宣传活动,推动社会公众掌握、遵守和

运用金融法律法规.加强岗位培训和能力培养.

落实“一岗双责”,贯彻执行«中国人民银行正风

肃纪十条禁令»,通过现场和远程培训、业务指导

把关等方式,提升法律干部专业能力和素质.

♦安保工作　对保卫人员进行内控制度、监

控操作、计算机、枪支操作和使用培训,开展安全

保卫业务“大起底、大排查、大整改”自查自纠工

作,对近两年保卫各项工作进行梳理.加强安全

防范水平,提高安全系数.贯彻从安全出发、从

实际出发的原则,制定科学合理的安全设施建设

计划,区别轻重缓急,分步实施,不断加强和改进

安全设施建设,提高物防和技防水平,发行库区

安装车辆识别系统,生物识别系统,确保支行重

点部位的安全.严格落实日常安全守卫值班工

作,提高防控能力.加强枪支弹药管理,严格执

行４人同时在场平行交接班制度和枪弹管理制

度,做到枪弹分存,钥匙互相交叉保管.严格支

行消防管理,增设４处微型消防站,对支行灭火

器材进行检查,制定消防预案多次演练,提高支

行消防安全系数.

♦科技工作　加强对支行计算机的日常维

护与计算机病毒的防范,规范中心机房建设,执

行计算机内、外联网的相关制度,每日查看机房

温度、湿度以及 UPS负载情况,登录数据中心运

维管理平台做好每日机房日常巡检记录,确保信

息系统安全.开展科技机房电力突发事件、网络

应急演练,配合会计国库股到大通县支行开展中

央银行会计核算集中系统跨网点应急演练,提高

应对突发危机事件的处置能力.增加 UPS,提

供电力保障.支行在１１月末购买一台２０K 的

UPS,配备４８节电池用于保障停电时支行的各

项日常业务,能保证５~６小时的电力供应.

♦内控制度　组织相关工作人员学习 ACS

业务知识和操作规范,开展支付结算知识讲座,提

升中央银行会计核算系统业务质量,达到业务处

理水平和标准,业务准确率得到提高,第一季度业

务成功率９８１６％,第二季度业务成功率１００％,

第三季度业务成功率为９９１７％.１０月,联合大

通县支行开展 ACS系统跨网点应急处置演练,组

织祁连、门源辖区９家商业银行围绕支付清算知

识开展支付系统知识竞赛,将标准化深入到工作

的各个环节中,做实、做细支付结算工作.

♦信息工作　调动重点课题调研组、青年课

题调研组、调研骨干的中坚力量,形成浓厚的调

查研究氛围,做好信息组织与编发、信息管理与

服务工作.全年上报信息简报４４篇,信息专报

１８篇,其中«门源油 满地流»和«“解渴”农村小

微企业»被金融时报采用,«海北州门源县“金惠

工程”试点成效初显»被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

支行微信公众号采用.配合中支完成编译信息

３篇,其中２篇被西安分行采用.

♦综合服务　做好党组会议、行长办公会议

等重要会议的服务,协助党组班子抓好重大决策

和重要工作部署的贯彻落实.全年召开党组会

议２０次,行长办公会９次,研究５８项议题.加

强与地方政府及金融机构的沟通联系.做好地

方政府部署交办的各项事务,对全辖金融系统通

讯录进行重新整理,便于沟通联络.１０ 月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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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支行配合县政协对门源县金融支持地方发展

工作情况开展调研,了解辖区金融机构支持地方

经济发展情况.控制各项费用指标,确保支行各

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根据上级行集中采购绩效

评价办法和财务管理办法,健全完善后勤服务制

度和措施规范程序和管理.加大对基本建设、公

务用车的管理.“低碳行动 保卫蓝天”为主题的

节能减排宣传周活动.加强春节、“两会”等重要

时段和突发事件处置期间的应急值守工作,完善

支行应急管理工作,对支行应急预案进行修订完

善和汇编整理,推进开展各类应急演练工作.

♦教育培训　坚持从实际出发,落实工作任

务,细化工作措施,加强组织监督、制度监督和群

众监督,坚 持 党 管 干 部,做 到 精 准 科 学 用 人.

２０１９年,支行对１名科员进行跨部门交流,配合

中支党委完成１名副行长试用期满考核、１名新

行员实习期满、２名聘用制员工聘用期满的考核

和续聘工作.做好财务、劳资等各类指标的核算

工作,７月,财务管理模块 AIIS顺利上线,稳定

运行,提高财务管理精细化水平.针对上级行的

相关审计和辅导检查,进行分析,查找原因,制定

措施,建立台账,逐条核实问题整改情况,严格按

“整改一条、销号一条”,对存在的问题进行逐条

整改,做好整改工作.加强干部教育培训,制定

干部培训计划,结合支行实际,分层次有重点地

开展业务知识培训,学习２０１９年全国“两会”精

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

组织干部职工到厦门、昆明、大兴安岭等地参加

金融干部综合能力提升培训、反洗钱培训、“一个

人两座城”交流等活动.全年组织各类培训、讲

座１１次,参加培训人员９８０人次;参加上级行举

办的各类培训２０余人次.

(审稿:龙涌　撰稿:时慧)

农业银行门源支行

♦概述　到１２月末,农行门源支行各项存

款余额８６１９９万元,比年初减少４１９４万元,其中

对公存款较年初增加２１２２万元,个人存款较年

初减少４１８２万元.各项贷款余额４６１３１万元,

较年初增加６１１０万元.投放各类贷款１７３００万

元,其中个人贷款９５００万元,法人贷款２８００万

元,票据贴现５０００万元;存贷比为５３５２％,中间

业务收入２１０万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２６７１万

元,实现拨备后利润７１３万元.

♦经营目标责任制　年初召开有关会议专

题研究制定经营目标责任制考核办法,将各项经

营指标分解下达各网点,按月考核兑现,做到早

安排,早动手,早落实.在制定考核办法时加大

奖励激励机制.结合本地区农牧业发展特点,农

行班子成员树立服务“三农”的思想,为“三农”客

户提供高效优质的金融服务,在风险可控的前提

下,支持农牧民发展种、养、加等项目,加大对具

有带动和辐射作用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信

贷支持力度.把改善业务经营环境,加强内部管

理,提升农行社会形象和效益作为工作的重点,

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班子分工

明确,各负其责.

♦内控合规管理　坚持以人为本的经营管

理理念,农行班子成员人人在工作中严于律己,

从严治行,严格执行国家的各项金融方针政策及

银行的各项规章制度,自觉维护农行的利益和自

身形象,发挥自律监管的作用,从源头上遏制案

件事故的发生.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人,承担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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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责任人责任,落实银保监会“四项制度”,做

好员工行为排查工作,关心爱护员工,经常以党

课和会议形式进行依法合规经营的教育,以反面

典型案例警示教育人,以模范先进人物事迹鼓舞

激励人.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杜绝采取

不正当的手段谋取收益,防止道德风险和操作风

险事件的发生.从自身做起,从细小事节抓起,

加强劳动纪律,加强员工优质文明服务的培训和

教育,提升农行的社会形象和声誉,提高员工敬

业爱岗,职业操守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增强紧迫

感,责任感和危机感.经常到基层进行检查,对

发现违规的人和事,坚持以教育为主,使他们有

一个改正认识错误的机会,对少数屡查屡犯的决

不姑息迁就,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确保

各项业务依法合规稳健经营.

♦廉洁自律　坚持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

谋,情为民所系,自觉遵守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

各项规定.班子每一位成员都坚持以身作则,树

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带头自觉反对铺

张浪费和大手大脚;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不

正之风,坚持勤俭办行的思想;在费用开支,接待

方面一切本着勤俭节约的思想,在大额费用开支

上严格财务制度,班子召开会议集体研究,充分

发扬民主,不搞一言堂;没有以权谋私,吃、拿、

卡、要的现象;时刻警钟长鸣,培养高尚的情操和

健康的情趣,勤勉尽职,努力工作;时时处处关心

职工的生活及困难,坚持以人为本,对困难职工

给予困难补助并进行慰问,对生病住院的职工带

头看望,对子女考入大学的员工进行精神和物质

奖励,推动心齐气顺,风正劲足的工作局面.

♦理论业务学习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农总行“２８条”措施和分行“２５条”实施细则,

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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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学习常态化制度化,不断

增强党性,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质和管理水平.在

学习中结合本行业务发展的实际,与班子成员、

大家一起共同研究协商农行发展大计,把理论学

习和业务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摸索和找出业务

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从而理清工作思路,

寻找出差距.带头维护班子团结、贯彻执行上级

行的各项方针政策,做到敢于、勇于承担责任,发

挥和调动班子成员的工作性.耐心听取、接受班

子成员及群众的意见建议,凡事与大家商量,充

分发扬民主、不搞独断专行,在处理事务当中力

求做到公正、公平、公开,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

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把自己的一切工作融入群

众的监督之下,培养自己具有诚信、严格、规范、

谨慎、负责的品格.

(审稿:祁海宁　撰稿:王琰)

农发行门源支行

♦概述　到１２月末,农发行门源支行各项

贷款余额３５０６１８１万元,较年初减少８８５００５

万元,减幅２０１５％,累计发放１５１５８０万元,收

回１０３６５８５万元.各项存款余额为３３８５９６万

元,较年初减少４４２６８８万元,减幅５６６６％.各

项收入１９９００４万元,各项支出２０５７６３万元,

利润为－６７５９万元.

♦助力脱贫攻坚　农发行坚持创新业务模

式,拓展发展思路,开展区域调查研究,推进以

“土地增减挂收入”作为还款来源模式,根据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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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进度做好青海浩门农场７０００万元农业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及４０００万元棚户区改造项目贷款

投放工作,２０１９年,累计向企业投放贷款１３５６

万元,其中扶贫贷款５０３万元.为贯彻落实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和

«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等文

件精神,更好地履行农发行政策性金融职能,通

过扶贫批发贷款方式,与门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沟通,达成７９００万元扶贫批复贷款合

作意向,该笔贷款于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审批.根据企

业轮换计划,农发行于２０１９年３月份向门源县

粮油购销公司发放市级储备粮贷款１３０万元,用

于企业收购粮食;根据«门源县政府关于下达县

级储备规模的通知»,农发行与地方政府部门沟

通,上报县级储备粮贷款相关资料,向门源县粮

油购销公司发放县级储备粮贷款１００万元,用于

企业储备面粉、大米.

♦支持小微企业　支行与地方政府对接,了

解“十三五”期间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和脱贫攻坚

实施总体安排,了解各类服务对象在扶贫政策和

融资方面的需求,制定«门源县支行产业扶贫金

融服务方案»,通过举办“银政企座谈会”“进园入

企”等形式,向企业和政府部门宣讲农发行三区

三州信贷政策,加强对海北生物园区民营企业调

研.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支持小微企业

文件精神,依照总行及省分行关于支持小微企业

相关要求,对接小微企业,先后走访青海金门牛

有限公司、门源瑞辉高原现代农业种植养殖有限

公司等公司,门源县胜基原生态农牧专业合作社

等.向门源县胜基原生态农牧专业合作社发放

３０万元农业小企业贷款.

♦服务重点工作　抓好重点客户工程建设,

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准确把握重点客

户范围和工作目标,聚焦营销重点,以实施“重点

客户工程”为抓手,通过开展客户大普查、大走

访、大营销,深挖客户资源,推进客户群建设.根

据年初制定的计划,完成对门源县１２个乡镇的

走访调研工作,了解村集体经济发展情况.

♦存款组织工作　支行投身存款优化工程

建设,结合县域实际情况,走访调研,组织学习存

款业务相关规章制度,做好存款组织工作.农发

行走进海北生物园区,走访园区民营企业,了解

企业经营状况及资金需求,成功营销青海金门牛

食品开发有限公司在农发行开立一般存款账户,

企业累计存入资金１００万元.做好贷款客户日

常维护及服务工作,加大对农发行“网银”业务的

宣传力度,成功营销门源县城乡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在农发行设立日常备用金账户,到年底,该账

户存入资金１０００余万元.定期到青海浩门农场

跟进土地增减挂交易进展情况,保证资金下达后

存入农发行,资金下达后,７０００万元用于归还农

发行贷款.

♦信贷基础管理　在支行业务增长缓慢的

情况下,为使业务水平不降低,支行派遣信贷业

务骨干参与项目调查,通过跟班学习、辅助工作

等形式走出去锻炼,提高业务技能.根据省分行

«信贷基础管理工作规范化考核方案»,组织全行

对评级授信、贷款受理、放款监督、贷后管理、基

金业务等六大板块内容进行自查,完成信贷基础

规范化达标验收工作,通过查摆问题,剖析原因,

聚焦薄弱环节,提高全行信贷基础管理工作.作

为贷后检查尽职管理系统试点行,对系统中出现

的问题向省分行进行汇报,加强系统的应用与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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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会运营基础管理　规范会计核算和业

务经营行为,准确及时地办理结算和现金收付业

务,严肃财经纪律,进行账务核对,做到账账和账

实相符,内外账户相符.针对发票种类多、票据

复杂,社会上“虚假发票”泛滥的现象,加强对财

务发票报销管理,强化财务监督,加大对发票报

销的审核和管理,杜绝发票报销管理存在的真假

不辨、审核不严、随意报销等现象,保证农发行财

务报销的规范性.审核制定相关详细流程,加大

对经费支出管理,对于超标准报销的一律不予报

销,发票报销按流程步骤处理,规范财务开支的

流程,提高财务开支的规范化程度,为财务开支

合规合法建立一道安全屏障.贯彻“以客户为中

心”服务理念,完成网上银行上线工作.为满足

客户离柜结算迫切需求,提升客户服务效率,助

力全行高质量发展,领导带头全行员工完成网银

上岗考试,通过现场操作培训学习和全行的推

广,３月２４日,农发行开立第一户网银,完成网

银业务零突破,网银替代率８２％.成立新核心

系统上线领导小组,完成计算机配备及系统配

置、数据清理、数据迁移、数据核对、绿灯测试、演

练案例等一系列上线前的准备任务,为助推全行

改革创新和高质量发展完成一次关键的“点火加

速”.农发行荣获省分行新核心系统上线优秀集

体奖,６名同志获得个人优秀奖.

♦内控合规基础管理　内部规章制度严格

按照总行、省分行有关规定进行制定,合理设置

岗位,明确岗位责任.完善内控机制,梳理制度

流程,狠抓各项制度落实情况,增强员工工作责

任心,逐步提高工作效率和整体管理水平.开展

市场乱象整治及十大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查

找整治市场乱象十大突出问题,建立整治问责清

单及整改的台账.内外部检查发现２０１５年以后

问题１１０个,整改率和问责率１００％.将扶贫领

域作风问题纳入全行工作重点,确保脱贫攻坚取

得成效.做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将“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行动要求与日常银行业监管工

作相结合,借助各项现场检查工作,对重点领域、

重点业务进行摸排,提高对涉黑除恶线索的敏感

性.做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工作.与地方

部门沟通,跟进地方政府债务化解进度,取得地

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方案.２０１９年,县政府归

还棚户区改造项目贷款１７００万元.

♦综合服务基础管理　完善计算机基础设

施建设,加强对计算机设备的管理,做好计算机

及其附属设备的保养和维护,开展信息系统安全

检查,加强日常网络运行的监测和异常情况的排

除工作,确保各应用系统正常运行.加强综合办

公平台和公文管理,排除解决系统中存在的问

题,完成系统上线工作;审核把关,规范报送文件

种类、程序和公文格式,提升公文质量.改进信

息宣传,加大投稿力度,２０１９年,在党建通讯报

送中心组学习１２次,简报２２篇,微信投稿６篇,

报送每日情况,向省分行反馈行长每日动态,信

息工作成效显著.做好保密管理工作,推进全行

保密意识、保密常识宣传教育常态化.加强档案

管理,推进档案综合管理,重点加强信贷、财会档

案管理.落实安全保卫各项规章制度,按季开展

安全保卫工作检查,重点加强节假日期间安全生

产检查.严格履行固定资产、大宗物品及零星办

公用品的采购、保管和领用、出入库登记手续,定

期清查核对.严格执行公务接待有关管理办法

和规定,完成各类会议及检查等会务保障和接待

工作.加强车辆、驾驶员管理,严格落实用车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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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专人负责公务用车管理制度.建立«车辆外

出情况登记簿»«节假日车辆封存登记簿»,严格

控制节假日用车、节假日对车辆封存入库.完成

办公用房维修改造工作.

(审稿:周云炯　撰稿:胡宇婷)

建行门源支行

♦概述　到１２月３１日,一般性存款时点余

额８２２９０６９万元,较年初新增 ６１６１６５万元.

各项贷款时点余额１３８９１６８万元.

♦落实监管部门任务　客户部成立普惠金

融推进小组,对门源县的小微企业实行名单制管

理,到企业了解企业融资情况;通过围绕乡镇建

行布放的惠农点进行业务延伸,由主管行长亲自

抓“裕农通”普惠金融服务工作的落实和推进,加

大资源支持力度,创新实施“社保卡＋裕农通”的

服务模式,拓展“裕农通”服务点７６户,推广“裕

农通”业务;推进央行移动支付示范工程,占领当

地移动支付市场份额,布放商户２７户;从９月份

开始,克服系统升级、网络故障等困难,撤换惠农

点５户,维护惠农网点９０户,维护率１００％.持

之以恒打好ETC营销持久战,在下乡补录客户

信息的同时寻求合作车辆,突破上限,提高营销

效率,保证建行ETC的发卡量.

♦金融服务　组织员工学习、掌握各项活动

内容及优惠措施,做好宣传、推广工作,利用分行

配置的资源做好各项客户服务及拓展工作.主

动拜访高端客户,不定期进行电话联系及上门走

访,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主动了解客户需求,在网

点提高柜面服务质量,提高客户满意度.利用建

行产品的多样化,满足各类客户需求,提高客户

依存度.

♦安全管理　强化内控合规意识,提升日常

内控管理工作质量和对关键环节的把控,确保全

行安全稳健运行,制定全年工作计划,增强“一岗

双责”的责任机制,支行与各部门、营业部与员

工、综合管理部与各外聘人员签订安全责任书,

做到明确职责、层层压实.组织员工学习各项安

全制度,提高员工的防范意识和责任意识定期开

展各项应急预案演练,提高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

能力.每周对营业部的消防设施、监控设备、安

全人员进行检查,督促整改不合规行为,保障全

行安全稳定运行.加强营业场所、自助设备夜间

巡查工作,落实夜间巡查制度.开展“扫黑除恶”

工作,定期开展排查,加大宣传力度,做到打好打

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脱贫攻坚　客户部响应国家扶贫攻坚战

的工作要求及安排,深化对扶贫领域作风建设的

理解,增强开展作风专项治理的自觉性和坚定

性.召开门源支行２０１９年金融精准扶贫专题会

议,安排部署门源支行２０１９年精准扶贫工作内

容,实现新增扶贫小微企业贷款户数２户;为做

好扶贫领域金融服务的宣传和推广工作,组织人

员开展金融知识进社区、进农村的活动,开展金

融扶贫领域作风问题专项治理的宣传力度.全

年走访慰问贫困户４次,时刻关注帮扶对象的生

产、生活情况.将扶贫工作与“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相结合,联合扶贫村龙浪村党支部

前往中国原子城开展“深化主题教育助力脱贫攻

坚”主题党日活动,将红色教育下沉至偏远农牧

村,打通结对共建工作“最后一公里”.

(审稿:王明耀　撰稿:权英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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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源农村商业银行

♦概述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末,全 行 总 资 产

２９４０５７２６万元,其中各项存款余额２０７０７９３８

万元,较 去 年 同 期 增 加 ２２４５３７４ 万 元,增 幅

１２１６％;各项贷款余额１８６１４５９６万元,较去年

同期增加１７５３４３２万元,增幅１０４％;拨备覆盖

率１６１５１％,资本充足率１１８９％,实现总收入

１４４２２３６万元,净利润为１５７３４４万元.

♦营销活动　召开专题会议安排部署营销

工作,明确责任分工,按时间节点先后开展各项

专项营销活动,调动员工存款营销性和主动性.

重点营销各类存款、电子银行产品、贵金属等,开

创“全面营销、全员参与”的良好局面.

♦战略合作　紧盯重点领域,主动出击,先

后与县卫健局、文旅局等部门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助力医共体项目落地实施,搭建金融助力“全

域旅游、全时旅游、全季旅游”发展的新平台.

♦业务发展　将“建圈打牌”作为营销工作

的重要举措和有力抓手,围绕旅游、文化、教育、

体育等不同领域,建立“生态圈”,打好“亲情、需

求、服务”三张牌.

♦信贷业务　专注主业,合理配置信贷资

源,信贷结构加大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投放力

度.围绕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动参与特

色农牧业、循环农牧业、农村牧区基础设施建设

等涉 农、涉 牧 项 目 融 资.累 计 发 放 涉 农 贷 款

１３２８５３５万元,涉农贷款余额１４４９８５９７万元,

其 中 累 计 发 放 农 户 贷 款 １１９７６５ 万 元,余 额

１２２７２９４１万元,占涉农贷款总额的８４６５％,较

年初增加２８０８５４１万元.执行优惠利率,充分

运用小微企业纳税信用评价结果,开发新客户,

主动挖掘贷款新需求,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

资贵”的 问 题.至 年 末,小 微 企 业 贷 款 余 额

１７６４８０６万元,较年初增加２６８５６６万元,增幅

１７９５％;个体工商户贷款余额２９１８０４万元,较

年初增加１０８２６６万元,较年初增加５８９９％.

按照客户细分的原则,完善业务管理办法,推进

自助循环贷款业务发展.至年末,自助循环贷款

累计发放２６６０４张,授信１６３１４５３７万元.按照

省联社“青源e贷”试点工作安排,召开动员会,

推进个人线上贷款的发放,“青源e贷”的成功开

办充分释放人力,吸引广大年轻客户群体,客户金

融服务体验度更高.至年末,农商行办理个人线

上贷款１８２９笔,余额为８３３２７５万元.在县政府

项目落地实施的情况下,主动请缨,介入“金融支

持西门塔尔肉牛养殖项目”,创新“政银联动金

牛贷”产品.首批“金牛贷”发放 ９１２笔,金额

４４８７万元.

♦普惠业务　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置于普

惠工作首位,实现将农牧户信用工程扩展到个体

工商农户、新型农业经济组织及城镇居民的全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目标.至年末,存量信用贷款余

额８０４２９１１万元,发放贷款２００３１笔,授信金额

８６１９１３万元;全年评定信用乡６个、信用村７１

个、信用户２３０４０户,其中个体工商户信用户评

级１６７户,授信金额为１２１３万元,推进信用县创

评工作.以“党建＋金融扶贫”服务模式,打通农

商行普惠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全县有４４个贫

困村、３１８９户建档立卡贫困户、１１１８３名贫困人

口.通过开展金融扶贫工作,以一己之力承担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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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９８％以上的“５３０”扶贫小额贷款和产业扶贫

贷款发放工作,助推脱贫攻坚.至年末,符合“三

有一无”户数２６４４户,累计发放“扶贫小额信贷”

１７９亿元,余额０７３亿元,余额户数１８９３户;累

计发放产业扶贫贷款１４４亿元,余额０３７亿

元,带动贫困户１９７６户、７４７１人.规范“示范办

公室”创建,充分发挥“双评”作用,与合作党支部

共同开展信用评级的建档、授信等工作,实现“双

基联动”合作贷款服务在乡镇和村级的全覆盖.

至年末,设立“双基联动”合作贷款办公室１２６

个、打造“双基联动”村级示范办公室９个,互派

挂职人员１４３名;“双基联动”累计发放２９６７００

万 元,余 额 １１９７８４４２ 万 元,较 年 初 增 加

２９５００４２万元.细化营销措施,推进电子银行

业务发展取得新成效.至年末,布放 ATM 机３２

台、惠农服务点７６个;传统商户POS机１８８台、

智能POS机新布放７７台;企业网银开户１７２

户,手机银行总开户 １９７７２户;布放聚合支付

５２７６户,银行卡开卡１２７７６０张.

♦队伍建设　按照“党管干部”总要求,结合

“三定”方案的实施,加强后备中层管理和人才队

伍建设,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和薪酬绩效管理机

制,激发全员干劲.对部室进行优化调整,设有

８部４室２中心,１０个分支机构,按照“三定”方

案中确定的人数,进行人员调整,确保与“三定”

方案一致,细化部门及岗位职责.完善任用和考

核管理,纳入人才库１２人.至年末,进入后备人

才库员工３０人,提拔任用１３人.结合薪酬优化

调整工作,在原来绩效考核管理办法的基础上优

化和完善,确保考核管理办法在发挥作用的同时

保障员工的基本利益,引导员工主动强化服务

意识.

(审稿:李金霞　撰稿:马得元)

青海银行门源支行

♦概述　到年末,实际完成储蓄存款余额

１６８７４万元,较年初新增２５０６万元,完成全年任

务的７０％;对公存款新增额为５０００万元;对公存

款余额为４９３４万元,较年初新增７３８万元,完成

全年任务的１５％;手机银行１１５３户,较年初新增

４４０户,完成全年任务的１５７％;大美 E 付１７４

户,较年初新增７５户,完成全年任务的１１１９％;

大美银行４２０户,较年初新增１２１户,完成全年

任务的１２１％;个人网银１３７户,较年初新增２８

户,完成全年任务的１０３％;企业网银５９户,较年

初新增１８户,完成全年任务的１１２％;ETC较年

初新增１１８户;信用卡新增４５户,完成全年任务

的１０７％.贷款余额１５６８８１４万元,其中按揭贷

款９０１６３２万元,农贷２０２８８２万元,小微企业

贷款４４３０万元,消费贷款２０８万元,累计投放

３１４７１６６万元.

♦比学赶超　根据网点转型落实,支行分行

两支营销小组,每周开展“比、学、赶、超”营销活

动,在周五夕会时进行总结,营销优秀的小组进

行经验总结.

♦宣传业务　利用元宵节、“三八妇女节”

“金融知识下乡”“端午佳节”“助力高考”“中秋佳

节”等节日,宣传支行各项金融业务,尤其金融知

识下乡活动当天取得良好的效果与反响,移动平

台在各乡村取得良好的成效;高考宣传的第３天

就有众多学生来支行办卡,每日办卡平均２５张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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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拓营销　每日安排大堂经理携带一名

营销人员外拓营销,由市场部客户经理陪同营

销,聚合支付在１０月份超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手机号码支付也由最初的每周３户上升至每周

３０余户,移动平台的办卡率逐步上升,网点转型

取得实质性效果.

♦抢抓时机　支行在每日保证柜台业务的

情况下,安排全员到浩门镇各商区及各行政村,

利用支行多利宝营销拆迁存款;支行营销人员建

立良好的信息公用机制,联动营销,成功营销门

源县旭红商贸有限公司个人储蓄存款２０００万

元;从旭红商贸延伸至商场营销,增加支行对公

存款的开户进度.成功营销门源县泉口镇后沟

村异地搬迁项目,两个行政村涉及金额１亿元左

右,转入７０００余万元;成功营销养殖大户马生

寿,与支行建立信贷关系,在未投放贷款的情况

下,转入个人储蓄存款４００余万元.

♦文明服务　在日常管理工作中严格要求

员工对所有客户都使用“十字文明用语”,向客户

宣传支行各类产品及优惠政策,扩大在百姓心中

的影响力,在２０１９年度“爱在八月,祝福祖国”贵

金属销售活动中荣获“百套网点奖”;在门源县

“金融机构知识竞赛”中荣获“团体二等奖”;同时

荣获“民族团结达标单位”称号.

♦员工培训　根据分行员工学习培训计划,

组织员工进行业务学习,以阶段考试、晨会提问

的形式,检验和巩固学习成果.

(审稿:马海宁　撰稿:马海宁)

邮政储蓄银行门源支行

♦概述　到年底,邮政储蓄银行门源支行自

营网 点 储 蓄 余 额 ５９９８６２ 万 元,较 年 初 下 降

－５９０８４万元.

♦信贷业务　推动资产业务发展,开展持续

性的营销宣传,制定工作流程,加强业务监控和

指导,加大催收力度等举措,资产业务发展较缓

慢.全年总计发放贷款２２６笔,金额２６５５４０万

元.其中个人消费贷款发放１１０笔,金额６９８１０

万元,家庭农牧贷款３２笔,金额１０５３万元,再就

业贷款３６笔,金额３８０万元,极速贷２６笔,金额

３２５万元.各项贷款余额３５８９万元,移交不良

贷款６３３万元.

♦公司业务　到１２月３１日,公司业务累计

开户４６户,账户余额１９２７万元.配合人民银行

开展优化企业开户服务工作.对内加强员工培

训,对外做好宣传工作.

♦信用卡业务　营销单位信用卡客户及优

质商户,通过目标性跑市场、筛选优质客户的措

施,信用卡业务得到发展.全年完成信用卡进件

６７３张,其中审批通过 ５４１ 张,完成全年 计 划

的９２０１％

♦理财业务　开展理财业务竞赛活动,加强

业务督导和强化培训等措施,理财业务得到快速

发展.到１２月３１日,个人理财销售２８３１万

元,理财保有量１５３９９万元,完成率－３２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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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金属、ETC、电子银行　通过大厅营销,

广发朋友圈等形式,累计销售金额７７６００万元.

ETC作为银行新型业务,发展势态良好,通过大

家营销,办理安装ETC４８１户.电子银行方面支

行参与戊戌开新篇、决战迎全年手机银行竞赛,

全年累计激活６２５笔.

♦反洗钱　支行重点从反洗钱制度完善程

度、机制合理性、技术保障能力、人员配备、资质

及履职情况、客户身份识别、对高风险客户的特

别措施、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大额交

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对高风险业务的针对性措

施、开展宣传情况、组织培训情况、自主管理与审

计、配合行政调查情况、洗钱风险防控成果等方

面对银行反洗钱工作的开展情况进行自评.支

行全年大额原始记录及业务系统的数据进行逐

笔审查,未发现有虚假交易或为身份不明确的客

户提供服务等现象;未发现相关的企事业单位及

个人客户有可疑存取款或转账行为.

♦金融安全　支行严格执行上级行的要求,

按时组织全员参加安全培训,开展防抢劫、防诈

骗、挤兑等重大突发事件的演练.“两节送安全”

活动由过去“发文件、搞检查”的传统模式向“慰

问＋检查＋指导＋培训”相结合的全新模式转

变,加强对基层一线员工的人文关怀.

(审稿:李炜　撰稿:金蓉)

门源大通村镇银行

♦ 概 述 　２０１９ 年 末,银 行 资 产 总 额

２００１４５６万元,较年初增加１３６４２２７万元;负

债总额１８０８９９９万元,较年初增加１２９３１７２万

元.各项存款余额１７８３０００万元,较年初增加

１２８１３５７万元;各项贷款余额１１０２７００万元,

较年初增加９０９０万元;资本充足率１７４５％,核

心资本充足率１６７１％.存贷款比例６１８４％、

流动性比例５７４３％.增资扩股工作取得预期

目标,年末,募集股本金２８００万元.手机银行正

式上线运行,客户规模不断扩大.

♦公司管理　信息披露报告在银行指定位

置对外披露;银行董事长变更后,在指定位置张

贴通告.到年底,银行与关联方未发生授信类关

联交易,不存在重大及一般关联交易.

♦强本固基　根据海北州银保监分局«中国

银保监会海北监管分局关于同意青海门源大通

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募股方案的批复»,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顺利募集２８００万股,总股

本４８００万股.

♦支农支小　坚持“支农支小”的市场定位

不动摇,在合规开办业务的前提下,深耕三农.

通过“双进双入”活动走访村两委４５个,走访客

户１８００余户,营销贷款客户４００余户.成功申

请２９０６万元财政补贴资金.分别为２０万新设

机构专项补贴,９０６ 万元涉农贷款专项 资 金

补贴.

♦服务三农　随着银行服务各项业务的不

断发展,客户群体也越来越大,为满足广大金融

消费者日益增加的金融服务需求,银行结合门源

县地方养殖大户较多的实际,再发起行的指导帮

助下,研发“城镇居民小额信用贷”和“惠农贷”两

款产品,年末,惠农贷业务２５笔,余额６６８８万

元;城镇居民小额贷款为６２笔,余额为３９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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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培育文化　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和谐、健康的企业文化.

开展踏青等一系列活动,丰富员工的业余生活.

为关爱员工、解决员工遇到的实际困难,经过多

次研究重新修订员工宿舍收费标准,先后联系房

屋装修公司查修补漏员工宿舍硬件设施,为员工

能更好地工作解决后顾之忧.邀请门源县“家庭

家风道德模范”等优秀模范代表,面对面、心连心

的与员工沟通交流,提升员工道德素养,培养德、

能、勤、纪、廉全面发展的人才.

(审稿:罗小森　撰稿:马宝明)

财产保险

♦概况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门源支公司设有三处服务网点,分别是支公司营

业部、东川营销服务部和青石嘴营销服务部,设

有６个三农保险服务站,辐射泉口、西滩、北山、

仙米、皇城、浩门６个乡镇及周边村落.业务由

非政策传统业务、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新农合

及城镇居民大病医疗保险业务构成.

♦传统业务　针对县域经济发展实际,对教

育系统校园方责任险进行统保,通过对全县各中

小学校宣传学幼险,进行承保.

♦拓展业务　将各乡镇精准扶贫项目购进

奶牛进行保险,降低扶贫产业风险.

♦政策性农业保险　贯彻落实支农惠农政

策,根据青海省农业农村厅和财政厅联合印发的

«２０１９年青海省农业保险和藏区牦牛藏系羊保

险实施方案(青农财〔２０１９〕１６０号)»的文件精

神,门源县藏系羊、牦牛保险由分公司独家承保

实施,２０１９年,为全县５７６万头牲畜提供３７亿

元的风险保障,９月１２日,召开全县藏系羊、牦

牛保险启动大会,公司贯彻会议精神,将此项惠

民政策落到实处.按照总公司“守合规、稳发展、

建队伍、拓市场”的工作思路,建立基层服务体系

全县成立以乡镇为单位的协保队伍１５１名,重点

培训公司相关业务知识,加强对农村客户信息采

集工作,在承保种植业保险的同时收集家庭人

口、房屋、车辆及养殖牲畜的情况,为老百姓提供

一站式的财产保险服务.发挥农业保险的“稳压

器”和“助推器”作用,把农业保险作为一项农业

增效、助农增收、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工作来抓.

承保方面,２０１９年,全县７个乡镇承保大田面积

３０４万公顷,其中承保青稞１５１万公顷,承保

油菜１４万公顷,承保小麦７００公顷,承保马铃

薯１６０公顷,承保中草药３６０公顷,承保温室大

棚１００栋,露天蔬菜保险２６０公顷;承保林木种

苗８０公顷;承保公益林１２２７万公顷,承保奶牛

３５６８头,鸡５５００只,承担风险累计１９５６亿元.

理赔方面,各类农险赔款支付９６３１１万元,处理

各类赔案３００件.其中种植险赔案９１件,赔款

５８０９４万 元;传 统 养 殖 险 赔 案 １９９ 件,赔 款

１７３１４万元;林险赔案１０件,赔款２０９０３万元.

♦农房保险　辖区１２个乡镇１０９个行政村

参保１７９８２户,参保率５８％.其中全县“四类人

员”的参保率１００％,为当地农、牧户承担５４亿

元的风险.

♦城乡居民医疗及大病医疗保险　基本医

疗保险待遇享受１３６４２９人次,支付６５２１１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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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其中住院费用待遇享受１７７１７人次,支付

５８９５７万元;普通门诊费用待遇享受８５０７０人

次,支付４０１４万元;门诊特殊病待遇享受１３２４２

人次,支付１４３５万元.城乡居民贫困人口待遇

享受１３５２７人次,支付７６８２２万元.其中住院

费用待遇享受２１６４人次,支付７０５１３万元;门

诊费用待遇享受７１５５人次,支付２９８万元;门

诊特殊病待遇享受２８３６人次,支付２８５４万元;

个人账户支付１３７２人次,支付４７万元;大病医

疗保险,大病医疗待遇享受２４３４人次,支付金额

为１１９４６万元.其中城乡居民贫困人口待遇享

受２９５人次,支付金额为９８８万元;医疗救助,

医疗救助一单式结算报销１３５３１人次,支付救助

费用１６７８０３万元;二次补偿２５１人次,支付费

用８９１６万元;临时医疗救助报销３９３人次,支

付救助费用１６０４万元;贫困人员兜底补报４０３

人次,支付６１９３万元.

♦借款人意外险　经与农商行、邮政储蓄等

银行协商,签订相关协议,为全县涉农贷款购买

意外伤害保险,确保农户和银行两方利益不受

损失.

♦内部管理　健全完善内控制度、管理规

定、实施细则及各种管理办法,形成完整的管理

制度,使整个客服工作和人的行为均在制度的管

控范围之内,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在业务

管理上,主要是规范理赔流程和监督检查,采取

科学、合理、实用的流程,规范和制约整个理赔工

作,制定«理赔工作实务»«查勘定损工作流程»

等,使理赔流程科学、合理和实用,加强对各个环

节的监督检查,从而提高整个理赔水平.

♦保险服务　推出“承诺服务”和“限时服

务”,承诺服务制度的建立,使公司接收的理赔案

件,都落实在承诺服务时间之内,平均结案速度

提前３天左右.简化办事程序,改善办公基础设

施,加强多渠道办理业务,实行办理业务限时制,

为客户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实行大案、疑案跟

踪制度,保障客户迅速恢复生产.印发«营业人

员服务规范和管理规定»,制定一系列文明服务、

廉政服务的规范措施,对着装、仪表、环境卫生、

内务作规范规定.

♦队伍建设　把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放

在工作的首位,做到学习有制度、有计划、有记

录、有交流.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端正和提高

思想和认识,增强政治敏锐性.加强党风政风建

设,倡导建立民主、团结、向上的干部队伍.提高

广大员工业务素质水平和管理水平.规范员工

的言行,树立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提高员工

的业务能力和整体素质水平.

♦精准扶贫　将各乡镇为精准扶贫项目购

进的奶牛给予保险保障,使精准扶贫工作长效机

制更加巩固,承保精准扶贫项目奶牛５９４头,承

担风险５９４万元.参与深化医疗保障体系,推进

信息平台建设,打造“基本医保经办＋大病保险

＋补充医疗 ＋ 社保意外伤害”的一体化 发 展

格局.

(审稿:张发财　撰稿:张发财)

人寿保险

♦概述　坚持多元合作,综合发展,重疾病

医疗普惠万家.坚持保险扶贫、教育扶贫和电商

扶贫,为全县脱贫攻坚工作注入国寿力量.坚持

７１２

财政税务金融



依法合规经营,强化风险管控,促进全县金融稳

定健康发展,为地方稳定发展保驾护航.

♦健康保险　新单保费实现５１８万元,总保

费３５７７万元,同比增长５％.推进“国寿大健康”

战略,主要推广重大疾病、大病百万医疗和小病

医疗等普惠型保险,保障型业务实现１２２万元,

新业务比重提升至２３％,公司转型发展结构调

查变化明显.优化各类给付服务,通过科技引领

提高线上理赔效率,全年各类理赔、给付支出

６７５万元.坚持多元发展与合作,经营个人、单

位业务,与银行合作延伸服务网点,代理车险、养

老年金,公司在实现稳健发展的同时不断向综合

金融迈进.通过保险扶贫、教育扶贫和电商扶

贫,助力全县脱贫攻坚.为全县第一书记提供保

险保障、援建教育系统县第二幼儿园人工草坪、

捐赠建成育才小区流动课堂、员工和销售人员通

过电商渠道持续落实电商扶贫.

♦保险宣传　加大普惠保险宣传力度,全年

招募宣传人员８０名,经过培训上岗后,加大对各

乡镇村的保险宣传力度,同时解决他们的就业问

题.加强全员的教育培训,每天组织员工及保险

服务人员进行保险专业知识和综合技能的学习,

提升全员综合素质、专业服务能力.实施业务线

上办理、线上服务,包括销售、保全变更、理赔及

咨询等方面,实现客户不临柜就可以通过客户端

APP办理全流程所有业务,提高客户服务品质

效率和客户满意度.

♦经营管理　加强员工和销售人员对法律

法规知识的学习,规范公司内部经营管理和外部

事务处理,建立监管日常报送领导审核机制,加

大日常风险自查、整改次数和力度.以公司制度

规定为管理依据和执行标准,开展１３项各类风

险排查.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治理日常疑难

杂症和矛盾风险,加强与当地政府及职能部门和

人民银行,以及海北州银保监局的日常联系与沟

通,强化政策规定的落实.全年公司客户服务实

现零投诉,未出现重大群众事件,人民银行反洗

钱考评评级良好,监管未发现重大问题,未受到

行政处罚.

(审稿:尚国子　撰稿:田慧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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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概述　全县有各级各类学校１１９所,其中

小学１２所、初级中学３所、普通高中２所、职业

技术学校１所、特殊教育学校１所、幼儿园１００

所.教职工３２６２名;在校学生３０６４６名.其中

幼儿园在园幼儿６２４３名,小学在校生１２００１名,

初级中学在校生６４１６名,高中在校生４３５０名,

特殊教育学校在校生８６名,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在校生１５５２名.

♦核心指标完成情况　学前三年毛入园率

９１６４％,超出“９０５％以上”的既定目标１１４个

百分点;义务教育巩固率９６８７％,超出既定目

标“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不低于９６％”０８７个百

分点;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９５２２％,超出既定

目标“义 务 教 育 适 龄 残 疾 儿 童 少 年 毛 入 学 率

９４３％以上”０９２个百分点;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９６２６％,超 出 既 定 目 标 “高 中 阶 段 毛 入 学 率

８８％以上”８２６个百分点;门源职校招生 ５０２

人,海北职校招生门源籍３１１人,省内中职招生

４６人,省外中职招生７７人,合计招生９３６人,完

成率１０２１％;控辍保学,青海教育 APP系统中

８周岁和扶贫库８~１６周岁全部“清零”;小升初

未核减２人(就读于门源县特殊教育学校,因特

殊教育学校学籍系统故障,学籍无法招录);７周

岁未核减３９人,其中因全国学籍系统原因,一年

级新生学籍注册缓慢,核查清幼儿园就读１４人,

省外就读１２人,重户２人,逐步检查１１人;一般

公共预算教育支出逐年只增不减,确保生均一般

公共预算教育支出逐年只增不减.

♦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２０１８年下达教育项

目完工率１００％,完成既定的完工率９５％的目

标;２０１９年下达教育项目开工率１００％,超出既

定的“开工率不低于８０％”的目标.全县１２１个

学校中,绿化率达标的学校有９２所,学校绿化达

标率７６％,完成年度目标任务.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工作于２０１６年１０月顺利通过国家评估认

定,２０１９年７月,进行州级复查监测,根据２０１８

年统计报表测算,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办学条

件“八项”指标、全县中小学平均值都达到国家评

估标准,与验收当年基本持平,但因近年来县城

人口的不断增加,加之县第二小学扩建项目尚未

完成,小学校际间差异系数较验收当年个别指标

有所下滑.完成年度教育脱贫目标,全县义务教

育阶段建档立卡学生贫困生１３５８名,无辍学学

生;低于既定“不高于１％”的目标;初中毕业生

升学率９６２９％,完成既定的“初中毕业生基本

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目标;开展“两后生”职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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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培训１次４６９人,完成既定目标.通过优化学

校管理、打造集团化教研等举措提升教学质量,

２０１９年中考成绩全科及格率较上年有所提升,

２０１９年高考本科上线率较去年有较大提升,实

现本地培养考生北大清华“零突破”.采取学生

分流、均衡配置师资,完善义务教育阶段免试就

近入学政策、加强学籍管理、建立监督机制等方

式基本消除“大班额”.同时,实施门源县第二小

学改薄项目,扩建面积９７０３平方米,新增学位

１６２０名.召开会议、组织人员,结合实际,做好

考生报名、信息采集、体育达标测试等一系列工

作.严格执行招生考试政策,严肃考风考纪,各

级各类考试中无一例违纪违规行为.

♦党建和精神文明　把学习教育作为党建

工作的重中之重,制定学习实施方案和任务分解

表,将学习教育纳入党建目标考核责任.各校

(园)结合实际,制定学习教育计划,推进“学习型

党组织”建设.通过集中学习、专题讲座、研讨交

流、知识竞赛等学习形式,强化党支部理论学习.

开展集体学习６５学时,先后有５００人次参加学

习,完成１９篇规定学习篇目.党员干部与珠固

乡德宗村１０户贫困户结对帮扶,为贫困村安装

LED屏１套,为每户贫困户送上两袋化肥、价值

１０００元的饲料,开展座谈会,帮助贫困户理清发

展思路、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把建设社会主义

价值体系作为机关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和灵

魂工作,结合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在３月、５月组织党员干部和各校(园)开

展以“环境整治”为主题的党日活动,为广大群众

营造整洁舒适的生活环境,形成文明健康、爱护

环境的良好道德风尚.

♦主题教育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中,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在做好思想发动、感悟思想精髓、聆听讲座讲

学、交流研讨体会、创新学习形式等十个方面狠

下功夫,学习«纲要»等规定学习篇目.开展集体

学习２１次,５００人次参加学习,通过学习,推动

学习成果往心里走、往实里走.开展“同升一面

旗,同唱一首歌”、国旗下讲话、和国旗合影、专题

探讨活动等系列活动,以及组织党组成员到分管

学校、共驻共建社区和联姻结对村支部讲党课,

邀请“五老”人员上党课,普通党员在支部谈心

得,到旱台民兵连营地、烈士陵园接受红色革命

教育.开展３次专题研讨活动,提升党员领导干

部的思想觉悟.整改完成州委第一巡察组提级

巡察反馈的２２项问题中的２７３条,县委第二巡

察组常规巡察反馈的１９项问题中的１９条.对

自身梳理出的问题,逐项对照、逐条整改完成.

到乡镇、学校、村社,从对学校管理、基础设施建

设、控辍保学、学生资助等十项具体问题进行调

研,在调研中现场解决问题,提升调查研究的针

对性和实效性.通过召开教育系统师德师风建

设会议、廉政警示教育活动等,分析总结师德师

风建设薄弱环节,强化正面宣传教育,严格落实

师德负面清单和师德失范“一票否决”制度,将近

年来教育系统出现违法违纪案例作为警示典型,

强化廉洁自律意识,筑牢思想防线.

♦项目建设　第二小学改薄项目完成教学

楼９０％的施工工作量、室外总图工程完成８５％

的施工任务.却藏、塔龙滩、泉沟台、西沙河幼儿

园建设项目完成竣工验收;第三初级中学和第二

寄宿制初级中学体育活动室建设项目处于主体

施工阶段.完成投资７１万元的青海省«２０１８年

第三批全面改薄项目»申报工作,为种马场中学、

第一小学、第二小学和青石嘴镇寄宿制小学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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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白板３１套.

♦师资队伍建设　强化师资培训,提高教师

整体素质,理顺教师管理体制,激发教师队伍活

力.开展校本培训,将教师个人发展与学校发展

紧密结合,通过教师岗前培训、专家专题讲座及

学习优秀教学案例等富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措

施,营造自主学习、自我发展的良好氛围.组织

外派培训,年内参加国家级培训１１９人,省级培

训２１２人,州级培训１５人,县级培训１２７４人次;

建立完善教师补充机制和校长教师交流机制,年

内通过多种渠道补充中小学在编教师９名,三支

一扶教学人员１２名,交流校(园)长５名,交流教

师４５名.与青海师范大学协商,选派３７名师范

生来门源县顶岗支教实习,缓解全县教师紧缺问

题.深化校地共建合作模式,召开校地合作框架

协议落实座谈会,与江苏大学在教育硕士顶岗实

习、学生创新能力拓展等方面开展合作.

♦立德树人教育　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按照全国教育大会要求,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教育、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四爱三

有”主题教育活动与创城工作相结合,开展多方

法、多渠道的实践活动.各中小学少先队、共青

团组织学生开展“学雷锋 爱心行”“清洁进街道”

等活动,引导全体学生时时、处处把“雷锋”带在

身上,为别人奉献自己的爱心,从中感悟帮助别

人的快乐,使“雷锋精神”成为同学们的一种良好

品格.各中小学以开学典礼、主题班会等形式,

结合“四爱三有”主题教育活动,用生动的语言、

鲜活的事例教育引导学生热爱祖国,养成良好的

行为习惯,立报国之志,增建国之才,践爱国之

行.六一国际儿童节期间,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经典诵读活动、集中入队仪式、帮扶慰问、

互学共进等系列活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让少年儿童在活动中体验新时代党和国家对少

年儿童的关怀,了解祖国发展取得成就,引导广

大少年儿童学习有目标,成长有方向.在第３５

个教师节期间,召开２０１９年教师节表彰大会,总

结过去三年的工作,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安排部

署,对青石嘴镇等单位及李永丰等３１３名优秀教

师、师德标兵、优秀班主任等进行表彰,鼓励他们

发扬成绩、再接再厉、再创佳绩.

♦督导检查　到各校(园)检查督导开学工

作,对办学行为、教职工到岗、学生报名、课程设

置、后勤管理、安全保障等方面做细致检查.整

合局机关、学校、乡镇、村等力量,多次赴各乡镇

开展动员复学工作,保证所有适龄儿童全部入

学.在动员学生、联点扶贫的过程中加大对惠民

政策宣传力度,向群众讲解青海省覆盖所有学

段,涵盖“免、贷、助、补”等多项措施的学生资助

政策体系,要让群众知晓享受的“两不愁三保障、

一达标”“两免一补”、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

善计划等各项惠民政策的种类、范围、标准和发

放途径,帮助他们领会相关政策,让群众做惠民

政策的“明白人”.

♦校园安全　召开２０１９年门源县教育系统

安全维稳工作会议,安排部署２０１９年教育系统

安全维稳工作.门源县教育系统“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检视整改暨安全生产工作推进

会议,督促各校(园)加大安全隐患排查力度,加

强风险管控工作,深化安全教育,落实督查整改

制度,提升学校安全防范能力.根据青海省教育

厅«关于加强学校食品卫生和公共卫生安全工作

的通知»«关于加强学校食品安全工作的紧急通

知»等文件精神,召开教育系统校园安全暨后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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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工作推进会,从建立学校、家长、学生共同参

与的食堂食材验货制度,陪餐制度和学生月饭菜

质量调查问卷制度等方面,对校园食堂管理工作

提出更高要求.协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公安

局治安大队、浩门派出所和弘业保安服务有限公

司对教育系统相关从业人员开展食品安全培训

和安保人员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的理论水平和安

全意识.

♦内部管理　坚持透明化、责任化、科学化

原则,优化教育内部管理,建立层级分明、管理有

力、高效运作的管理模式.校(园)长、专职副书

记每学期按计划开展教育教学、学校管理、师德

师风建设、校园安全等方面的讲座、论坛活动,副

校长及学校中层管理人员必须到教学一线兼课,

纳入学校考核体系,作为干部岗位晋升、评优评

先的重要依据.与人社局、就业局共同完成门源

县教育系统后勤岗位人员需求测算工作,按学校

后勤需求定人定岗定量,精简后勤临聘人员,实

现规范化、精细化管理.

♦信息化建设　利用门源智慧教育优教通

资源平台、威海智慧教育云平台双资源库、青海

省基础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以“好课、好课

例、好课型”(三好)为抓手,进行网络学习、网络

备课、网络研讨等教研活动,推进教师研究教学

手段、提炼教学模式、打造高效课堂,形成教与

学、教与教、学与学的互动.７００名教师报名晒

课,有课堂实录的晒课５１６节,获得县级优课

２６９节、市级优课２５９节、省级优课７０节,位列全

省前茅,门源县教育局和门源县第三初级中学入

围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度全国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典

型县校.全县各级各类学校完成宽带提速,大规

模学校办公教学宽带提速至２００M 以上,小规模

学校办公教学带宽也经达到１００M.完成全县各

中小学４６９个班级的“百兆进班”宽带接入工作,

各中小学办公均带宽达到１００M 以上,县城幼儿

园办公带宽均达到５０M.新配备的枪机、球机、

半球机等１６套７７３个监控头全部到位.门源教

育大数据平台和网络阅卷系统等建设中.根据

«威海门源远程智慧援教工程实施方案»,８月３１

日,威海门源远程智慧援教工程在门源县第三初

级中学首次开通.远程智慧援教工程既能实现

跨省远程互联,能在门源县中小学间无阻碍互

通,借助教育云平台,全县师生随时随地查看威

海名师的实时授课和课堂录像,共享全国及威海

名师在备课资料、教学设计、优质课、习题、组卷

等方面的优质资源,通过“数字化模拟实验室”模

块,在备课、教学、上课、复习等环节,能够在网上

反复模拟操作实验,提高教师授课和学生学习水

平.海北二中、县三中、县二小威海援教远程视

频终端设备安装完成并投入使用,先后为所有中

小学教师１６２６人免费注册开通山东威海智慧云

平台.

♦扶贫工作　国家１５年教育资助政策,为

各类教育均衡发展提供经费保障.２０１９年落实

学前 教 育 阶 段 各 级 各 类 教 育 资 助 政 策 资 金

７６５６４万元,受益学生６４５１人次;落实义务教

育阶段各级各类教育资助政策资金５５１２２９万

元,受益学生６７３２８人次;落实高中教育阶段各

级各类教育资助政策资金９１３１万元,受益学生

１７２６３人次;落实中等职业教育阶段各级各类教

育资助政策资金１３３３１万元,受益学生１０９１人

次;受理大学生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２０１８５５万

元,受益学生３２５６人.为确保每一位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按时入学,想方设法牵线搭桥,创建贫

困家庭大中小学学生资助网络,为当地群众做实

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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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办好事.先后由“青海格桑花教育救助会”

“江河源助学行动网”“北京我的心计划”等民间

助学团体在门源县开展“一对一”捐资助学,为

２３５５名家庭贫困学生筹措帮扶资金２０９２５万

元.联系南京师范大学、江苏大学、天津大学、东

北大学等高校的暑期支教团的４０名大学生分批

到门源县的东川镇上村、香卡村、却藏村,阴田乡

米麻隆村,西滩乡老龙湾村,泉口镇花崖村等村

开展送教下乡、送学到家活动,体验贫困家庭生

活,进行智力帮扶.联系江苏大学、威海市教育

局等部门组织优秀的师生到门源县教学一线进

行支教帮扶活动,不仅让学生享受优质的教学资

源,促进教育脱贫的成效.结合“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扶贫宣传日”“开学第一

课”“主题班会”等,抓好教育扶贫宣传工作,各校

园充分利用家长会、家访、宣传栏、校园广播等媒

介,向家长宣讲义务教育阶段资助政策.通过

LED、微信、QQ 等电子设备平台,宣传两免一

补、三江源奖补机制、生源地助学贷款等各项教

育惠民政策.

♦教育改革　校(园)长岗位设置严格按照

学校规模设立,中层干部全部到教学一线兼任主

课,按学校需求设食堂、生活老师、安保岗位.职

称评定、评优选先向一线教师倾斜,后勤岗位工

作人员职称评定坚持“退一进一”的原则,严禁挤

占一线教师指标;一线教师聘任为一级、高级职

称后５年内不得转入教辅、后勤等岗位.县教育

局先后组织６００余名师生赴北京、上海、苏州、山

东等地开展中小学生“行走的课堂”活动.建成

“爱心公益课堂”“爱心书屋”４所.采用“１＋N”

模式,以核心小区为轴心,带动周边小区,实现县

城内各小区全覆盖,进而向各乡镇辐射,实现县

域内全覆盖.为改善“十四制”半月假制度出现

的师生工作学习时间周期过长、亲情交流周期过

长,教育教学成效不明显,学校管理压力大等矛

盾,经充分调研、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在全县各寄

宿制学校实行“七三制”错时放假制度.先后建

成乡村少年宫１２个.各乡村少年宫以结合本土

文化和民族文化特色,因地制宜,合理确定活动

项目种类,开设一系列特色课程,形成“一校一特

色、一校一品牌”的办学特色.

(审稿:乌兰巴特　撰稿:韩源)

卫生健康

♦概述　全县有各类医疗机构１８９家,其中

县级５家,民营医院１家,乡级１６个,村级卫生

室１４４家(实际注册１５２家),个体诊所１９家,社

区卫生服务站４所.全县核定编制数６０２人,编

制内工作人员５７３人.有乡村医生１７１人(实际

注册１６２名).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２８６

人,每千人拥有医生数１７６人;注册护士３４８

人,每千人拥有护士数２１４人;县乡医疗机构实

际开放病床７１９张,每千人拥有病床数４４２张.

♦综合改革　县级公立医院依法依规制定

现代医院管理章程,执行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

制,完善和明确党组织在医院内部治理结构中的

地位和作用,提高医院运行效率.科学制定并实

施医疗机构“奖勤罚懒、多劳多得、优绩优酬、重

点倾斜、兼顾平衡、体现基层特点”的薪酬制度,

激发广大医务人员的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县

级公立医院药占比、医疗服务收入占比、百元医

疗收入耗材分别为２１１％、２８４５％、２５４３元.

异地就医结算开通推行以按病种付费为主的多

元复合式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医疗机构按病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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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费病种１７０种,临床路径管理５０７２例,入组率

７８８％,完成率９０％.２０１９年,县域内就诊率提

高至７９％以上.基本公共卫生人均服务补助资

金６０元,拨付医疗机构服务补助９１３万元.规

范开展地方病、慢性病等１７类６０项服务工作,

居民规范化电子建档率８５％以上;扩大免疫规

划“十 一 苗”接 种 率 ９８８７％;孕 产 妇 死 亡 率

６３１３/１０万;婴儿死亡率１２６３‰;新生儿死亡

率８２１‰;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率１７０４‰.县级

公立医院基本药物使用金额占比６０％,乡镇卫

生院７４％.开展短缺药品监测,解决基层医疗

机构药品短缺问题.乡村医疗机构药物采购纳

入医共体第二采供点带量采购,制定基层用药目

录,全县药物综合配备率９５％以上.县级公立

医院开展中医药适宜技术４０项,东川中心卫生

院作为全省基层中医药示范基地,开展中医适宜

技术１６项.１５所乡镇卫生院中医馆建设全覆

盖,开展中医药适宜技术２项以上;１００％社区卫

生服务站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８５％的村卫生室

能提供中医药服务.加大以鼠疫为重点的重大

传染性疾病和地方病防控力度,开展鼠疫疫情监

测和卫生交通检疫工作.杜绝捕獭人员和染疫

物品的外流,保持门源县３７年未发生人间鼠疫

疫情的良好成绩.加强包虫病综合防治工作,落

实艾滋病“四免一关怀”政策,巩固全县基本消除

碘缺乏病目标,完善“三位一体”新型结核病防治

体系.针对辖区不同人群疾病流行特点,开展有

针对性的健康促进教育.全县传染病发病率控

制在４８０６８/１０万,较２０１８年下降２１３％.开

展以职业卫生、放射卫生、饮用水卫生、学校和公

共场所卫生、医疗卫生、传染病防治监管为重点

的专项监督检查,加强执法行为监督,打击“三

非”行为,规范卫生计生服务秩序,净化服务市

场.完成“双随机一公开”任务数６８家,对群众

举报和查处的行业乱象开展专项治理行动,依法

查处非法行医案件６起,罚金６万元.

♦健康扶贫　落实健康扶贫“四全免、六减

免、四优先、十覆盖”优惠政策,开展“三个一批”

行动,实行贫困人口“双签约”服务.标准化村卫

生室建设、合格乡村医生、药品设备配备全部达

标,县乡医疗机构推行“先住院后结算”服务模

式.住院患者实现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

助“一单式”即时结算,减轻就医负担.全年减免

门诊住院患者医疗费用１７３３余万元.留任驻

村第一书记１名,新选派第一书记１名,工作队

员８名分别驻村开展工作.同时,先后６次到联

点村开展联姻结对帮扶活动,帮扶资金４万元.

♦信息化建设　根据«门源县“互联网＋医

疗健康”信息化建设方案»设计模块,分三期建

设.互联网＋医疗服务一期项目交付使用.逐

步完成海北州第二人民医院的 HIS、LIS、PACS、

EMR系 统 上 线 使 用.完 成 乡 镇 卫 生 院 LIS、

PACS及分级诊疗平台的招标采购,逐步实现全

县各级医疗机构信息互联互通并与省级全民健

康信息平台对接.

♦队伍建设　１６名山东对口支援专家分派

至各级医疗机构开展业务指导工作.通过“传、

帮、带”方式为基层医疗机构培养一批中医、放射

等专业后备人才,县级公立医院选派８名专业骨

干赴山东省三甲医院参加半年以上的深造学习.

４名免费订单定向医学生、３名新考录专业人员

和１７名村来村去订单定向免费培养乡村医生到

岗,为不断构建合理的医疗卫生人才队伍补充新

鲜血液.

４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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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提升　落实医院核心管理制度,创新

医疗服务模式,以信息化为手段,以医共体建设

为依托,为患者提供健康教育、疾病预防、诊断、

治疗、康复、护理等医疗健康服务.依托全县开

展的“联系基层服务群众”“大走访、大排查、大调

研”等活动,在医共体内实现优质护理服务下沉,

通过培训、指导、帮带、远程等方式,提升基层医

疗机构护理服务能力.三级医院对口帮扶乡镇

卫生院全覆盖,确定东川中心卫生院为２０１９年

“优质服务基层行”试点推进单位.

♦基础设施　县中医院门诊综合楼、妇计中

心业务楼、州二医院儿童医学诊疗中心、医技综

合楼、全科医生培训基地综合楼逐步交付使用;

县疾控中心实验楼进行内部装饰;浩门镇健康服

务中心、海北州中心血站完成主体工程;医养结

合示范基地建设项目完成基础工程、藏医药传承

中心建设项目招投标阶段.

♦党风廉政建设　领导班子坚持民主集中

制原则,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落实民主生活会和

组织生活会制度,把讲纪律守规矩挺在前面,发

挥示范带头作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工作,坚持先学一步、先行一步、先改一

步,将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反思、整改落实

四项重点措施贯穿始终;推进廉政文化进机关进

医院活动,在全系统营造守廉、尊廉、崇廉的浓厚

氛围.按照相关规定开展廉政约谈,做到记录规

范、廉政谈话全覆盖;开展廉政约谈９次,近１２０

人次.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紧盯公款吃

喝、公款旅游、公车使用三个关键环节,做到“十

严禁”,加强对各项经费开支情况的监督,防止违

规违纪现象的发生.公立医院开展“作风建设提

升年”活动,改进工作作风,转变医院形象,提升

医疗质量,优化服务环境.畅通投诉举报渠道,

接受群众对作风类问题的投诉举报,查办信访案

件４起;处理本系统２名涉赌人员,分别给予降

低岗位等级并下派到卫生院服务１~２年.全县

医疗卫生单位医疗废弃物、县级医疗机构污水处

理系统全部实现集中规范处置管理.爱卫办牵

头不定期督查全县环境区域卫生及临街商铺“门

前三包”责任区整治情况,通过督查促落实,使县

域内环境脏乱差等问题得到治理.排查重点部

位和重点环节的廉政风险点,加强对关键环节和

重点岗位的风险防控.

♦计生工作　推进“康福家新家庭计划———

家庭发展能力建设”项目,评选康福家示范村２

个,示范社区１个,示范户２２５户.发放奖励扶

助、特殊困难家庭、独生子女和双女户养老保险

补贴、奖学金３１２万元.

(审稿:马国青　撰稿:马倩倩)

医疗保障

♦概述　２０１９年４月,门源县医疗保障局

正式挂牌成立,为正科级的政府工作部门,不设

内设机构,核定行政编制４名,其中局长１名,副

局长２名.

♦任务完成及待遇支付　全年基本医疗保

险 累 计 参 保 １４７６６９ 人,完 成 年 度 目 标 任 务

１５０３３８人的９８％,其中城镇职工８４７３人,完成

年度 目 标 任 务 ８２６８ 人 的 １０２５％、城 乡 居 民

１３９１９６人,完 成 年 度 目 标 任 务 １４２０１８ 人 的

９８％,户籍人口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９５％;生

育保险参保４９６９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４６７０人

５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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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１０６％. 累 计 支 付 各 项 医 疗 保 险 待 遇

１６１０４６１万元,其中城镇职工４３２８３７万元、城

乡居民１１７２８３７万元、生育保险４７８７万元.

城镇职工办理慢性病特殊病６８５人,城乡居民

４４６４人.

♦医保精准扶贫及医疗救助　贯彻落实«青

海省医疗保障扶贫三年行动实施方案(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年)»(青医保局发〔２０１９〕１９号)精神,落实

贫困人口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按照

“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的要求,全年参保１２１９９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３０５９人.实现全县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

１００％目标,降低返贫风险;县残联、卫健委、民政

局对全县１３８７８名特殊人群,每人代缴２６６元参

保金,代缴３６９１５万元;到１２月底,贫困人员累

计住院２８３４人次,总费用２０００１９万元,基本医

疗保险报销９５１４１万元,大病保险补偿１４８１１

万元,医疗救助２３６５人次,救助基金５３９２５万

元;简化门诊特慢病申报程序、缩短申报时间,将

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纳入保障范围,办

理门诊特慢病１１７６人,待遇支付５６５４人次,报

销９５０９万元;围绕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四年集

中攻坚,一年巩固提升”总体部署,聚焦问题,补

齐短板,制定«门源县医疗保障脱贫攻坚绝对贫

困“清零”行动方案»,与扶贫、民政、残联等部门

建立协调机制,通过明确任务清单,逐村逐户逐

人摸排,做好５２名农村贫困人口、３３名建档立

卡新增人员的参保、待遇兑付工作.

♦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险基金　与辖区内

５６家两定医药机构签订全省统一的医疗服务协

议,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规范医药机构医疗

保障服务行为;将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专

项治理作为一项常态化的工作开展,为确保工作

取得实效,建立门源县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

金七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制定«门源县打击欺诈

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专项治理实施方案»,建立健

全以医疗保障局、卫生健康局、市场监督局、公安

局等为主体的部门联动机制,采取信息共享、联

合执法等方式,加大综合执法力度和行政处罚力

度,推进医保基金监管工作;聘请２２名医疗保障

社会监督员建立门源县医疗保障社会监督员队

伍,发挥第三方的监督作用,对辖区内定点医药

机构及工作人员、参保人员、医保经办机构及工

作人员、其他人员在医疗保障领域内的欺诈骗保

行为进行义务监督.加大对“两定”医药机构的

督查工作,全县累计检查定点医药机构５７家,其

中定点医疗机构２０家,定点零售药店３７家,处

理违规零售药店１２家,追回医保基金６１３２元,

行政处罚３０６６０元,移送市场监督管理局处理１

家;集中约谈定点医疗机构１３家,通报批评４

家,暂停医疗服务２家.

♦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监管　９月底,

县医保局联合县卫生健康局对海北州第二人民

医院、县中医院及门源县医共体第二采购办公室

第三季度药品、医用耗材采购和使用情况进行监

管考核,对东川中心卫生院、阴田卫生院进行现

场抽查.通过考核发现,第三季度海北州第二人

民医院、门源县中医院、１４家乡镇卫生院基本药

物采购和销售金额符合规定比例,全县医疗机构

企业综合配送率９５％以上,对监管中发现的个

别问题进行督促整改.

♦医保支付方式改革　在医保总额控制的

基础上,推行按病种付费,付费病种１７０种.全

县城乡居民单病种付费治疗２２３８人次,发生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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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６６６１９万元,支付３３９４１万元.

♦异地就医结算　做好异地就医结算工作,

简化异地就医备案手续,拓展备案渠道,取消备

案到就医地医疗机构,直接备案到就医地市或省

份;落实“三个一批”要求,逐步提高农民工和就

业创业人员异地就医备案率;取消手工报销备案

需就医地定点医疗机构和医保经办机构盖章,规

范落实手工报销(中心报账)医疗费用所需材料

清单及报销时限.门源县跨省异地就医备案人

数合计４８４人(职工２９８人,居民１８６人),城镇

职工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３５８人次,报销

费用４０１４８万元;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异地就医

直接结算８６人次,报销费用１２８９６万元.

♦医保政策宣传　结合“送医保入户”“金秋

招聘月”“医保宣传月”“民族团结宣传月”“法德

大舞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基层党组织书记

培训班等主题宣传活动、召开专题会议以及下乡

开展结对帮扶等契机,宣传医保政策及医保典型

案例等,发放医保政策宣传资料２万余份,宣传

品５０００余份、现场答疑政策６０００余人次、专家

义诊４场次受益群众５００余人次;向“金门源”

“门源党建”等微信公众号投稿,刊登宣传类文章

１５篇,累计阅读数量５万人次.

♦党的建设　增强服务意识,提升服务能

力,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和医疗保障“一站式”服

务、“一网通办、一事通办”的需要为根本出发点

和落脚点,解决参保支付、医保扶贫中的突出问

题,推进医疗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建立完善党

建＋“送医保入户”服务机制,采取工作人员分片

包干的服务形式,通过系统筛选、建立台账的工

作方法,对贫困人口发生的３万元以上、非贫困

人口发生的５万元以上住院医疗费用的基本医

疗报销、大病医疗补偿、医疗救助进行跟踪服务,

确保参保群众足额享受医保待遇.开展党建＋

医保政策宣传“六进”活动(进机关、进乡村、进社

区、进课堂、进医院、进寺院),组织党员干部为参

保群众面对面宣传讲解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慢性病、医疗救助、异地就医结算等政策及医保

典型案例,对群众关注度高的“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缴费标准为什么逐年递增和门诊账户清

零”等热点问题进行宣讲.同时,通过回顾城乡

居民医保发展历程、近年来门源医保工作取得的

新进展、新成果等,宣传医疗保障保基本、保大

病、保民生给人民群众带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医保政策的知晓率,

营造全社会关注医保的良好氛围.

(审稿:夏青艳　撰稿:窦润菊)

文体旅游广电

♦概述　全县接待国内游客３５９８万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１０６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１５％和２１％.全县公共文化事业费支出８６９３６

万元,人均５３５７元.

♦党的建设　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局和旅游

局合并后,构建新的党组和党支部,选举产生新

一届机关支部委员会,对合同机关党组和党支部

各项工作明确职责分工,完善各项工作机制,制

定新的工作制度,研究成立门源县体育总会等９

个组织,开展体育赛事等各项工作.强化文体旅

游广电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发挥主体作用,落实

一岗双责,主动作为,推进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建

设,完成生态文明建设、脱贫攻坚、“扫黑除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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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团结、文明创建等工作.以乡村旅游业发展

为主线,开展投资分红、摊点售卖等方式的精准

扶贫工作,年分红１９３万元,惠及７０６户贫困户.

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引领,强化行业整治工

作,开展景区景点、宾馆饭店集中整治行动.县

文体旅游广电局被海北州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办

公室命名为海北州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示范

单位.

♦项目工作　指定专人负责全县重点景区、

乡村旅游接待点、公路沿线旅游厕所建设、运营

及管理工作,推动实施“厕所革命”建设任务工

作.对重点、难点项目推进情况多次召开专题会

议,组织专人赴省发改委对百里花海、千亩锦绣

花田等重点项目的落地建设情况进行对接,实行

包干制推动重点项目建设.顺利开工建设投资

１１２５万元青石嘴游客服务中心项目;投资 各

１０００万元的百里花海、千亩锦绣花田项目发布

招标公告;投资１５３５６６７万元的门源县全民健

身中心和非物质文化展演中心项目、投资３７９１

万元的行政服务中心和信息服务中心项目和投

资１０５４万元的门源县广播电视台演播厅(室)装

修工程、设备购置项目(EPC)开工建设.加大项

目的申报储备工作,申报总投资 ４７２１万元的

２０２０年全省文旅提升工程项目和总投资１４１８２９

万元的“十四五”规划建设项目.谋划“软项目”

储备、申报工作,通过省文化旅游厅申报２０２０年

全省冬春季旅游活动启动仪式,第十七届全省花

儿演唱会开幕式.

♦文体活动　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

重要导向,举办青海岗什卡第二届高海拔世界

滑雪登山大师赛暨北京冬奥会倒计时１０００天嘉

年华活动,“５１９”中国旅游日海北州主会场宣

传活动,２０１９青海门源油菜花文化旅游节暨

首届祁连山风筝节等大型文化旅游体育活动.

争取承办第十六届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开

幕式、海北第二届那达慕大会,完成第六届环青

海湖(国际)电动汽车挑战赛、“天佑德杯”第十八

届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门源赛段各项工

作、全州首届农民丰收节暨第二届白牦牛艺术

节.开展全县农牧民男子篮球赛、男子足球赛、

门源县第二届浩门马赛马会、２０１９岗什卡１００

越野赛和FKT速攀赛等一系列群众性文化体育

活动.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青

海解放７０周年,配合各有关部门开展“时代新人

说我与祖国共奋进”职工演讲比赛和全县“我

和我的祖国”职工歌咏比赛等活动.

♦文化旅游　组织省内各大媒体在省会西

宁召开２０１９青海门源油菜花文化旅游节暨首

届祁连山风筝节通气会,组织门源县特色旅游商

品、旅游景区、星级饭店农家乐等３０多家文旅企

业,携３０多种特色旅游商品参加“２０１９大美青

海文化旅游商品博览会”和２０１９青海文化旅游

节暨西部旅游营销大会.举办门源县旅游推介

大会、“瞰见门源”首届无人机航拍大赛、“大咖视

觉睛彩门源”等宣传推介活动.为全县１０５名

各级道德模范、劳动模范免费赠送价值２２０００余

元的景区门票.编印２０１９青海门源油菜花文

化旅游节暨首届祁连山风筝节系列活动指南和

门源休闲浪漫之旅各大景区简介宣传折页等,在

动车站、达坂山观景台等交通要道设立旅游服务

咨询台进行宣传推介,为游客提供更便捷、更全

面的旅游服务.

♦文化遗产保护　加大对全县２９处文物

(国保２处、省保１３处、县保１４处)的保护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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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县１３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

设控制地带进行四至及 GPS测点测量,强化对

全县文保单位负责人及文保员的业务培训.推

进非遗的传承保护,在东川镇寄宿制小学、青石

嘴镇大滩小学、麻莲寄宿制小学等开展非遗进校

园活动,使“回族宴席曲”校园课堂得到普遍落

实.开展“回族宴席曲”县级代表性传承人收徒

传艺活动,带领眉户戏剧团赴西宁参加全省优秀

地方戏展演活动,以及组织非遗刺绣传承人参加

青海省第二届“民族团结杯”青海刺绣大赛、刺绣

精品展活动.

♦市场监管　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加大对重

点景区摊点、购物店、餐馆等涉旅企业开展专项

整治行动,尤其对青石嘴镇出现的“蜜蜡购买”

“天价药”等事件依法进行处置,形成强大震慑.

开展集中整治１６次,查处旅游乱象４起,营造诚

信经营、公平竞争、文明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

紧密结合日常监管工作,对全县范围内的４家网

吧、８处旅游景区、１５家旅游宾馆、２家印刷厂、１

家电影院、１处民族体育场、５家图书店、３５处旅

游公厕开展多次集中整治行动,开展安全专项检

查.落实各项安全播出责任制度,在全国“两

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暨青海解

放７０周年等重要保障期和重点安全播出时段,

重点安排技术骨干值班,值机人员２４小时坚守

岗位,严密监控,做到广播电视节目“零停播”“零

插播”.

♦新闻宣传　推出«脱贫路上»«同树文明新

风 共创文明城市»«推进乡村振兴发展 共建幸

福美丽家园»«整治人居环境 我们在行动»«“扫

黑除恶”进行时»«壮丽７０年 奋斗新时代»«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等系列专栏,播发新闻１０５期,

推出微信２６１期,推进重点政策图文解读,让全

县群众掌握了解政策提供便利.同时,花海民族

艺术团结合党的十九大精神,通过文艺形式宣传

党的方针政策、脱贫攻坚等取得良好的社会效

应,１１月,被中宣部授予“第八届全国服务农民、

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的荣誉称号.

(审稿:王延生　撰稿:高银花)

退役军人事务

♦概述　退役军人事务局于３月２８日挂牌

成立,核定行政编制３名.按照“三定”规定,办

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和单位基本账户,刻

制公章和财务专用章,退役军人事务局的相关业

务工作步入正常轨道.根据«中共门源县委机构

编制委员会‹关于设立门源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的通知›»(门编委﹝２０１９﹞１号)精神,设立县

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乡镇、社区退役军人服务

站.退役服务中心共核定事业编制工作人员４

名.按照建立健全“五级”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

系和“全覆盖”要求,在各乡镇统一加挂退役军人

服务站牌子,为建立健全门源县退役军人服务保

障体系网络打下坚实的基础.完成资产划转,整

合工作职能.从县人社局、民政局等相关部门中

提炼整合退役军人管理、拥军优抚、移交安置、就

业扶持、荣誉褒扬、生活补助金及优待金发放、烈

士公墓管理等工作,业务开展规范有序,发布的

规章、规范性文件继续执行,保持政策的连续性.

♦退役军人服务　在组建机构的同时,完成

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信息采集工作,采集信

息１６５１人;向现役及退役军人家庭发放、悬挂光

荣牌,完成率１００％;对３０名自主就业士兵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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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额发放一次性经济补助２１７４５万元;向现役

义务兵发放家庭优待金６９万元;向６０周岁以上

农村籍退役士兵、“三属”、两参人员、烈士子女、

伤残抚恤人员及４２０名优抚对象发放各类优抚

补助金２５８２４万元;开展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７０周年,青海解放７０周年”拥军爱民主题活

动;以“鱼水情,强军梦”为主题的“双拥”创建活

动;为符合条件的３８９名优抚对象进行免费体

检;组织符合条件的残疾军人和涉核人员前往省

内疗养机构进行疗养;对新兵进行回访;举行烈

士纪公祭活动;为退役军人搭建就业创业交流服

务平台,举行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专场招聘会,为

广大退役军人提供涉及１４项专业技术工种的免

费技能培训;做好部分退役军人社会保险接续工

作,对符合条件的社保接续档案提交社保、医保

进行复核;依照政策规定,对军休干部进行慰问;

做好“双拥”模范县考评准备工作,查漏补缺、收

集整理档案.完成“两节”期间对驻军(警)部队

和优抚对象的慰问工作,发放慰问金１５万元.

♦党风廉政制度建设　为贯彻党要管党、从

严治党的方针,落实“一岗双责”,以«中国共产党

廉洁自律准则»严格约束全体干部,制定«财务报

销及资产管理制度»«考勤及请销假制度»«车辆

管理制度»«工作人员职责分工的安排»等相关制

度,做到按制度办事的工作格局,明确工作职责,

为提升机关依法行政能力建设奠定基础.

♦法治建设　贯彻省、州、县关于法治建设

的重大决策部署,做到依法行政、依法执政的共

同推进,在抓好«党委(党组)法治门源工作责任

制实施办法»«青海省贯彻‹党委(党组)法治门源

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的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

和国兵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学习,

加强对退役军人的法律法规宣传教育,提高他们

的遵法守法意识,在广场、人口集聚地多次开展

法律法规宣传,发放“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资

料４００余份,发放«致全县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

对象的一封信»２００余份,悬挂“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内容的横幅,为开展好法治建设工作营造良

好氛围.

(审稿:胡永峰　撰稿:马爱民)

地方志

♦概述　门源县地方办公室有工作人员４

人,其中在编人员２人,公益性岗位人员２人.

主要承担资料收集整理、志书编纂、方志理论研

究、编纂出版地方年鉴、提供地情咨询服务、编写

地情丛书等任务.

♦«志 书»编 纂 　 «门 源 回 族 自 治 县 志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于２０１７年８月由州地方志办公

室进行终审.根据州评委会和专家们提出的意

见、建议,对县志进行修改,调整章节８处,删除

涉及机密的表格６处,文字１３处,增加断代年限

记述２２０处２万多字,图片２０多幅,修改１２００

多处.将原稿２３编调整为２８编,增加“经济总

情”一编,分述另设“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人民

政府”“人民政协”“群众和社会团体”等５编,志

书共１２３章４９０节.修改后交付设计单位再次

设计和排版,出版社按要求进行三次审定.年

初,州地方志办公室对出版稿进行验收,认为«门

源回族自治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观点正确、资料

丰富、体例严谨、领属得当、内容翔实、行文流畅,

全面系统、客观、准确地记录门源县经济社会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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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发展、变迁的历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地

方特色.于 ２ 月 收 到 准 印 通 知,于 当 月 出 版

发行.

♦«综合年鉴»编纂　年鉴编纂在求新求精

上下功夫,抓好撰写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树立精

品意识,优化编目,彰显特色,避免千志一面的现

象.在坚持传统志书体例规范的基础上,在体

例、笔法上不断创新,增强志书可读性,把重大决

策、重大项目、重要事件写实写透,讲好地方故

事,传承文化精神.在工作中加强与各乡镇、各

部门、各单位的联系,督查各单位年鉴稿件报送

质量,对年鉴资料收集工作分别给予指导.对收

集到的资料,编辑人员进行校对,反复修改.编

纂完成后分别送设计单位和出版社审核排版,期

间又对文字进行多次校对,２０１９年１１月,«门源

年鉴(２０１９)»出版发行,收录文字４０余万字,图

片８８幅,彩版部分除当年重要领导来门源检查

调研、重要会议、重要活动工作照外,特别增加县

上举办的各类活动和重大事件的图片.全鉴设

有篇目、栏目、分目三个结构层次;主要篇目有特

载、县情概况、大事记、组织机构和领导名录、政

治、地方军事、经济、社会事业、乡镇简介、荣誉奖

励等１０篇;栏目顺序按党委、人大、政府、政协、

群团、法制、经济管理、农林牧业、工业等１６层分

类安排,条目百余个.在编排质量上较往年有很

大提高.同时根据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要求,按

质按量地完成省、州２０１９年鉴相关资料的报送

任务.

♦自身建设　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对史志

工作队伍能力素质的更高要求,加强素质能力提

升、思想政治建设和人员培养.参加政府办周三

集体学习会,掌握党和国家的最近政策动态,坚

持个人自学和单位集中学习相结合的制度,学习

十九届一中、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及省州

重要文件和会议精神,学习党纪政策法规,拓宽

学习 内 容,提 高 理 论 素 养.抓 学 用 结 合,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修志

工作,做到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狠抓党风廉政建

设,树立清风正气,严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倡导

终身学习的风气,树立大局观念、奉献精神、看齐

意识,增强内部团结协作,营造风清气正的史志

工作环境.以撰写高质量的志书为目标,制定严

密的学习培训计划,将工作人员的学习培训纳入

个人目标考核.搜集学习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

获奖作品及志书编纂经验类书籍,根据志鉴编纂

业务开展情况,借鉴运用.学习«地方志工作条

例»«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等地方志编纂

知识,关注中国方志网、青海省情网及其微信公

众号,学习借鉴全国优秀志书编纂经验,用理论

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派出工作人员参加全国民

族地方志鉴编纂培训班和全省少数民族古籍文

献整理与研究人才培训班.开展精神文明建设、

民族团结进步、平安单位创建、行风建设、文明县

城创建等活动,营造催人奋进、团结进取、不断创

新的精神理念.在全县举行的油菜花文化旅游

节、国际环湖赛比赛活动等活动中,参与普及文

明风尚、整治公共环境、维护社会秩序、关心下一

代以及文化、科技、卫生等志愿服务活动.在精

准扶贫工作中到香卡村,为贫困家庭提供生活救

助,下乡８人次,捐赠生活用品价１５００多元.

(审稿:马安邦　撰稿:卢贤德)

气　象

♦概述　县气象局有国家基准站１个、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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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１９个、农田小气候站１个、土壤水分站３个,

设施农业智慧气象站１个.有正式职工１６名,

其中高工１名,工程师１４人,助理工程师１人,

党员６人.２０１９年,门源县平均气温为２３摄氏

度,与历年同期相比偏高１０摄氏度,年降水量

为７０８２毫米,与历年同期相比偏多３８％.

♦从严治党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工作,制定实施方案,牢牢把握主题教育

总要求和具体目标,开展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

视问题、整改落实工作,取得预期效果.提高党

建工作能力和水平.制定领导班子成员从严治

党工作任务清单,落实党建各项工作任务,制定

党支部建设年度工作计划和学习计划,严肃“三

会一课”、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谈心谈话

等党内政治生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推进

各项工作措施的落实.强化党风廉政“两个责

任”落实.与州局签订责任书,细化党风廉政建

设工作责任.梳理廉政风险隐患点,完善风险防

控工作流程,建立公务接待档案、办公用品出入

库登记台账,严格执行大额资金支出审批程序.

♦综合气象观测　强化气象设备维护保障

工作,为获取气象第一手资料提供技术保障.对

全县２５个各类自动气象站开展定期维护,全年

故障反应时间在１小时之内,排除故障时间控制

在６小时之内,有效数据传输率９９９８％,超过

各类业务考核指标.年内依托项目共建设投入

使用土壤水分站一个、设施农业智慧气象站一

个、农田小气候站一个,为门源县气候研究、精细

化预报、精准智慧服务提供更多气象资料.

♦气象服务　年初结合实际和调研情况制

定服务方案,完善服务材料,拓展服务渠道.全

年通过手机短信有效发布各类气象预警服务信

息１４７条,接受２０７４１７人次,发布决策气象服务

信息、为农气象服务信息、专题服务信息、公众气

象服务信息等９４期.与农牧、水利、交通、文旅、

应急管理局、自然资源局等部门协商签订框架协

议,定期召开专家联盟联席会议,提升气象服务

的质量、效率,使气象服务工作更接地气,更符合

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要.

♦人影防雹　２０１９年,人影防雹工作按照

计划于６月１日至１０月１４日实施,全县１５个

作业点开展作业４７次,消耗高炮炮弹１０３０发、

消耗火箭弹４８枚.作业实施初对射界图进行更

新,加大人影安全管理工作和人员培训力度.

♦雷电防护安全社会监管　及时更新重点

监管单位名录库,年内对１８家监管单位雷电防

护设施年检情况和雷电防护安全责任落实、制度

建设、检查维护记录等情况进行检查,督促整改

存在的问题,在“３２３”“５１２”等宣传日开展防

雷安全教育宣传.

(审稿:王连东　撰稿:郑兴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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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农牧场

浩门镇

♦概述　浩门镇位于门源县中部,县府所在

地,是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平均海拔

２８６１米,总面积３７８３７平方千米,县城占地面

积６０平方千米.全镇辖９个行政村,４个社区,

有回族、汉 族、藏 族、土 族 等 １０ 个 民 族 聚 居.

９４８４户 ３０７９３ 人.其 中,城 镇 居 民 ６２１６ 户,

１７８７８人,占总人口的５８０６％;农村居民３２６８

户,１２９１５人,占总人口的４１９４％;少数民族占

５４１％,外来流动人口１３０６人.全镇总耕地面

积３９６６６７公顷,人均耕地面积０３１公顷;可利

用天然草场面积１２５万公顷,人均草场面积

０９８公顷;退耕地１２４０７公顷;全镇有村(居)

委会１３个,司法所、城管队、综合服务中心、兽医

站等各站所齐全.有基层党组织(支部)１４个,

其中机关党支部１个,农村党支部９个,社区党

支部４个,有党员６５４名,建有村级综合办公服

务中心９所、社区居民服务中心４所、党员远程

教育终端站点１３处.

♦指标完成情况　２０１９年,全镇经济总收

入１４５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１０６９６８元,比

上年增长２１％.完成油菜１５１７０７公顷、蔬菜

９５８公顷、饲草１９３７３公顷、马铃薯２１６６７公

顷.全年粮食单产３００千克,总产量８６１７２吨,

油菜单产１１６千克,总产量２６３９７吨.种植火

焰蔘６１８７公顷、红莴笋２１３３公顷;牲畜出栏

１２３２０头只,其中牛１５６８头,羊１０４７７只,猪２７５

头;完成土地确权面积３１６８８６公顷,流转土地

７３３２３公顷,户均收入２４３９４３元,培育６６７公

顷以上种粮大户７户.全镇９村发放耕地地力

保护补贴４７２９万元,草原生态奖补资金５６２３１

万元.

♦乡村经济　整合北关村、团结村等７个村

集体经济发展资金２８０万元,实施村集体经济投

资分红项目,各村年底分红３万元;整合头塘村、

煤窑沟村、圪垯村３个村山东援建项目资金１５０

万元,实施村集体经济投资分红项目,各村年底

分红４万元;整合头塘村集体经济发展资金、少

数民族发展资金８４２０８万元,对头塘村进行旅

游开发;将煤窑沟村５０万元援建资金投入农业

光伏电站分红,年收益４万元;利用二道崖湾村

集体经济专项扶持资金３０万元,实施村集体经

济投资分红项目,分红２４万元;投入９村省级

财政扶持资金５８６万余元购置宾馆发展产业,每

年收益近４０万元,每村每年可收益４万余元;将

头塘村省级财政扶持资金１５０万元及圪垯村现

有村集体资金５０万元投入青海熙莊商贸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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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按８％投资收益,年收益１６万元.其中,头

塘村收益１２万元,圪垯村收益４万元;将西关、

北关村山东援建资金１００万元投入门源县佳联

渔业科技有限公司,按３％起逐年递增的比例收

益,收益３万元,每村可收益１５万元;将南关村

中央财政扶持资金５０万元投入门源县志远文化

旅游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每年按１０％的比例投

资收益,收益５万元;将小沙沟村中央财政扶持

资金８０万元用于购置农机具,实现本村土地集

约化种植和机械租赁收益,实现创收１２万元;将

二道崖湾村、团结村１２０万元用于发展新型超市

产业,年创收８４万元,二道崖湾村收益３５万

元、团结村收益４９万元.年底各村集体资金除

本金外,各项收益最低１１１万元,最高１１１７

万元.

♦民营经济　经济结构调整,鼓励和扶持民

营经济的发展.辖区内有专业合作社６２家,宾

馆住宿２６家,快递运输７家,百货营销８２６家,

餐饮饭店１６５家,农产品销售１５４家,五金加工、

建材销售１２５家.

♦项目建设　实施项目６项,其中续建项目

３项,总投资３４３５８万元,分别为头塘村乡村旅

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头塘村“一事一议”建设项

目、浩门镇“八有工程”建设项目;新建项目３项,

总投资１９２万元,分别为浩门镇与威海市环翠区

结对帮扶———浩门风情美食街建设项目、西关村

庭院建设项目和头塘村村口景观滴水工程.实

施的项目有投资１００万元的煤窑沟村人居环境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与援建办对接审批,于２０２０

年９月份完成;投资４００万元的乡村振兴试点村

建设项目和投资１００万元的头塘村人居环境整

治项目,方案编制完成;完成投资１００万元的环

翠区援建民俗街(东街)夜市建设项目.

♦特色饮食文化产业　７月,开放启动浩门

风情美食街夜市,打造本地民俗文化品牌,发展

夜市经济.夜市拓展延伸建设至民俗东街,项目

建设总投资２００万元.

♦精准扶贫　全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３０６

户９８９人,省定贫困村１个(煤窑沟村).逐村逐

户对基础设施、建档立卡户“两不愁三保障”落实

情况进行排查,对脱贫人口稳定脱贫和退出村巩

固提升两个方面开展“回头看”,脱贫人口和退出

村各项指标均标,无返贫等现象.实施投入资金

３００万元照壁山旅游扶贫开发项目和投入资金

３００万元的头塘乡村旅游扶贫项目,带动贫困户

６５户 ２２９ 人,年 人 均 分 红 １３１０ 元,人 均 分 红

３９３０元;头塘乡村旅游扶贫项目纳入头塘乡村

振兴示范点建设项目,修建游客服务中心、种植

花卉、打造人造景点,发展乡村旅游业,带动贫困

户发展农家宾馆、农家饭店、农家土特产品销售

等“农家经济”,拓宽贫困户的增收渠道,贫困户

在景区务工,实现在家门口转移就业.２０１６—

２０１９年整合到户产业项目资金５４７８４万元实

施资产收益项目３个,购置商铺６６４９９平方米.

通过将五村１１户贫困户扶贫资金整合后投入到

青海省吉上杞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入股分红,

贫困户两年人均分红１２８０元.为９个村的贫困

人口落实１４６个护林员岗位、３个公益性岗位,２

个道路管护员岗位,年发放工资总额２８５６２万

元;贫困劳动力外出就业２３５人次,增收３５２８９

万元.审核通过“雨露计划”资助申请学生４９

人.发放扶贫小额贷款１４２笔４１１万元.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１００％.有

１５３户农户加入互助协会,发放贷款５４１万元.

４３２

门源年鉴(２０２０)



举办各类就业宣讲活动８场次,实用技术培训３

场次,培训农民工１００余人次;输出劳动力４２３５

人,占总劳动力的７２７１％,劳务收入３９４７３５万

元,人均０９３万元.

♦生态环境保护　完成国土绿化８７６４０株,

３４９９公顷,完成目标任务.同时完成山水林田

湖各类生态经济林和公益林树种１２公顷７２０００

余株.开展河湖长智能巡河工作,治理河外周边

乱搭乱建棚房５处１３间,乱堆乱放１３处,清理

河道４０公里,清除垃圾３０余吨.防火工作坚持

“预防为主,消防结合”的工作方针,重管理、重排

查,加大宣传和整治力度,检查学校３所、住宅小

区５个以及永兄超市等人员集密场所４家,处理

失火事件１起,挽回经济损失８０００元.排查清

理水渠、排洪渠１３处,疏通堵塞涵洞７处,排除

较大隐患２处.结合山水林田湖项目,治理河道

６８千米,其中煤窑沟河道３８千米,头塘河道３

千米.

♦精神文明建设　强化思想阵地建设,编发

简报１０６期,电视台播报新闻１６条,«金门源»微

信平台刊发浩门信息１４篇,«祁连山报»刊登浩

门新闻１篇,青海经济生活频道播报１条.开展

“三八”妇女节法律大讲堂、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学雷锋活动、全民义务植树、环境卫生整治、表彰

最美家庭、演讲比赛、移风易俗演出、脱贫感恩回

馈等活动.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开展“洁美农

家”“五星级文明户”等创建评比活动.２０１９年,

评出五星级文明户９５４户,其中社区６２２户,村

３３２户,五星级文明标兵户１４户.

♦城市创城工作　以 QQ、微信、LED电子

屏、微信倡议书等形式宣传创城知识,创城工作

群众知晓率１００％.推行环卫工人工作制度和

绩效考核办法,设置路段环境卫生责任牌,不定

期对责任片区路面、人行道、果皮箱、小广告绿化

带等督查,劝导不文明行为,形成监督管理的长

效机制.加强社区青少年教育阵地建设,在社区

成立“爱心课堂”“道德讲堂”.推行学校、家庭、

社会“三结合”教育网络的工作机制,利用村、社

区图书室,开展青少年“知荣辱,树新风”读书教

育活动,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维稳工作　实施“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

务”的工作机制,开展矛盾纠纷调解、便民服务

点、应急指挥调度、社区矫正服务、网格化管理、

社区戒毒(康复)管理站、计生、民政等为一体的

综合服务.对全镇涉毒人员底数排查入网,社区

戒毒(康复)人员管控执行率１００％,会同有关部

门对社区戒毒(康复)人员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对全镇１０４名各类重点人员建立“重点管控人

员”“一对多、一对一”管控责任分解台账,形成

镇、村、社、个人四级工作网络,促进综治维稳各

项工作的落实.安置临时摊点６个６人;集中安

置乱停乱放车辆６处７０辆;在原粮食局院内建

设的临时安置区安置汽车修理、补胎加气、汽车

装潢、五金焊接、建材销售等经营户４７户,责令

店内经营７户;规整西关街主道路旁洗车的经营

户１３户;修剪、规整绿化带３８千米、布置规整

人行道花坛１４个;规范“齐门经营”的经营户４３

户;限期拆迁搬离违规废品收购站１处;各类城

管乱象９７条;排查登记非法出租民宅１１９户.

综治维稳办和司法所、各村(社区)调委会接待各

类矛盾纠纷和影响稳定问题１５３起,调处成功

１４９起,一般矛盾纠纷化解率９７３％;接待群众

来信来访网上信访６件,全镇串门入户发放“扫

黑除恶”应宣传资料１５０００余份,在辖区主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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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公示栏处张贴海报３００余张,悬挂横幅６０

条,建立宣传、摸排入户台账６０００户１２０００余

次.全镇有５１人通过“法宣在线”网络学法平台

学 法,课 程 学 习 积 分 １５０３０５ 分,人 均 积 分

２９４７分.

♦民族团结　斋月期间南关清真寺慰问特

困户１８户,其中汉族同胞８户,发放米、面、油等

物资.开展“中国人民共和国国旗、宪法和法律

法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进清真寺”活动、回族民俗文化展等活动,正确认

识和处理国法与教规的关系.召开座谈会４次,

开展各类集中宣传日活动２０余次,悬挂横幅２０

余条,举办民族团结进步宣传专栏４期.对宗教

管理人员强化培训,召开宗教教职人员专题培训

会１次,集中宣讲１６次,悬挂横幅２５条.在各

寺院安装升旗台、国旗杆及荣誉墙,增强教职人

员爱国主义情怀.对全镇７座清真寺院的内部

管理、稳定、安全等方面督促检查１４次,排除消

防、电力、防火等安全隐患点２５处.

♦社会保障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７９１０人,征收养老保险费２４８２３００元,完成率

９８８３％.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为１１７９５

人,参保率９６％.城乡低保１４５２户３２９２人,城

乡特困供养人员４１户４２人,申报城乡临时救助

１４９户,城乡医疗救助３２户.出生２４５人,男

１０８人,女１３７人,人口出生率８５‰,自然增长

率６２‰,政策符合率９６７％,免费孕前优生检

查覆盖率９０％,征收社会抚养费０１６万元.完

成２０１９年农牧民户厕所建设１００座.

♦组织机构　全镇党支部１４个,其中机关

党支部１个,农村党支部９个,社区党支部４个,

有党员６５４名,其中农村党员２４８名,女党员１６８

名,少数民族党员３３４名,大专及以上党员２１７

名.集中学习４５期,讲授各类专题党课４３场.

帮扶慰问老党员、老干部６０余人次,７０岁以上

老人１３１人次,生病机关干部９人.调整村“两

委”班子成员４人,社区“两委”成员６人,补选社

区委员１名.发展党员６名,积极分子１７名,转

正１９名.研究制定«浩门镇村集体经济收入管

理分配指导意见(试行)»,建立灵活多样的股权

收益分配机制,促进实现公益事业有保障.

♦“十户联治”　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创新治

理机制,把“十户联治”作为“社会治理＋服务”的

重要载体,对农户实行积分制管理,通过党支部

主导,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党建＋”工作模式,

将人居环境整治、社会治安、孝老爱亲、邻里团

结、勤劳致富、诚实守信、移风易俗等内容纳入

“十户联治”机制治理范围,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

问题.

♦环境整治　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设立环

境卫生监管员,详细排查整治工作中存在的难点

问题,建立台账,销号解决.与辖区建单位、职能

部门和社区物业联合制定整治方案,细化整治措

施,合力攻坚整治难点.结合“村收集、镇拉运、

县处理”的垃圾清运模式,整合并合理调配环卫

设施设备,成立村级保洁队伍,定期开展各村每

周“环境卫生集中整治”活动,农村生活垃圾得到

清理.联合住建部门对棚户区拆迁垃圾进行攻

坚清理,解决城中村拆迁区垃圾清理困难的问

题.推行环境卫生“十户联治”制度.对农户参

与卫生整治的次数和环境责任区卫生状况进行

量化登记,作为评先评优和相关优惠政策落实的

重要参考依据,形成广大群众参与乡村治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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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成果的良好氛围.对小沙沟村绍明钢材厂

占用耕地、宅基地违规改变土地用途问题进行整

治,完成场地恢复平整工作.对限养区内的４个

专业合作社进行限制性发展,引导逐步向种植等

行业转型.对禁养区内的５个专业合作社做禁

养处理,制定关停、转产实施方案,督促其向香菇

种植行业转型.

♦城管工作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解

决公益性岗位环卫工人４２人,临聘家庭困难人

员４０名充实到保洁队伍中,取新购置摆臂式垃

圾车１辆、清扫车１辆、洗扫车１辆、吸尘车２

辆,洒水车１辆、扬尘车１辆.维修水篦子５０余

处,维修、更换下水井盖２２处,疏通下水管道２３

处,修理被破坏铁艺护栏２００米,更换破损路灯

６盏.治理流动摊点３００余处,占道经营户８０余

户.出动干部职工５０余人,雇佣双桥翻斗车３

辆、挖掘机４辆、装载机２辆,拉运土方８４００立

方,覆盖垃圾面积２万余平方米,对整治完毕的

场区进行苫盖和后续再填埋工作,拉运封场土方

５２万方,与住建、生态部门衔接制定封场方案.

对县城内放置的１２４个花坛进行鲜花栽植摆放,

清理街道杂草１８５００平方米,栽植草１０３００平方

米、花３２１８０株.维修路灯４００余盏,维修路灯

线路７０余处,保障行人早间及夜间出行安全.

♦社区建设　按照“综治中心＋网格化管

理”的模式,在全镇建立１个镇综治中心,１３个

村(社区)综治中心,划分６３个网格,配备网格信

息员７１名,网格化管理覆盖面１００％.以２３个

村级便民服务点和１９个楼宇党小组为依托,开

展矛盾纠纷调解、应急指挥调度、计生、民政等为

一体的精细化、动态化综合服务管理.督促各物

业公司对辖区内各小区车辆乱停乱放、楼道内堆

放杂物、墙壁上乱贴乱画等问题进行集中整治.

同时,联合公安部门、物业公司在花园路社区建

立小区物业门卫治安信息员联络制度.

(审稿:孔庆汉　撰稿:孙婷)

青石嘴镇

♦概述　青石嘴镇地处门源西部,以农为

主、农牧结合的地区,是门源县西部地区的经济

中心、交通枢纽、商贸集散地.全镇辖区面积

４９０９８平方千米,辖１６个行政村,３个社区,驻

地单位３５个.全镇总人口４０５００人,其中农业

人口７７１０户,３４５００人.有回族、汉族、藏族、蒙

古族、撒拉族、土族６个民族,回族人口占总人口

的９２％.全镇耕地面积５１９６４７公顷,主要种植

青稞、油菜、饲草料等.有草原３２２万公顷,可

利用草场面积１３９万公顷,各类牲畜１３万头

(只).

♦指标完成情况　全镇一、二、三产业发展

较快,２０１９年,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００１４元.从事

三产业人员３７００人.

♦农牧业　播种各类农作物０５１万公顷,

油菜籽亩产量１１０千克,青稞亩产量２８０千克.

规模较大的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牧场６个,育肥

贩运牛５０７头,羊０４９万只,完成牛改２１１２头,

羊改７６９８只,完成春秋检疫牛羊１８３万头只,

检疫率９５％.

♦劳务输出　结合“雨露工程”等技能培训

项目,组织农民工参加技能培训２００人/次.输

出劳力９３２１人次,其中跨省务工人员２９７５人

７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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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人均收入１１５１４元.

♦项目建设　建成新标准卫生厕所２００座,

完成镇集中供暖管道增设建设项目,实施尕大滩

村高原美丽乡村建设项目.

♦精准扶贫　成立红沟村农机服务队,整合

各类资金２００万元建设利民农牧场,购置各类农

机,流转土地４０公顷,收入２０万元以上.将上

吊沟等１２个村各项扶贫资金１６４３７７万元进行

整合,按扶贫资金投资使用相关要求,购买西部

旅游综合商贸有限公司名下西部宾馆,以１２０万

元的年承包费对外承包经营.完成国家、省级贫

困县脱贫“摘帽”第三方抽查评估验收,落实省级

成效考核等检查和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回头

看”问题整改.“雨露工程”培训２００人次.输出

劳力９３２１人次,其中跨省务工人员２９７５人次,

占外出劳动力的３１％,人均收入１１５１４元.

♦生态环境保护　完成绿化任务２９６７公

顷,发挥１７３名生态管护员作用,引导群众做好

后续管护措施.实施“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

与修复建设工程,植树１４７９２株,其中云杉７４９２

株,青杨７３００株.围绕市场秩序、道路交通、街

面卫生、村庄环境及乱搭乱建、乱堆乱放问题,出

动人员１５００人次,各种车辆３００余车次,清理建

筑、生活等各类垃圾４００吨.整治国道沿线、街

区道路、村庄主干道、河道渠沟、农户门前院后的

环境卫生,评比各村农户卫生状况.在白土沟村

举办全州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观摩会.在油菜花

文化旅游节期间,对存在的阴阳菜谱、宰客欺客

等餐饮乱象等专项整治.严格落实工作要求开

展巡河,建立健全巡河台账,整改发现问题,清理

河道及周边垃圾１３吨,镇村两级河长开展巡河

９４人次.建设新标准卫生厕所２００座,抓好集

中供暖管道增设建设,实施尕大滩村高原美丽乡

村建设项目,完成基础设施建设任务.

♦教育卫生　实施十五年免费教育,落实控

辍保学措施,劝返义务教育辍学生复读４３人,适

龄少 年 入 学 率 １００％,小 学 毕 业 生 升 学 率

９８８％,向职校输送初中毕业生学生１０１人.期

末育龄妇女６９２８人,出生４４２人,其中二胎１７０

人;放置节育器７２例,三查率９７％;落户生育登

记服务制度１００％,孕前优生健康检查覆盖率

９９％.报销住院３９０５人次１２１５万元,报销门诊

费１１８６０人次４１４４万元;发放６０岁以上养老

保险金 ４４３２３万元;发放草原生态补偿资金

１２０６万元,３２２万公顷,发放粮补资金６２２８６

万元,４１５３３３公顷.

♦社会保障　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的对象６５１户,１５７７人,发放低保金６５１９５万

元.其中农村低保３７２户９８４人,发放３０１８３

万元,城镇低保２７９户５９３人,发放３５０１１８万

元,特困供养人员２７人,发放补助３２６７万元,

优抚对象３９人.全镇残疾人８１３人,享受补助

的人员７３４人,发放残疾人补助４７２５万元.临

时救助申请户数５７户,给予救助５２７万元.申

请医疗救助１４５户.完成农户危旧房建设４３

幢,发放补助１０７５万元,脱贫攻坚建房户１９

户,发放补助５９５万元.

♦民族团结　做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九

进”活动,专项整治“马有德偏激观点”,举办阿訇

和寺管会成员培训班２次.加强对宗教活动场

所管理,规范清真寺教职人员聘请、清真寺修建

等工作.对达标满三年的村(社区)、寺院复验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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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申报青石嘴镇为州级民族团结示范单位.

♦基层组织建设　举办党支部书记培训班

４次,开展党支部分类定级,整顿软弱涣散党支

部２个.修订完善«村干部管理办法»,推行“监

评会＋N”模式.整改完成州委第四交叉巡察组

巡察镇党委反馈的８个方面１６条问题.举办农

牧民冬春轮训班１期,主题教育党员培训班１

期,党委书记上党课１次,农村党员参加镇级培

训９００人次;各党支部定期开展固定党日、主题

党日活动１１次３０００余人次.对２０１８年排查出

的２１名长期不参加组织生活和交纳党费的党员

和１名群众意见大的党员,压实支部和党员责

任,分别限期进行帮教转化和测评.举办党员发

展培训班２期,发展党员２５人,确定入党积极分

子６７人,每村发展１名优秀年轻农牧民党员,培

育３名以上入党积极分子.签订«党风廉政建设

目标责任书»３０份,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建

立问题清单,查找６个方面１７条问题逐一整改.

执行来人接待、公车使用、财务开支、公务接待等

管理规定.镇领导班子成员、村“两委”主要负责

人及党员、监评会代表赴门源监狱参加警示活动

１次,举办廉政党课１次.开展集体约谈５次,

个别约谈５次,制作廉政墙１处.修改完善«党

委议事规则»«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等

制度,自办案件１起,办理信访件２起.

♦文明村创建　以整治高额彩礼为重点,宣

传«关于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的指导意

见»,做好乡风文明试点村建设,签订«婚丧事宜

简办承诺书»,完善红白理事会,建立移风易俗工

作台账,树立降低彩礼、婚事新办的“好妇联”马

元花的先进典型.在各村举行赛马会、运动会、

文艺演出、篮球比赛、“法德大舞台”等活动.成

功举办青石嘴镇第四届乡村美食文化节.评选

“五星级文明户”９８０户,标兵户１９户.开展全

国县级文明城市创建,对镇区环境卫生、交通秩

序、市场秩序、沿线、景区景点环境卫生等进行整

治,申报文明村镇和文明社区.

♦维稳工作　发挥“老马调解室”作用,排查

矛盾纠纷１２５起,化解１２０起,依托“三调联动”

工作机制排查调解农村中的婚姻、邻里等纠纷.

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发动群众梳理出１２

个方面２５条涉乱问题线索,根据管理权限自行

整治各类乱象１４条,上报县扫黑办１１条;对现

任村干部、监评会成员、村“两委”负责人进行资

格审查,清理１０年前有刑事记录的村委会主任

２人.深化“法律八进”工作机制,在不同时间段

和各敏感节点开展农村法治宣传教育,散发普法

资料２万余份,悬挂横幅１２０余条,开辟普法专

栏２４块,开展学校、清真寺专题普法活动４次.

打击非法宗教活动渗透,发现处理“瓦宣教”活动

１起,拆除德庆营村非法宗教活动点１处.

(审稿:张生贵　撰稿:马国栋)

东川镇

♦概述　东川镇位于门源县境东部,距县府

浩门镇２４千米,全镇土地面积５７４８平方千米,

辖１２个行政村、８９个生产合作社.人口２１１０２

人,其中农牧民４９９２户１９１６９人,占总人口的

９０８％;有回族、藏族、土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

７５０３人,占农牧民总人口的３９１％;有耕地４１９８

公顷,其中退耕地１２７０公顷,可利用草场总面积

为３４万公顷、林地面积２０６６６７公顷,是一个

以农为主、农牧结合、多民族聚居的乡镇.全镇

９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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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１６个党支部,其中农村党支部１２个、机关党

支部、东川卫生院党支部、东川镇寄宿制学校党

支部、社区党支部各１个,有党员４８２名,其中女

党员７７名、农牧民党员３８５名,大专及以上学历

８６名;有５个镇属单位,其中兽医站２个、卫生

院２个、社区居委会１所.

♦指标完成情况　实现农村经济总收入

２３３４３２３万元,同比增长６１％,其中第一产业

９９６７５６万 元,占 总 收 入 的 ４２７％;第 二 产 业

３５０１５ 万 元,占 总 收 入 的 １５％;第 三 产 业

１３０２５５２万元,占总收入的５５８％.全镇粮食

单产为２８１千克,油菜单产为１４０千克,粮油良

种化 率 １００％.农 膜 回 收 率 ８５％,蔬 菜 种 植

２０９６７公顷.各类牲畜３１２万头只,牛改８５０

头,羊改１２００只,藏系羊改良４５００只.传染病

预防３０８２万次,动物免疫效价合格率７０％.实

现农牧区劳动力转移５０００余人次,技能培训

２５０人次,劳务收入６５００万元,全镇人均劳务收

入为３０８０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１２６２３２１元,

同比增长６７％.

♦特色产业　种植当归、黄芪等药材１５０公

顷;新培育特色蔬菜专业合作社２家,种植面积

３３３３公顷,主要种植有马铃薯、甘蓝等蔬菜.

生产各类新鲜蔬菜１５６万千克,销售额６８０余万

元,带动农牧民务工增收６０００元.实施香卡村

养殖棚改建为香菇、平菇种植棚项目,投资１５０

万元投入３０万株菌棒,收益６０９万元.

♦传统农牧业　落实农作物播种４３１３３３

公顷,其中粮食作物２１００公顷、油料作物１１２０

公顷、饲草作物８８６６７公顷,其他作物２０６６７

公顷,协调化肥贷款２０００万元,耕地地力补贴

５００４万元,发放籽种２５８万千克,流转土地

５６６６７公顷.鼓励群众引进优良品种,牛羊育

肥贩运３１２万头只,出售羔羊１６８万只.

♦劳务经济　培育和强化经济能人带动、订

单劳务、技能劳务,加大农牧民培训和劳动力转

移就业力度,农牧区劳动力转移５０００人次,技能

培训２５０人次.

♦项目建设　投资５４９６９万元实施１８８８

公里村级道路新建、扩建及配套桥涵建设项目,

更换饮水工程主管道１９千米,新建、维修蓄水

池２座,投资８万余元排查解决人畜饮水管道故

障隐患１８处.全镇新建卫生厕所２００座.推进

各村农村电网改造、危旧房改造等项目工程.

♦精 准 扶 贫 　 全 镇 村 集 体 经 济 收 益

１６１３５６万元,平均每村收益１３４４６万元;整合

资金２０００万元,投入到门源县城乡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进行资产收益.

♦生态环境保护　与交通、公安、城管及市

场监管所等部门联合出动,整治车辆乱停乱放、

占道经营、销售过期食品等现象;调查摸底,查出

克图口违规修建的大棚房一处,按照相关规定进

行拆除.结合河长制工作,组织群众３万余人

次,清除镇村河道、房前屋后等为重点的环境卫

生死角,清除垃圾５６０吨.完成５２７万株义务

植树任务及１７８万株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与修

复试点项目植树造林绿化工程.

♦教育　学前教育、义务教育、特殊教育、职

业教育、高中教育及资助工作各项指标均完成全

年目标 任 务,落 实 三 江 源 异 地 办 学 奖 补 资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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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７６万元,受益１６８人(本科和专科生),落实

雨露计划６８万元,受益８１人.城乡居民医疗参

保１８６０１人,完成目标任务的９８％;乡村医生报

酬执行率１００％.人口出生率６２２‰,死亡率

５２６‰,自然增长率０９６‰.开工建设农村危

旧房改造２８户,完成目标任务的１００％.

♦社会保障　发放低保金２６７１万元、特困

群众生活费７６７万元,临时困难救助金１２２４

万元,养老保险金４４７２万元;报销门诊、住院医

药费２３８６６人次、１０９２２万元.

♦党建　结合“三会一课”制度,组织各党支

部书记、党员逐人签订“扫黑除恶”承诺书５１０余

份,组织全镇党支部以“扫黑除恶,党员先行”为

主题开展主题党日活动１６次,开展“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应知应会学习培训２６次;成立由党支

部书记担任负责人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１２个.

发展党员１２名,每个党支部均培养入党积极分

子３名.在“七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

年青海解放７０周年”期间,对生活困难党员、党

龄５０年以上老党员、优秀党员等走访慰问.贯

彻执行«海北州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管理细

则»,落实扶贫工作队成员的乡镇补贴、生活补

助、交通补贴、意外保险等.深化“３６５”工作室党

建品牌,提升村干部为民服务、为民解难事的能

力,到年底,“３６５工作室”接待群众来访７２０余

人次,收到党员群众意见建议１５条,反馈回复

１５条.开展走访慰问党员群众１４０余人次,为

特殊群体代办事项５０余件.

♦廉政建设　与各村、镇属各单位签订«党

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书»及干部岗位承诺书.各

类专题学习６次,专题研究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

议１２次,开展集中约谈２次,纪律作风谈话２

次,召开专题会议２次,业务培训１次.年内镇

纪委受理信访线索２件,得到处理.

♦初心教育　全镇１２个村建立“初心学堂”

和“初心书屋”,购置学习图书１４５５余册,开展

“学、研、比”活动１２０余次.开展“初心学堂”学

习２４次,举办夜读班７次,送学上门３２次,发放

学习礼包４７个,参学１７８５人次;全镇３１名党员

结对各党支部３１名５０年以上党龄老党员开展

结对帮学.征求群众意见建议１６条,整改落实

１０条,长期坚持６条.

♦综治维稳　排查化解调处矛盾纠纷２０

起,化解率１００％.发挥“３６５调解室”作用,对婚

姻纠纷、邻里纠纷、老年人赡养等矛盾进行专项

化解,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

交.加强重要节庆、敏感节点、重大工程、甘青边

界的安全防范工作,定期分析社会治安形势,保

持严打高压态势.

♦精神文明建设　设立文明城市创建公益

广告牌４１处、宣传栏３３处、路灯景观牌１９１处.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３０余次,推进垃圾减量分类

工作,配备垃圾分类投放箱７６套,垃圾转运箱

８０个,密闭垃圾运输车５辆.评选五星级文明

户４６５户,选树五星级文明标兵户１０户;围绕家

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个人品德、民族团

结等方面推荐先进人物２４人,开展道德讲堂１２

次;开展东川镇农牧民歌手大奖赛、民族团结进

步创建暨第八届“农村文化活动月”“我们的节

日”等系列宣传教育活动和花儿会、赛马会等农

牧民文化活动.

(审稿:白学龙　撰稿:樊晓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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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口镇

♦概述　泉口镇位于门源县城以东１０千米

处,紧邻岗青公路南北两侧,政府驻地设在旱台

村.行 政 总 面 积 ３６５１８ 平 方 千 米,有 耕 地

５４６６６７公顷,草场１８万公顷,清真寺院１２座,

灌溉水渠１１７７千米,各类存栏牲畜４５４万头

只.全镇辖１８个行政村、３８个自然村,辖区内

居民４９３３户１９８６０人,有汉族、回族、藏族、土

族、蒙古族等民族,其中少数民族人口８６６８人,

占总人口的４３％.有党的基层组织２１个,其中

党委１个,党支部２０个,党员４９２人.

♦指标完成情况　２０１９年,全镇实现总收

入２７１１亿元,其中农业５６９３１万元,占总收入

的２１％;牧业７３１９７万元,占总收入的２７％;旅

游业等收入２４３９９万元,占总收入的９％;劳务

收入８１８７２２万元,占总收入的３０２％;政策性

收入３４７００８万元,占总收入的１２８％.农牧民

人均纯收入１３５８６２３元,同比增长８％.

♦农牧业生产　发放春耕信贷资金８２３１９

万元,农 作 物 播 种 ５３８０ 公 顷,其 中 粮 食 作 物

２３４６６７公 顷、油 料 作 物 ２６００ 公 顷,青 饲 草

７３３３公顷,其他作物３００公顷;发放配方肥５６４

袋、储备化肥５１０袋;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６８８５７万元.存栏各类牲畜４５４万头只、繁活

２０２万头只,繁活率８６７％,成活率９６３％,牛

羊育肥贩运０８５万头只.流转土地１６７公顷,

种植经济苗木、中藏药材、火焰蔘、蕨麻等特色农

作物１７３３３公顷,种植香菇１０５万棒.年产各

类蔬果１３６０万千克,年销售收入３２０６４万元,

带动周边村社剩余劳动力人均增收０５万元.

建成规模养殖小区(场)１处、冷水鱼养殖基地１

个,培育农牧民专业合作社３７家、家庭农牧场

２１个.扩大西门塔尔肉牛、湖羊、鲑鳟鱼等特色

养殖.

♦项 目 建 设 　 修 编 «泉 口 镇 总 体 规 划

(２０１５—２０３０年)».落实各类建设项目１０项,

其中山东援建项目３项,总投资５２８７万元.实

施投资２１３２万元的山东援建鲁青园一期工程、

投资７００万元的二期旱台高原美丽乡村基础设

施建设示范工程、投资３９０万元的农牧民培训中

心项目.实施泉口镇清洁供热工程项目和腰巴

槽乡村振兴示范点建设项目.大湾等４个村高

原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全部竣工.配合县自然资

源局、生态环境局开展扁门高速、３３８国道建设

项目的征地拆迁、门源县垃圾热解站及处理场建

设涉及坟墓搬迁等工作.投资１１９万元完成大

湾、东沙 河、西 沙 河 等 村 水 管 维 修 工 程,投 资

１４１万元解决黄树湾、西河坝、俄博沟等村出现

的河水漫道漫户结冰问题,维修涵洞６处,修建

小桥７座,维修村级道路２１公里.实施总投资

２６６８２万元的大庄村入户饮水管道更换工程和

多麻滩村更换水源地项目工程以及投资１６７２

万元的大湾、牙合两村饮水管道更新工程和东沙

河村白家庄管道更换工程.投资５万元,完成中

滩村羊毛沟防洪坝建设,投资１万元完成泉沟台

三社石笼安装,投资１５万元对卡石头沟河道进

行初步治理.对部分村险工险段发放网片、铅丝

等防汛物资进行加固.

♦新农村建设　以腰巴槽村全州乡村振兴

示范点建设为契机,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大湾、大庄两村成功申报为省级生态文明建

２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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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示范村.落实２０１９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

贫资金１６２０万元,其中深度贫困乡镇产业发展

项目每个贫困村７０万元、每个非贫困村５０万

元;每个非贫困村安排财政扶贫资金６０万元;黄

田、旱台两村由县委组织部牵头各安排５０万元.

按照村申报、镇审核、县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

审批的原则,引导大湾、多麻滩、旱台等村发展香

菇种植,花崖、中滩、西河坝村通过党支部领办合

作社发展种养殖业.整合花崖村２０１７年州级专

项扶贫资金和牙合等１２个村的村集体发展资金

集中投入门源县振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通过资

产收益方式按８％的分红比例进行投资收益.

黄田、旱台两村通过“村集体＋合作社”的方式,

发展实体类产业项目.由威海荣成市结对帮扶

的黄田等５个村的村集体经济扶持项目,每个村

５０万元,整合后投入门源县冷水鱼繁殖养殖基

地,第一年以３％的分红比例扶持壮大村集体.

全镇１８ 个 行 政 村 有 １５ 个 村 年 收 入 １０ 万 元

以上.

♦精准扶贫　通过脱贫攻坚第三方评估验

收.制定«泉口镇关于门源县贫困县退出省级第

三方评估检查反馈问题整改方案»«泉口镇关于

门源县贫困县退出国家级第三方评估检查反馈

问题整改方案»,通过将省级１２个方面、国家级

６个方面的问题分解细化,明确责任和整改时

限.落实省级专项资金１４９２８万元,用于后沟、

沈家湾两村易地搬迁项目可研编制费用、监理费

用等前期费用.选派２名镇干部常驻县扶贫开

发局,坚持一线工作法,紧盯时间节点,工程建设

进度.到年底,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小区房屋建设

完成并通过主体验收;活动中心、设备用房主体

工程全部完成.配套基础设施项目中,完成６幢

楼暖气地沟和管网敷设、１０幢楼的雨水管网和８

幢楼的污水管网工程.采取镇村干部职工、第一

书记和扶贫工作队员１＋５＋N 方式,动员搬迁

群众缴纳自筹资金.到年底,第一批７０％的自

筹款缴纳３４５户１９５４９万元,未缴纳９２户(均

为一般户)７９８２万元,收缴完成率７８８％.实

现８７户贫困户全部搬入新居.筛选落实脱贫光

荣户９户,每户落实奖励资金１５万元,共１３５

万元,用于购买生产资料、发展生产助力脱贫.

为１０户贫困户发放电视机.对有建房意愿的

１８户农户申报、落实农牧区危旧房改造项目,每

户补助资金２５万元.第一批中央财政扶贫资

金中落实牙合村１０３万元、多麻滩村７６万元的

村内道路整治,该工程补短板项目由县交通运输

局实施,与就业部门联合,对接相关企业开展各

类劳务招聘会３次,２２６人进行意向性登记,实

现就业６７人次;利用冬季农闲季节,组织１５０名

劳动力举办烹饪、家政、挖掘机３期培训班.沈

家湾、后沟两个搬迁村联合成立劳务输出公司,

输送８０名劳动力,在县城从事家政、服装业、餐

饮、香菇种植等行业.全镇转移就业６７３５人,劳

务收入６０６１５万元,其中贫困劳动力转移７５７

人,收入６２５２３万元.与州县３５个单位与全镇

１８个村建立脱贫结对帮扶关系,６８８名州县干部

职工与６２６户贫困户开展“一对一”“一对多”“多

对一”的结对帮扶,落实帮扶资金４５９１万元,帮

助贫困人口３７４５人次.年内多方组织门源县９

家非公经济组织和民营企业开展慰问活动,为

５５户贫困户免费赠送米、面、油等生活必需品.

♦生态环境保护　全年清理整顿“大棚房”

问题３处,完成大禾公司３幢玻璃温棚内建设餐

饮服务类用房拆除、腰巴槽村千亩锦绣花田景区

及俄博沟村牡丹园违建清理拆除和覆土恢复工

作.恢复整治矿山３处,完成门源县玉建机砖厂

３４２

乡镇农牧场



粘土矿、祥发机砖厂、西沙河村后山砖用粘土矿

平整场地、恢复植被、拆除砖窑、清理煤堆等工

作.开展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发放宣传材料

４８００份,签订“门前三包”责任书４０９９份,镇、村

先后投入资金３８万元,对辖区河塘沟渠、农业生

产废弃物、房前屋后乱堆乱放、乱贴小广告等进

行清理.完成２００座“厕所革命”建设任务.完

成“山 水 林 田 湖 草”生 态 修 复 试 点 项 目 任 务

６７３２公顷,完成义务植树任务２１０７公顷.调

整充实镇、村森林防火组织机构,调整１０名生态

管护员,新增３６名.开展防火宣传工作,严格执

行２４小时值班制度,全年未发生一起森林草原

火灾.全镇设置镇级河湖长２个、村级河湖长

１８个,设立河长制公示牌１８块,开展河湖“清四

乱”专项行动,对河流沟道管理范围内“乱占、乱

采、乱堆、乱建”等问题逐河、逐项进行排查,建立

问题台账逐项整治.到年底,镇级河长巡河１１

次,村级河长累计巡河４７次.

♦卫生健康　抓好节育措施的落实、计生优

质服务、奖励扶助政策落实.办理生育服务登记

１５７个,生育登记率１０２％;新生儿１５４人,政策

符合 率 ９３％;孕 前 优 生 检 查 ５２ 对,完 成 率

１００％;评选康复家示范户３６户,康福家广场１

个,开展各类宣传活动１５余次.新增计生奖励

扶助政策２５人,计划生育家庭养老保险退出２３

名,新增３名,享受独生、双女养老保险政策８９９

人.上报办理独生子女、双女户家庭子女大中专

院校奖励补助９名,享受特别扶助政策１人.

♦教育　建立家庭、社会、学校、政府和村

“两委”合力控辍机制,落实九年义务免费教育和

各项教育资助政策,实现贫困家庭大学生、中高

职学生资助率１００％.为１８６名本科及大专院

校学生申报三江源异地奖补资金,为１４０名贫困

学生申报雨露计划助学补助.

♦党的建设　修改完善«党委会议议事规

则»«政府办公会议议事规则»«党委理论中心组

学习制度»«机关干部管理制度»«村“两委”干部

管理制度»等,从镇机关选派３０名年轻干部到村

担任第一书记、扶贫工作队员.针对第八轮分类

定级中评定为后进支部的花崖、西沙河、窑洞庄

村,按照“一支部一方案、一问题一措施”要求,加

强支部班子建设、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落实“三会

一课”、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主题党日活动

＋”等组织生活制度.结合实际制定«组织体系

建设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培养入党积极分子

３０名,发展预备党员５名,按期转正党员１２名.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集中学习

２５８场次、参加人数６３７０人次,举办读书班３６

次、参加人数７１０人次,开展主题党日活动４１场

次.开展专题研讨４次、完成调研报告５篇.化

解群众矛盾纠纷４起,解决和落实群众关心的重

点难点问题１５件,为群众办实事１５件.筹措

３９万元建立“旱台民兵连”连史馆.

♦廉政建设　围绕门源县关于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的５个方面２２种问题清单,制定印发«泉

口镇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实施方案».

组织观看«巡视利剑»«特别追踪»警示教育专题

片.研究制定«泉口镇关于开展干部作风建设活

动的实施方案»,采取“别人提”和“自己找”的方

式,因人制宜建立“五对照五检查”自查自纠台

账.对３名不遵守工作纪律、履职不到位的村委

会主任、１名第一书记进行约谈,对２名工作不

力、推诿扯皮的干部进行提醒和岗位调整,对１

名违纪违法的党员进行纪律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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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文明建设　以“四下乡”等活动为契

机,用群众喜欢的文艺表演形式开展宣讲活动.

全镇１８个村修改完善«村规民约»、成立红白理

事会,签订«门前三包责任书»,发放«给农牧民群

众的一封信».借助新媒体,运用“新媒体＋短平

快”宣讲,发挥新媒体作用,建立镇、村两级联动

的微信平台,规范“微信工作交流群”管理,撰写

信息简报１１７期,采用发表３７期.举办第二届

“乡村振兴杯”农牧民运动会、首届农民文化艺术

节,开展回族宴席曲和华热藏族服饰展演等文体

活动１２场次.评选出五星级文明户４７１户,标

兵户１０户,脱贫光荣户９户、“好媳妇”２４名、“好

婆婆”２４名,创建“县级文明村”５个.

♦平安创建　组织派出所查处涉黄案件１

起、涉赌案件２起.通过摸排,列入乱象整治台

账９起,处理９起.联合有关部门开展安全生产

领域专项整治行动３次.对全镇１６９名现任村

“两委”班子成员、后备干部资格进行联审,建立

政审台账.进村入户４６００余户２万余人次,发

放各类宣传资料３万余份,悬挂横幅、标语２００

余条,制作展板６块.在全镇范围内安装摄像头

５０余个;完善网格化管理机制,发挥寺管员、村

警、网格员的职责,收集信息开展研判工作;组建

由１５３名人员组成的治安联防巡逻队.建立政

策联讲、工作联动、矛盾联调、治安联防、乱点联

治的“五联”工作法,规范联动合作机制.成立泉

口镇“阳光调解室”暨法律志愿者服务工作站,聘

请２名卸任老干部作为专职人民调解员.排查

矛盾纠纷１４０起,成功调处１３７起,调解成功

率９７９％.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围绕民族团结进步

五年再提升工作任务,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九进”、宗教寺院“三比一促”活动,加强对“一条

道路、两个同、三个离不开、四个认同、五个维护”

和清真寺“八个一”认同等系列宣传教育.利用

召开座谈会、举办培训班、悬挂横幅、张贴标语、

发放宣传册等多种形式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在

开展民族团结创建宣传月活动期间,张贴宣传标

语５０条,悬挂横幅３７条,发放学习资料１２００

余份.

(审稿:张志恩　撰稿:吴钧文)

皇城乡

♦概述　皇城蒙古族乡距县城６０千米,占

地面积７４２平方千米,居住着以蒙古族为主,藏

族、汉族、回族、土族、满族等６个民族.全乡辖

四个行政村和一个农牧场,有牧户５４５户,总人

口１９４９人,在本乡常住人口３１０户１３５４人.其

中少数民族１６３９人,蒙古族８０７人,分别占总人

口的８５％和４２％.全乡可利用草场面积４２４

万公顷,其中冬春草场１３７万公顷、夏秋草场

２８７万公顷.有各类牲畜７３６５０头只,建有牲

畜暖棚６１６幢７３９２０平方米,水、电、路实现通村

入户.全乡有６个党支部,党员１３６名,其中女

性３０名,少数民族党员１０７名、大专及以上文化

程度的党员２３名,预备党员７名.全乡建档立

卡贫困户１５户３９人.

♦指标完成情况 　２０１９ 年,经 济 纯 收 入

３８５５８万元,人均纯收入１９７８３元,较２０１８年增

长５３％,完成目标任务的１１９％.全乡存栏各

类牲畜７３６５０头只,其中牛１１４３１头,羊６１８４６

只,马３７３匹;总出栏各类牲畜５６０９２头只,其中

牛２２８６头,羊３０９２３只,其中羔羊２２８８３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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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牧业总产值４２７４万元,储备饲草７４００吨.

♦畜牧业生产　推进良种繁育体系建设,从

和县引进牦牛种畜１０１头,从祁连引进藏系种羊

５０只.皇城乡农机土地联营专业合作社良种繁

育场基地取得省级许可,成为门源县唯一的种畜

场,有藏系种羊６００多只、核心群１０００多只;向

大通、化隆等地区调运种羊３００只,推广应用优

良种畜.完成各类牲畜防治７６５万头只,防疫

密度１００％.培育草地生态畜牧业示范专业合

作社,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初步形成集草场放牧、

饲草种植、饲料加工、良种养殖、舍饲养殖、特色

养殖、劳动力转移等为一体的产业链.皇城乡

“老牧人”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牧民入股３５

户,有牦牛１５５５头,藏系羊４２３０多只,牧民入股

牦牛５３３头,羊１４３２只,入股草原１８８８３３公

顷.优化种群结构,全乡引进藏系种羊１２０只、

细毛羊１００只.发展“互联网＋”电子商务经济,

推动消费模式享化、设备智能化和场景多元化,

使单一的养殖销售收入逐步向技术化、信息化、

网络化销售方式转变.以皇城“老牧人”生态畜

牧业专业合作社电子商务为契机,进行网络平台

牛羊肉销售.销售额７６万元,在西宁市开设皇

城老牧人牛羊肉线下直营店.

♦项目建设　落实上三村２公里硬化路建

设.申报３９９公里硬化道路、２１公里砂路,公

厕一处,死畜无害化处理站一处.完成路灯更

换、广场改造、小集镇周边环境绿化及巷道整治.

落实１００万元山东援建项目,购置垃圾清理车和

乡赛马场改造升级.改造维修四村８处人畜饮

水管道,解决四村３００余户人畜饮水;申报北山

村、马营村、东滩村给排水项目.落实２４０万元

非贫困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和５０万元西滩村山

东援建扶持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把“厕所革

命”融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城乡发展和新

型城乡化建设,完成目标任务５０座,其中旱厕

４７座,水厕３座.

♦旅游产业　随着青海岗什卡高海拔世

界滑雪登山大师赛的成功举办,岗什卡雪峰在省

内外以及国内国际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依托其得

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旅游资源和交通资源,在周

边地区开发建成夏日塔拉蒙古大营、浩门马文化

产业园,举办中国门源首届浩门马大赛、海北

第二届那达慕大会,初步形成展示草原风情、体

验少数民族民俗为主要内容的乡村旅游产业

雏形.

♦精准扶贫　启动“八个一批”脱贫攻坚行

动,分类分户实施扶贫规划和项目.９户２７人

建档立卡贫困户实施资产受益项目扶持,将到户

产业扶持项目资金１７２８万元,以投资分红的方

式投入到皇城乡农机土地联营专业合作社门源

县种畜繁育场,每年按投入资金的１０％进行分

红.近三年累计分红资金５１８万元,户均增收

１９２０元,人均年增收６４０元.根据动态管理机

制,立足实际开展动态调整,分别于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年对全乡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开展动态调

整,２０１７年３户１０人因购置商品房等因素自然

脱贫;１人死亡自然减少;新增３人.２０１８年２

人死亡自然减少;１人户口迁出自然减少.２０１９

年１人死亡自然减少,通过动态调整,到年底,全

乡建档立卡贫困户１５户３９人.每次动态调整

均严格按照程序开展,建立档案资料.

♦生态环境保护　年初与县草原站开展春

季草原灭鼠工作,到７月,收交高原鼢鼠３１９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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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完成绿化任务２７８公顷,种植红柳 ７４４０

株、云杉２１０株.项目林面积４９２３公顷完成补

植补栽沙棘苗５０００株,红柳３０００株.在虫草采

挖期间,组织人员赴岗什卡、大梁、狮子口等区域

开展草原垃圾清理活动.出动干部群众４００余

人次,垃圾清运车５辆,装载机２台,清运垃圾１４

余吨.在河道治理工作中,初步形成一定方案、

二划范围、三签责任书、四明职责、五每日巡河、

六定期总结研判的“六步走工作法”.在汛期内

对多处险工险段进行治理,对东滩村白水河的隐

患问题,经过乡村调研,与扁门高速公路项目部

以及县农牧水利科技局进行衔接,形成较合理的

处置方案并实施,保证群众的生产生活安全.

♦社会各项事业　落实“两免一补”政策,巩

固学生入学率,协助完成２０１９届高校学生三江

源异地办学奖补机制补助本科生１１人、专科生

１６人.医保参合率６３％,全部实现医院就地报

销业务服务;养老保险实际参保人数１３９１人,参

合率９９３５％;享受养老金２３８人;办理退保及丧

葬费７人.到年底,全享受低保６６人,发放低保

金２０７７１７元;全乡有特困人口１０人,发放特困

补助１２７１０１元;享受高龄补贴９８人,发放高龄

补助 １２４７６ 万 元;临 时 救 助 ５ 户,救 助 金 额

４１４４２元;发放６０周岁以上农村退役军人补贴７

人１０５００元;重点优抚对象１人,发放资金７０００

余元.全乡出生人口７人,综合节育率１００％、

“三查”服务率１００％,随访率１００％.举办计生

群众宣传会５次,参加４００人次,发放宣传资料

４００余份.组织部分人大代表与乡河(湖)长制

领导小组联合督查全乡人居环境卫生整治工作

和巡河工作;９月结合“人大建设年”和“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和青海解放７０周年”

主题党日活动,组织部分人大代表、乡村两级党

员、各村“两委”成员及优秀致富能手近４０人赴

珠固乡东旭村、互助县卓扎滩村及林川乡就村集

体经济发展、乡村旅游发展、便民服务和人大建

设工作进行实地学习观摩;组织各村人大代表开

展“人大代表向选民述职及集中做好人好事”活

动.年内人大主席团成员联系代表和选民、代表

联系选民２００余人次,做好人好事５０余件,解决

各类矛盾纠纷８起.举办“３５”中国青年志愿

者服务日学雷锋志愿活动、迎“七一”唱红歌、义

务植树、国庆升国旗等主题活动.

♦基层组织建设　组织全乡党员开展“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青海解放７０周年”

“重温入党誓词,铭记初心使命”等主题党日活

动.邀请党校教师和职能部门负责同志讲授专

题党课,开展基层党员观看党建电教片和谈体会

活动.制定完善«领导干部的廉政承诺制度»«皇

城乡村级集中办公服务大厅办公制度»«党建联

建工作站工作制度»«党建联建工作站党员联系

服务群众制度»«便民服务点服务承诺制»等制

度.２０１９年吸收入党积极分子６名,发展预备

党员７名,转为正式党员５名.党员干部集中学

习３２次、各级领导讲授党课１５场次、专题讲座７

场次、观看电教片７次、举办主题活动７次、开办

学习专栏７次.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主要

领导“五个不直接分管”和党政领导班子“一岗双

责”规定.乡纪委对各类项目的资金拨付进行监

督,通过公布举报电话、举报邮箱、值班接访等方

式拓宽群众参与监督渠道.按照省委组织部

“１１７１０”工作制度和州委组织部“三三”制的工作

要求,制定«皇城乡激励、管理干部暂行办法»,发

放宣传资料及倡议书６００余份,张贴宣传横幅

２０余条,在乡、村两级微信群中推送廉政知识５０

余条,宣传覆盖面９８％以上.针对县委第二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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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组巡察皇城乡党委反馈的６个方面１９条问

题,制定«门源县委第二巡察组巡察皇城乡党委

反馈问题整改方案»,明确责任分工、落实整改.

反馈的６个方面１９条问题整改完成.

♦精神文明建设　３月,开展“我们的节日”

庆三八“巾帼心向党　追梦新时代”文艺演出活

动,表彰２０１８年度全乡涌现出的“好婆婆”“好丈

夫”“好媳妇”;４月,开展“最美家庭”微信投票评

选活动,评选出８户最美家庭;五四青年节来临

之际,开展“为荒滩添绿,为党旗增辉”国土绿化

暨党员义务奉献日植树活动;５月开展“清洁家

庭”评选活动,评选出最清洁家庭２０户,清洁家

庭２８９户,不清洁家庭４户;７月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庆祝建党 ９８周年暨庆“七一”主题系

列活动、举办海北第二届暨皇城乡第三届那达慕

大会;９~１１月,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开展知识竞赛、诗歌朗读等活动.以村为单

位设立善行义举榜,评选各村优秀典型,充实完

善村规民约.开展“五星级文明户”评比和“文明

村镇”创建活动.完成４９户“五星级文明户”的

申报和挂牌工作,评选出“五星级文明标兵户”

１户.

♦法治建设　通过“法律八进”活动,开展

«宪法»«婚姻法»«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宣传;

开展“七五”普法培训,开展宪法竞赛闭卷考试.

举办普法活动１１次、发放法律知识宣传资料

１０００余份、现场服务活动５次、警示教育２次、专

题培训２次;集中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化解,

全乡排查调处各类矛盾纠纷４０件,调处成功３９

件,调处成功率９８％.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从“五个聚焦”出发,即聚焦政治站位抓部署、

聚焦专项斗争抓宣传、聚焦综合治理抓联动、聚

焦基层建设抓提升、聚焦移风易俗抓典型,动员

全乡牧民群众参与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

展.全乡牧户户主签订«家庭不参与、不涉黑涉

恶涉乱承诺书»４１０余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集中宣传８次,集中学习１０余次,悬挂横幅

１２条,发放宣传资料１３００余份.

(审稿:秦永春　撰稿:马燕)

苏吉滩乡

♦概述　苏吉滩乡是一个藏族为主,蒙古

族、汉族、回族、土族五种民族聚居的纯牧业乡,

辖５个行政村,有５９０户２１０６人.总面积６８０

平方千米,其中草地面积５万公顷,可利用草场

面积４１４万公顷.草场类型有灌丛、高寒草甸、

山地草甸、高寒沼泽类草场及人工草场;土地

５９６公顷,其中饲草料地３９６公顷;冬春草场全

部实现围栏,夏秋草场围栏０９３万公顷.

♦指标完成情况　２０１９年,全乡经济总收

入５２７２万元,经济净收入３６９３１万元,其中畜

牧业收入３０３６３万元,农业收入３７３８万元,劳

务经济收入１８２５万元,其他收入１００５万元,

人均纯收入１７１２３元.

♦畜牧业生产　牛羊育肥３８万头只,动物

防疫４６６万头只,防疫密度１００％,藏系羊改良

１５万只.粮食单产２２３千克,油料单产１０４千

克.草地治理、灭毒草、草地灌溉施肥、草地补播

７４６６６７公顷.筹备抗灾物资补饲草料４００吨,

延长在牧草返青期的补饲时间,建立灾情报告制

度、值班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各村完成集体经济

成员身份确认,成立合作经济组织,清产核资、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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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量化等工作推进中.

♦项目建设　完成畜棚建设２１处,草棚建

设６６处.完成总投资１３０余万元的扎麻图村高

原美丽乡村建设项目.５０座“厕所革命”建设任

务按时间节点修建完成.完成五村人畜饮水管

道维修和察汉吾村两座桥梁建设.完成扎麻图

海１６千米旅游公路铺油.推进农村土地确权和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

♦精准扶贫　４６户贫困户的“扶贫羊”产羔

羊１２９３只,存活１２０７只,出栏８４３只,实现增收

５６２７６万元,户均增收１１万元.对２０１９年自

然增加的贫困户３户５人,投资３５万元购买扶

贫产业牛４头.完成贫困户房屋新改建８户,落

实草管员、护林员、祁连山大牧场、苏吉农牧场等

转移就业４０人,技能培训５０人次,全乡贫困户

实现医疗救助全覆盖,实现“两不愁三保障”.

♦生态环境保护　实施国土绿化造林工程,

完成３２公顷７２００余株国土绿化任务.依托

“山水林田湖草”治理项目,执行草原生态奖补机

制,加大苏吉湾村、药草梁村草地治理工作力度,

开展春秋两季草原灭鼠和虫草禁挖工作,完成草

地治 理、灭 毒 草、草 地 灌 溉 施 肥、草 地 补 播

７４６６６７公顷.实施人居环境集中整治和“门前

三包”责任制落实工作,结合开展“一讲两办三

推”活动,参与环境整治.落实河(湖)长工作责

任制,推进河(湖)通信息平台运用,加大巡河

(湖)和监督检查力度,实现河(湖)库监管全覆盖

无盲区.

♦社会各项事业　低保评定５６户１００人,

特困户８户９人,医疗救助７户７人.６０岁以上

享受养老保险保障２３２人,发放保障金５２８１万

元.全乡残疾人 ７９人,享受残疾人补助资金

１０１４万元.适龄儿童入学率１００％,九年义务

教育巩固率１００％,辍学学生动员入学率１００％,

大中专毕业生助学贷款还款率１００％;考入高校

的学生２８名,其中本科１２人,专科１４人,发放

三江源异地办学奖补资金２１８万元.出生人口

政策符合率１００％,全员人口信息数据完整率、

动态变 更 率、计 划 生 育 利 益 导 向 政 策 落 实 率

１００％,开展优质服务活动２次,三查率１００％,随

访率１００％.新生儿７人,发放计划生育家庭落

实奖励扶助等资金１０万余元.城乡居民医疗保

险参保人数１９７５人,参保率９５％.乡村医生报

酬执行率１００％.

♦基层组织建设　按照“一岗双责”责任分

工要求,明确分管工作领域“五个主体责任”.开

展党课３０余堂、组织党员集中培训２次,受训人

数２５０余人次.优化“双联系双覆盖”党建品牌,

推进抓党建促脱贫.建立完善“双帮”工作台账,

发挥村民小组长的作用,担任联系户的宣传员、

信息员、指导员、调解员和联络员,将“五大员”角

色做实做真,开展扶贫帮困、排忧解难、调解纠纷

等各类优质服务.４１名党员领导干部走访联系

户６８０余户,５７名村民小组长开展各类联系活

动１８０余次.动员群众加入农民工工会组织,开

展团干部、妇女干部培训和牧民技能培训,在节

庆点开展各类活动,选派干部参加群团组织各类

学习培训,建立“妇女之家”和“青年之家”各１

处,为职工之家添置设备图书.开展廉政文化建

设,执行领导上廉政党课制度;采取廉政课堂、手

机短信、微信平台等形式,发送廉政提醒５０余

条、廉政正反典型１２件,廉政故事３５例.发挥

村务监督委员会作用推行阳光作业,参与村“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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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工作“三务公开”、低保评定、惠民政策贯彻落

实等工作,严格财务管理制度,乡政府实行重大

财务开支党委研究及财务领导小组会签制,村级

重大财务支出实行村民代表集体研究制和村务

监督评审制.

♦维稳工作　完善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

政调解相互衔接的“三调联动”矛盾纠纷调处机

制.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切入点,每周定期

召开维稳形势分析研判会,研究讨论近期维稳动

态,建立台账、分类管理、逐项解决.在加大政策

宣讲的同时联合乡派出所对村警每一季度进行

业务培训,加强对矛盾纠纷的摸底排查、不稳定

因素的掌控、外来僧侣的监管监控以及信息的报

送.解决影响社会大局稳定的主要矛盾,把移

民、草场、婚姻等纠纷矛盾作为重点解决的对象,

抓早抓小,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调解矛

盾纠纷８起.按照“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有关要

求,立足牧区实际,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

纵深推进,以“细摸排、严管控、强措施、深推进”

织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覆盖网,实现“扫黑除

恶”无盲区无死角.

♦民族团结　贯彻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

纲要»,开展“反对邪教,珍爱生命”等为主题的维

稳宣传教育活动,引导群众在抵制破坏社会稳定

等问题上亮明态度、遵守纪律,增强牧民群众对

邪教组织和破坏社会稳定分子的警惕性、鉴别力

和防范能力.

♦精神文明　在元旦春节期间组织各村举

办以趣味项目、赛马以及锅庄舞表演为主的春节

文化活动,在学雷锋活动月走访慰问孤寡老人、

贫困户等,五一期间举办“庆五迎五感恩母亲节”

趣味、赛马等系列活动,在端午节、中秋节举办红

歌大赛、包粽子、制作月饼等活动.开展道德模

范、苏吉最美青年、好媳妇好婆婆好家庭好邻居

等评选活动,在五四期间、母亲节、“民族团结杯”

运动会等庆祝活动中进行表彰,评选表彰道德模

范５名、好媳妇好婆婆好家庭好邻居５名(户)、

五星级文明标兵１０户.以药草梁村为示范点,

打造乡风文明示范村建设,建立健全村规民约、

红白理事制度、卫生月评比制度、乡风文明监评

会工作职责,制定«药草梁村妇女积分超市实施

方案»,规范牧民群众行为.成立“红袖章”党员

先锋队、“红马甲”志愿服务队、“阿佳”锅庄队.

将五星级文明户创建活动与“一讲两办三推”宣

讲活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精准扶贫、国土绿

化、美德乡村建设等结合,宣传健康文明、勤劳致

富的传统美德和深化“讲文明改陋习树新风”活

动和法制教育,引导群众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

会责任和家庭责任.全乡评选出五星级文明户

５１户,占全乡常驻户数的９％.

(审稿:刘明录　撰稿:李德洛)

北山乡

♦概述　北山乡人民政府驻北山根村,位于

县城北部５千米处,总面积１１２８８平方千米,平

均海拔３０４０米.北依冷龙岭中段北麓与甘肃肃

南县为界,西隔老虎沟河与浩门农场相望,东与

西滩乡毗连,南与浩门镇接壤.全乡耕地面积

１６８０１３公顷,草场面积７７４６６７公顷,林地面

积２１００公顷,公路总里程１３４４千米.境内有

唐金巴台威戎军古城遗址、大山口古墓群、白塔

山等名胜古迹.全乡辖７个行政村,５１个生产

合作社,有１８７０户７９３０人,是一个汉、回、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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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土等多民族聚居的农业乡.有村级幼儿园７

所,清真寺院２座.有党支部９个,其中村党支

部７个,机关党支部１个,企业党支部１个.党

员２４７名,其中农牧民党员２１９名,妇女党员名

６１名,少数民族党员６１名.村“两委”成员５０

名,平均年龄４５岁.

♦指 标 完 成 情 况 　 全 乡 人 均 纯 收 入

１５８０８６５元,粮食单产２７５公斤,油菜单产１２０

公斤,牛羊育肥贩运出栏１２０７万头只,劳务输

出２７５１人,实现劳务收入７６６７５万元,劳务经

济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１７６３％.

♦农牧业生产　全乡种植农作物及经济作

物１６８０１３公顷,其中青稞７１３８５公顷,油菜

５６５６公顷,饲草１９３６７公顷,蕨麻种植１６０３３

公顷,马铃薯和蔬菜３４９６公顷,其他１１７３公

顷.发展订单农业,引导合作社、种植大户以租

金３００元/亩集约沙沟梁村、下金巴台村、北山根

村１２２公顷土地种植蕨麻,实现亩均增收４００

元.兴源公司以２８０元/亩租种上金巴台村１４１

户１１５６９公顷土地种植油菜,门源县绿色农业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在沙沟脑村以３００元/亩保底

的方式订单种植有机油菜６０公顷,农户亩均增

收３００元.青海金翔工贸有限公司在北山乡订

单种植的６６６７公顷颗粒型蕨麻,带动沙沟梁、

沙沟脑、东滩等村１０００余人人均增收劳务费

２６００元,在沙沟梁村种植黄芪１５３３公顷、当归

６６７公顷,净收入３４００元/亩.门源县富源青

高原草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合作社＋农户＋

草产业基地”的生产经营格局,通过“区域化种

植、标准化生产、订单化销售、一体化服务、产业

化经营”的生产服务模式,连片集约沙沟梁村

１４０户７３３３公顷耕地,租赁大泉村耕地１２６６７

公顷,公司对农户集约耕地实行２４０元/亩的最

低保底效益,年终结算时实行二次返利机制,即

扣除保本收益２４０元/亩后,盈余收益由农户和

合作社按４∶６比例分成,粮食直补、试验田农资

补助等足额返还给农户.鼓励合作社发展特色

产业及提质扩面工作,门源县慧通香宝特种养殖

专业合作社林麝养殖基地投资２０００万元,建成

标准化养殖棚１０幢及其他附属设施,引进雌、雄

林麝各１０只,建成全县首个林麝养殖基地.

♦非公有制企业生产　北山乡有民营企业

３４家,主要从事种植、养殖、餐饮、宾馆、电子商

务、物流配送、农畜产品深加工、农田机械作业等

行业,职工人数７９５人,其中本乡人数为５０１人,

占比为６３％,企业注册资金为２５１３３万元,固定

资产１６３５３万元,企业年收入８４７８２万元.

♦项目建设　完成危旧房改造４户１０万

元;大泉村大山沟口１号、２号桥处修建底宽２

米,顶宽１５米石笼９０米、下金巴台村修建水毁

硬化路３０米,投资１５万元;完成卫生厕所１００

座,投资１２万元;修建沙沟脑村、沙沟梁村、东滩

村的蓄水池,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水源地水量不

足问题;以“山水林田湖”项目为点,修建从北山

根村到窑沟槽３公里的灌溉渠道;完成扁门高速

公路前期征地工作,征用４６０户４８８６公顷,补

偿９１９５６８７６５元.

♦精准扶贫　实行领导包、部门帮、企业扶

的“三位一体”帮扶措施.推荐上报脱贫光荣户

２户,精神脱贫光荣户２户.全县投资６７４１万元

建设的４４个贫困村装机容量１０７MW 的光伏

扶贫电站项目在沙沟梁村实施.将２０１８年大泉

村、下金巴台村、沙沟脑村、北山根村、东滩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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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２００万元的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专项扶贫资

金投入到北山乡湖羊繁育基地,每年每村实现村

集体经济收入２万元以上.将２０１９年大泉村、

北山根村等５个非贫困村合计３００万元的发展

壮大村集体经济专项资金用于门源县城购置铺

面、开办生活超市.动员贫困户和其他群众调整

种植业结构,以散种、订单、保底等三种方式,种

植青饲草和饲料大麦,使农户亩均增收１４０~

３００元.以土地集约化为基础,狠抓舍饲、半舍

饲养殖业、特色种植业和农畜产品加工业等,推

进农牧业向科学化、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培育

发展牛羊育肥养殖贩运、家禽养殖、饲料加工、绿

色有机食用油加工等特色产业基地和企业１６

家,带动４００余人就近就业,月人均增收１２００元

以上.

♦生态环境保护　完成绿化面积１０３７公

顷,种植丁香１３１０株,青杨５０１株,金露梅２０２３６

株,榆叶梅１３１０株,其他绿化树木２５９７５株.对

乡域内违规和临时搭建建筑、禁养区畜禽养殖等

情况进行再排查,组织志愿服务队和党员群众对

公用草场以及道路沿线垃圾进行捡拾清理.严

格落实河长责任制,定期对老虎沟河段、沙沟河

段及窑沟河段进行监督检查,加强水域岸线管理

保护,严格水域、岸线等水生态空间管控.加强

水污染防治,统筹水上、岸上污染治理,排查入河

污染源,保障饮用水水源安全.乡级累计巡河

３２次,村级累计巡河１０４次.印发北山乡人居

环境集中整治活动倡议书１８００多份,制作横幅

６５余条,悬挂永久性标语７０条,签订“门前三包

责任书”１８００余份.清除七个村庄房前屋后、庭

院及全乡水源地、水渠、河床等的生活垃圾,实行

“户收集—村集中收集—北山绿家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清运”的垃圾处理模式,实施定点收集、定点

倾倒、定时清运、集中处理.召开乡村两级会议

４０余次,动用机械 ８０ 余台次,动员干 部 群 众

９４８０人次.联合乡司法所、卫生院、乡安全生产

办公室拆除水源地违法建筑１处、对全乡６２家

小卖部、８所卫生室、２家农家院按季进行督查,

坚决抵制过期、不合规食品药品的销售.全乡修

建农户卫生厕所２０３座、公厕４座,推进“厕所革

命”.北山乡政府及东滩村获得由青海省爱国卫

生运动委员会颁发的“省级卫生单位”荣誉称号.

♦社会各项事业　养老保险应缴费５４５０

人,实际缴费５３３６人,完成目标９７９％;合作医

疗应参保人数７６３４人,实际参保７５６８人,完成

目标９９１％;全乡土地保险１３１６９６公顷,奶牛

保险２３０头;已婚育龄妇女１５０３人,出生人口６５

人,其中计划内出生６３人,计划外出生２人,死

亡２人,人口出生率７９‰,出生人口政策符合

率为 ９６９％;重 点 对 象 三 查 率 １００％,随 访 率

１００％.死亡３８人,死亡率４６４‰,人口自然增

长率３２６‰,新婚４５对.完成农牧民培训５场

次,组织全乡开展文化活动１２场次.发放草原

补贴７７４６６７公顷２９０５万元,耕地地力保护补

贴１３３０４５公顷１９９５６７万元.发放退耕还林

补助 ３１４４ 公 顷 ９４３２ 元;发 放 公 益 林 补 助

３０９４７公顷５９９万元.享受“三江源”资助９１

名,其中本科３１人,一次性资助１００００元;大专

４８人,一次性资助６０００元,中职１２人.成功劝

返４ 名 辍 学 生 入 校,全 乡 义 务 教 育 普 及

率１００％.

♦党建　修订«北山乡村干部绩效考核办

法»«村务监督委员会绩效考核办法»«村干部考

勤制度»,实行村干部坐班制.开展“固定党员活

动日”“一名党员一面旗帜”“支部党员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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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群众”“支部党员谈心谈话”等适合农民党员

发挥作用的载体活动.发展党员６名,接受因党

关系遗失补办的正式党员１名;积极分子转预备

党员１０名;吸纳入党积极分子２３名.对全乡

２４７名党员集中进行轮训.研究制定«北山乡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实施方案».开

设“夜间补课班”“周末读书班”、知识测试、送学

上门、老党员讲课、现场观摩学习等形式进行学

习教育.为１５名困难党员送去学习资料３０余

份,开展集中学习４６次、专题研讨３次,各支部

主要负责人讲授专题党课９次,乡村两级党员撰

写学习心得８０余份.结合第一轮、第二轮、第三

轮问题检视工作,全乡检视出问题１２条,制定整

改措施１２条,完成整改６条;乡领导班子成员和

各村主要负责人检视出问题６２条,完成整改５２

条;各支部公开承诺、“亮”诺２４条.

♦廉政建设　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通过

开展承诺、述职、述廉、议廉、评廉等形式,把工作

具体化.书记与乡长及各副职领导分别签订«党

风廉政目标管理责任书»和«北山乡领导干部廉

政承诺书».修改完善«北山乡干部考勤管理办

法»,制定«北山乡办公用品采购、保管、发放制

度»«北山乡财务审批制度»«北山乡公务用车管

理办法»等规章制度.落实“三重一大”制度,推

行党务政务公开制度及“三议一表决”“一事一

议”“三上三下公示制”民主决策制度,确保应当

公布的事项公布真实公布.

♦思想舆论宣传　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更换大型广告牌６块、制作路灯固定标语５６

块;发挥“幸福之乡和谐北山”微信公众号作

用,年内宣发各类政策、新闻６０余篇,建立政务

QQ群、政务通短信平台,７个村分别建立村级微

信工作群,实现乡村两级网络政务联络平台全覆

盖.组织全乡１００名群众参加由县委、县政府组

织的门源县“我和我的祖国”职工歌咏比赛获得

二等奖.利用“我们的节日”“公民道德宣传周”

“道德讲堂”“四下乡”等主题活动,开展广场舞、

书法刺绣、演讲比赛、趣味运动会等活动１０余

次.开展“五星级文明户”“道德模范”“最美家

庭”“最美小庭院”“最美乡村”等评选活动,评选

出“五星级文明户”１８０户、县级标兵户４户、最

美家庭７户、最美小庭院７户,好婆婆７名、好媳

妇７名.

♦民族团结　围绕“精心构筑文明的精神家

园、打造平安稳定的和谐家园、合力建宜居宜业

的幸福家园”的目标,开展“一月行”“三八”国际

妇女节、“五四”青年节等各类活动,在乡政府门

前院内、各村主巷道、党员活动室、企业周围制作

４０余块民族团结文化墙,悬挂横幅２０余条,每

周定期在乡微信公众号发放民族团结政策法规

及应知应会知识.举办法制集中宣讲３次,参加

５００人次,发放宣传材料４００余份.开展法制进

寺院工作,运用“３１４”鲜活的反面教材,对宗教

教职人员、寺管会成员、信教群众揭露反动集团

危害人民、分裂祖国的反动本质.制定完善两个

清真寺各项制度.与东滩清真寺、下金巴清真寺

签订«年度维稳和平安建设责任书».

♦社会治理　调整维稳工作领导小组,与各

村签订综治维稳目标责任书.在全乡７个村聘

任威望高、口碑好、协调能力强、善于做群众工作

老党员、卸任村干部、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村

警、退耕地管护员、防疫员、乡医、食品药品协管

员、农业协保员、保洁队长等“１０类”人员１００人

组成村级网络服务队,协助村两委班子抓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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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综合治理工作.全乡调委会调解各类矛盾

纠纷３１起,成功３１起,化解成功率１００％.开展

法制宣传教育６次、举办宣传栏１期,悬挂横幅

４９条次,制作宣传广告牌２处、宣传道旗１００面、

建筑围挡宣传墙１０３平方米,发放明白卡等资料

７３００余份,发放宣传材料８０００余份,发放各类

资料１０００余份,参与人数５０００人次.

(审稿:米兴忠　撰稿:赵文晶)

西滩乡

♦概述　西滩乡是一个以汉族为主,回族、

土族、藏族、蒙古族等多民族聚居的农业乡,辖

１０个行政村,３７个生产合作社,总面积３６０平方

千米,有２５１９户１０５８１人,劳动力６６７５人.全

乡耕 地 面 积 ２８８６３３ 公 顷,退 耕 还 林 草 面 积

４２３４８公顷,草场１９３万公顷.有１３个党支

部,党员３３４人,少数民族党员１１５人.２０１９年

人均纯收入１０５３５元.

♦农业　播种农作物２８８６３３公顷,按照

“依靠科技、品种优化、精耕细作、优质高产、一村

一品”的工作思路,全乡２８个农牧业经营专业合

作社以租赁和联合经营的形式开展集约化经营,

集约耕地９０６６７公顷,占总耕地面积的３１％.

在纳隆村种植优良黑青稞、青稞昆仑１４号、清油

２１号油菜５３３３公顷,黑饲麦(绿麦)１７３公顷,

在东山、纳隆村、宝积湾等村种植蕨麻、加拿大菜

用豌豆、火焰蔘等特色作物４８公顷,在上西滩、

老龙湾等村种植雪菊、板蓝根、大黄等中药材

１４６７公顷,逐步形成“以点带面、以特促效”的

连锁效应.

♦畜牧业发展　有牛羊育肥贩运户４３６户,

黑白花、西门塔尔、牦牛等优良品种牛饲养量

８８２７头,小 尾 寒 羊、陶 赛 特 羊、胡 羊 等 饲 养 量

３５０３２只,建立生猪养殖场１处,养殖总量１０６

头,出栏３３０００头只.

♦劳务输出　劳动力转移就业３８０５人次,

其中省外１１７５人次、省内２６３０人次,男２４６０人

次、女１３４４人次,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２２２人.

在调查群众培训需求的基础上,举办电焊、烹饪

等各类培训班３期,培训人数１５０人,贫困户技

能培训１０４人.全乡劳务输出收入３７８４６１万

元,占总收入的３４％.

♦项目工作　东山村与青海省陆军预备役

步兵三营成协议,投资３２６３万元购买农机具,

组建东山村农机股份合作社.到年底,全乡１０

个村村集体经济收入１０万元以上的２个、２０万

元以上的４个、３０万元以上的２个、４０万以上的

２个.总投资１４６１１万元的崖头村“高原美丽

乡村建设”项目,完成村庄硬化亮化绿化和村级

广场建设.落实簸箕湾村、下西滩村、崖头村

１００万元山东援建资金,用于村级道路建设改

造;完成投资３５万元老龙湾村人畜饮水工程建

设项目,完成９户重建房屋和２４户危房加固,新

建卫生厕所１００座.

♦精准扶贫　做好全乡１０个村巩固提升工

作,落实产业资金５５０万元,其中下东马场、西马

场、上西滩、下西滩和崖头５个非贫困村村集体

经济发展扶贫资金每村６０万元共３００万元,上

西滩村购买农机具,西马场、下西滩村、东马场

村、崖头村投入青海生态源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实现分红收益;下老龙湾、东山、边麻掌、簸箕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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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纳隆５个贫困村村集体经济发展扶贫资金每

村５０万元共２５０万元,整合投入源县扶贫光伏

项目,实 行 分 红 收 益.５ 个 贫 困 村 互 助 资 金

４２８０８万元,入社会员７１６户,贫困户入会率

１００％.为４５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发放“５３０”扶贫

小额贷款１８５８万元.对各级督查、检查、巡视、

巡察、审计、自查和日常工作中发现的各类问题,

按照“一个问题一个整改方案、一套佐证资料、一

个销号报告”的整改原则,从６个方面２３条问题

进行整改清零.强化对扶贫驻村工作队的培训

管理,完善考勤考核等机制,开展“双帮”工作,实

现贫困户结对帮扶全覆盖,州、县、乡１９个单位

的５７７名干部与全乡贫困户实现“一对一、一对

多”的结对认亲帮扶.

♦生态环境保护　突出“特色”和“精准”,本

着“早调研、早部署、早储备、早绿化、早管护、早

成林”的“六早”原则,选择区域、苗木品种与数

量,开展集中义务植树造林活动,打造“党员先锋

林”“巾帼林”“青年林”等特色绿化带.种植云

杉、丁香、沙棘等苗木１６公顷４万余株,进行网

围栏拉设１１７００米,在各村公场地、巷道等进行

花卉种植.争取“山水林田湖草”项目,在崖头村

实施绿化６６７公顷,清理各类垃圾４７万平方

米.建立“月督查、季通报,统一检查、统一评比”

的环境卫生长效机制,与各村及乡属单位负责人

签订环境卫生整治责任书,修改完善村规民约,

成立专门的保洁队伍,制定环境卫生后续管理

机制.

♦社会各项事业　落实“两免一补”政策,巩

固学生入学率,协助完成２０１９届高校学生“三江

源”异地办学奖补机制补助本科生５８人、专科生

６０人、中职７人;资助６名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大

学生;慈善总会资助６名贫困边缘户大学生;合

作医疗参保９８２２人次,参保率为９８％,建档立卡

贫困户参保率１００％;养老保险实际参保６８００

人,参保率１００％;享受养老金１１１８人;办理退保

及丧葬费６６人;享受低保２１４户４６４人,发放低

保金１５１６余元;特困人员４１人,发放特困补助

４６０１万余元;享受高龄补贴４２４人,发放高龄

补助５１６２６万元;临时救助１８户１７５９万元;

困境儿童１２人,发放补助２１６万元;孤儿７人,

发放补助５８８万元.全乡出生人口６４人,出生

率６０５‰,政策符合率９４％.综合节育率８６％、

“三 查”服 务 率 ８８３％,随 访 率 １００％.举 办

“３５”中国青年志愿者服务日学雷锋志愿活动、

迎“七一”唱红歌、“青年林”义务植树等主题活

动;组织动员妇女开展以保护生态环境、展现巾

帼风采的“巾帼花园”义务种植活动,对３００余名

妇女进行“两癌”检查;评选出“最美家庭”１户、

“美丽小庭院”１户.

♦党建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眉户戏与党建

工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相结合,打造“红色

曲艺小分队”党建品牌,编写«主题教育正当时»

«“扫黑除恶”得民心»«意志坚»等优秀剧目.乡

党委集中学习９６次,各党支部学习１４３次,开展

专题研讨３次,撰写调研报告４篇,查摆出问题

５９条,全部完成整改.针对部分老党员及外出

务工党员学习难的问题,采取“上门送学”“网络

课堂”的新形式,将学习资料送至老党员手中,对

重点学习内容进行“炕上讲解”,利用微信群、微

信公众号,将“大课堂放进小手机”,增强学习的

积极性和时效性.

♦党风廉政　落实主要领导“五个不直接分

管”和党政领导班子“一岗双责”规定,层层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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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风廉政建设性、个性化责任书.发放廉政教育

宣传资料及倡议书６００余份,张贴宣传标语３７

条,发放«村务监督委员会应知应会手册»等学习

手册１５００余份,开展廉政党课２６场次.在乡政

府食堂设置“光盘监督岗”,在政府日常采购中设

置“支出管理岗”,对公务消费采取“专人审批专

人管理全员监督”的工作机制.

♦维护稳定　先后安排部署３０次,开展维

稳宣传活动１２０次,发放海报、宣传册、宣传彩页

等７５００余份.利用村“两委”、党员、村警等力

量,开展“村霸”、家族、宗族等线索摸排工作,依

法规范网络信息传播秩序.坚持做好“访”“查”

“包”“解”四字经,建立“党委—村党支部—党员”

为主线的基层三级联动体系,实行“联点领导和

驻村干部包村”.成立以村“三委”及调委会人员

为成员的治安巡逻队,走访２２３０户,解决问题

２５６个,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２０起,处理信访

案件２起,调解成功率１００％.集中整治棚圈５

处、草垛４０余处,清除粪便１０００余方、清除违规

经营２处.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开展民族团结宣传

月和民族团结“十进”活动,开展“寺院法制宣传

月”等活动,结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精准扶

贫、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由各村联点领导、扶贫

工作队、村“两委”负责人组成宣讲小组在各村、

各清真寺宣传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

及全乡各项社会事业取得的成效,与广大群众进

行面对面交流,组织４所清真寺教职人员、民管

会成员开展谈心谈话活动.开展集中宣传活动

２１次、谈心谈话８次、悬挂横幅３０余条、发放宣

传资料１０００份.

♦精神文明建设　开展“两节”春节文化社

火表演、“３５”青年志愿者服务日活动、西滩乡

工会职工文体活动、西滩乡团委文体活动、“五

四”青年节集中慰问活动、庆“七一”建党节、国庆

红歌比赛活动等.评选出“五星级文明户”２３３

户,“五星级文明户”标兵户５户,最美家庭１户、

美丽小庭院１户.以边麻掌村乡风文明州级示

范点建设为契机,健全村规民约,成立红白理

事会.

♦民主政治　按照“人大建设年”活动的要

求完善“两室一家”为主的阵地建设,规范建设１

个村级“人大代表联络室”,建立西滩乡人大代表

微信群.以１１月份“代表活动月”为契机召开代

表述职评议会,由选民对５名人大代表的述职进

行民主评议.

♦民俗风情　西滩乡边麻掌眉户戏业余剧

团有业余演职人员２６名,演出古装戏５０余本、

折子 戏 ３９ 本,新 编 现 代 戏 １１ 部.２０１７ 年 至

２０１９年剧团参加各类演出活动２００余场,为村

集体创收１２余万元,２０１４年以来连续五年应邀

登上海北州春节联欢晚会舞台,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年

在西宁市中心广场百姓大舞台专场演出,有益尝

试乡村特色文化外延拓展.

(审稿:张萍　撰稿:李晓敏)

麻莲乡

♦概述　麻莲乡是一个以农为主、农牧结合

的纯回族乡.全乡辖６个行政村１２个自然村,

１８６８户８１４１人.有基层党支部８个,党员２３１

名,其中农牧民党员１９８名,建有村级党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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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６处,党员远程教育终端站点７处.全乡耕地

面积１５９１７３公顷,人均耕地０１９５公顷,草场

总面积１５０３３３公顷.

♦指标完成情况　全乡农村经济总收入

２０３亿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２０７９

元.收入构成中农业、牧业、劳务输出及其他收

入所占的比例为１３∶３３∶４５∶９.精准扶贫建

档立卡户２１１户８３２人,至２０１８年底,全乡３个

贫困村退出贫困村序列,全部贫困户实现稳定脱

贫.２０１９年全乡生产总值２０３亿元,农村常住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２０７９元.

♦农牧业　发放农牧业生产救灾资金补助

项目种子、化肥,青稞籽种４０００千克,油菜籽种

１６００千克,饲草籽种２７００千克,磷酸二铵６０００

千克.发放耕地地力补贴１８１７０００元.配合县

土地确权部门开展土地确权工作,到年底,全乡

６个村中除瓜拉村、中麻莲村以外其他４个村发

放土地确权证书,瓜拉村完成土地确权工作,暂

未发放土地确权证书,中麻莲村因复垦地原因暂

未完成确权.

♦乡镇企业　门源县麻莲草业有限责任公

司是一家集饲草种植、加工、销售和舍饲养殖为

一体的饲草加工企业,有饲草库房１６００平方米,

机械库５００平方米,加工车间５００平方米,青贮

窖１００００立方米,畜用暖棚１０幢,收割机３台,

真空缝包机１套,真空压缩机２套,挖草传送带３

套.公司按照“公司＋基地＋农户＋贫困户”的

经营模式,发展燕麦饲草产业.公司种植饲草面

积５００公顷,比２０１８年增加２１３３３公顷.其中

公司集约土地３８０公顷,农户、贫困户燕麦饲草

“订单”１２０公顷,２０１９年公司加工饲草１９万

吨,实现销售收入１１４０余万元.

♦项目建设　投资１７６８３万元,促进乡村基

础设施提档升级.自２０１５年以来,逐年完成四

村扶贫专项公路、白崖沟村乡村硬化路等公路建

设,推进高原美丽乡村建设和“厕所革命”,推动

河道治理,实施新一轮电网改造.在全乡６个村

实施太阳能路灯亮化工程建设,改扩建幼儿园一

座,建设综合服务中心广场,为群众出行、就医、

上学等生产生活提供更加完善的设施.

♦精准扶贫　围绕“两不愁三保障”的脱贫

总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对脱贫攻坚工作进行梳

理排查,整改检查验收反馈的问题.通过项目带

动、以工代训等方式,４００余人次接受拉面等热

门专业培训.采取“企业＋合作社＋贫困户＋产

业”的模式,将有关扶贫资金投入到饲草加工、有

机肥加工、养殖等产业为主的企业进行投资收

益,年 人 均 分 红 １１００ 余 元.企 业 种 植 饲 草

５３３３３公顷,为贫困户分红７５万元.开辟乡村

旅游业、特色种植业新路子,试点种植２公顷火

焰蔘.培育以照壁山景区为依托的乡村旅游业,

重点依托白崖沟村和葱花滩村的湿地自然资源,

以高原美丽乡村建设为依托将进行重点规划设

计,确保搭建平台、培育产业、助民增收.实施农

村危房改造９户,硬化农村道路６千米,维修人

畜饮水管道１２次,完成１个村高原美丽乡村建

设,落实瓜拉村幼儿园建设项目.建成１个集农

资销售、生活用品销售和电商为一体的综合性农

贸超市.发放临时救助资金４３３８万元,惠及７４

户农户,发放低保金２３７５９万元.举办２期１００

余人的劳动力就业技能培训,申报７９名本科、大

中专学生“三江源”补助、申报３４名本科、大中专

学生“雨露计划”补助.全乡城乡居民合作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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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保率９９％,养老保险１０１％.

♦生态环境保护　按照“荒山绿化生态化、

城镇绿化园林化、道路绿化林荫化、村庄绿化人

文化、田间绿化经济化”的造林模式,统筹山水林

田湖草系统治理,借助国家生态重点工程项目的

实施,推进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与修复工程、森

林质量提升工程、城镇绿化美化工程、四边四旁

五地绿化等工程,义务栽植紫丁香等灌木１０２

公顷,完成国土绿化任务.加强农村生活垃圾处

理工作,完善垃圾处理工作制度.落实卫生清扫

责任和垃圾集中处理制度.开展“厕所革命”,建

设标准化卫生厕所１００座.

♦社会各项事业　实施农村危房改造９户,

硬化农村道路６千米,维修人畜饮水管道１２次,

完成１个村高原美丽乡村建设,落实瓜拉村幼儿

园建设项目,建成１个集农资销售、生活用品销

售和电商为一体的综合性农贸超市.发放临时

救助资金４３３８万元,惠及７４户农户,发放低保

金２３７５９万元.举办２期１００余人的劳动力就

业技能培训,申报７９名本科、大中专学生“三江

源”补助、申报３４名本科、大中专学生“雨露计

划”补助.全乡城乡居民合作医疗参保率９９％,

养老保险１０１％.

♦党的建设　以建阵地、建产业、建民约,坐

班制度常态化、组织活动日常化、党员管理动态

化、监督考核经常化,促进党员联系服务群众,促

进乡村振兴,以“３４２”党建品牌为依托,强化设施

建设、阵地建设、党员建设.通过召开感恩恳谈

会、组织感恩专题党课、扶志专题培训班等措施,

打造为民服务和接待群众的红色阵地、廉政阵

地、亲民阵地和开放阵地.

♦廉政教育　执行«廉洁自律准则»,加强基

层监督力量,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规范小

微权力,按时公开财务收支、扶贫救济、扶贫项目

安排、扶贫资金等情况,做到群众知晓.围绕群

众反映的事项开展专项巡察,办理县纪委交办的

有关问题信访事项,保证有案必查.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三公”经费和会议费支出不断压

减,做好中央、省委巡视问题整改工作.

♦精神文明　依托“美丽庭院”“好婆婆”“好

媳妇”评比活动,带动群众形成良好乡风文明习

俗.完善«村规民约»,把婚丧嫁娶、群众宗教活

动等纳入村规民约范畴.推动法治社会建设,围

绕“三会一课”、固定党日等活动,组织全体党员

学习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由党员为依托,编制

普法宣传网,采取召开群众会、“主麻日”集中宣

讲等形式,使法治意识、德治理念深入人心.

♦社会治理　按照“必到必访必解决”工作

法,以“扫黑除恶”线索摸排为主线,多层面发力,

多角度排查,狠抓矛盾纠纷排查和多元化解,提

升防范和化解能力.突出乡村两级干部、人大代

表等人员在乡村综合治理中发挥作用,组织各村

党员、宗教人士、妇女代表召开座谈会,以维护祥

和安宁的大环境为目标引导凝聚力量,维护社会

稳定.将主管法治的乡班子成员、主管干部和乡

司法所人员、派出所民警、村庄法律明白人、清真

寺阿訇等作为普法力量,组建普法工作队,时时

传有关文件精神.在乡机关及各村建立普法宣

传栏１０个,定期更换普法内容,张贴以漫画、案

例为主的普法贴画,让群众看得明白、理解透彻.

(审稿:祁志新　撰稿:马晓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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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田乡

♦概述　全乡有７个行政村１１个自然村３３

个生产合作社,有２１０３户９５３４人,回族 ８００２

人,占８７％;有建档立卡贫困户１９９户７３６人.

有耕地１２９６５３公顷,其中脑山地９７１２公顷,

浅山地１４７２７公顷,滩地１７８０７公顷,人均占

有耕地０１３６公顷.有各类牲畜３０９１０头只,其

中牛３０５４头、羊２７７７６只、猪５７头、马２３匹.

有林地面积７０２７９公顷,其中退耕还林２９３７８

公顷、天然林３６１３３公顷,人工造林４７６７公

顷,森林覆盖率４０％.有９个党支部,其中农村

党支部７个、机关党支部１个、阴田寄宿制小学

党支部１个,有党员１９７人,其中农村党员１５３

名,少数民族党员１６８名,妇女党员２５人,大专

及以上学历党员５１人.

♦指标完成情况　全乡人均收入１０２８８８

元,其中劳务收入３５１４８元,占３４２％;农业收

入７６５３８元,占７４％;畜牧业收入４２７５８元,

占 ４１６％;政 策 性 补 助 收 入 １４５５５ 元,占

１４１％;其他收入２７７３元,占２７％.粮食单产

２８３千克,完成任务的１００％,油菜单产１１５千

克,完成任务的１００％.牛羊育肥贩运２２９５０头

只,其中牛２６５１头,完成任务的１００％;羊２０２９９

只,完成任务的１００％.畜种改良９６４头,畜疫防

治９０３万头只.完成劳务输出３２７４人次,完成

任务的１００％.

♦经济工作　全乡非贫困户转移就业３２７４

人次,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２２８人次.开展拉

面、“农家乐＋创业”“电工”等技能培训２００人

次.借助联点帮扶单位优势,送岗位上门活动,

实现用人单位上门与务工人员的直接联系和对

接.发挥本乡劳务经纪人、致富能手的“头雁效

应”,由致富能手带领群众学技能促就业助增收.

针对上下阴田村前河滩可集约化种植的优势,在

调优产业结构上下功夫,以租赁的方式,扩大集

约化连片种植面积,在实现群众农业增收的基础

上解放劳动力.推广措龙滩、大沟脑村中草药种

植经验,逐步推广经济作物种植.全乡农作物种

植面积１２９６５３公顷,其中粮食作物６２０９３公

顷,油料作物４３４８公顷,中草药６６７公顷,青

饲草料１８９８公顷,蔬菜４４３３公顷.

♦精准扶贫　扶持村集体经济资金２３０万

元用于购置商铺,其中上阴田村６０万元、下阴田

村１１０万元、卡子沟村６０万元,所购置商铺与开

发商签 订 为 期 三 年 的 反 租 赁 合 同,年 租 金 为

１８４万元.申报“雨露计划”２８名发放助学补助

１２万元.“５３０”小额信贷落实１０３户４１５万元.

对标认领反馈问题２６条,到１１月３日,全部整

改完毕.省人社厅解决大沟口村用于添置幼儿

园教学设备和维修党员活动室经费补助５万元,

用于国土绿化经费补助１万元,解决国土绿化花

灌木树苗２５００棵.县卫生健康局联系解决卡子

沟村党员活动室LED屏一块.州就业局和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解决米麻隆村高原美丽乡村建设

资金２万元.县人社局和县农牧科技局解决措

龙滩村洋芋籽种５万斤.

♦生态环境保护 　 完 成 植 树 绿 化 面 积

３７７３公顷.创新“网格划分包片负责＋志愿服

务”的环境卫生整治新机制,各村组织群众每星

期三开展卫生死角集中清理行动,大沟脑村被评

为“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村”.全乡庄廓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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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户,对全乡７个水源地保护区实施全封闭管

理,落实建设阁楼堆肥式卫生户厕１００座、“山水

林田湖草”项目卫生公厕２座,各河道设置河长

公示牌,村级河道每周２次上报巡河记录,乡级

每月２次督查巡河.乡级巡查３１次,村级巡查

５０８次.投资１３０万元高原美丽乡村建设项目

资金,对米麻龙村实施道路拓宽挡土墙及文化广

场提升工程建设和路灯维修、路灯垃圾箱设置项

目建设.

♦社会各项事业　全乡有住院人数６４２人,

住院总费用为６４３２万元,合作医疗报销３４２２

万元,医疗保险缴费８７７６人.发放养老保险金

８６０人１６０６万元;全乡调查取消低保６５户２６６

人,动态新增３９户１１３人,有低保户２００户４８０

人,发放低保金１７３７万元;特困供养人员２０

人,发放特困供养资金３６３６万元;有７０岁以上

高龄老人３５４人,发放高龄补贴４６２万元;发放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２３６人次３４５万元;临时救助４４户２７万元,绿

色通道(救急难)５户１１８万元.实施危旧房改

造项目８户,发放补助资金２０万元.有独生子

女户９１户,双女户４２户,其中享受养老保险的

独生子女户为７２户１３２人,双女户４０户７３人,

享受计划生育特别扶助３户５人,享受奖励扶助

１７户２５人１１４８万元.申报三江源异地办学资

助６０人５１４万元.新生入学项目申报补助１

人５００元,慈善工会大学生救助３人.被辞退原

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享受生活补助６人.发放

公益林补助３１９万元,耕地地力保护补助金

１５３６５万元,草原生态补助３１５万元,卸任村

干部补助３万元,老党员补助１６万元,村干部

报酬６６８３万元.

♦党的建设　落实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制

度、“三会一课”制度、乡村干部集中学习制度,组

织第一书记和扶贫工作队、驻村干部组成宣讲工

作组走进村、社、寺院、学校、农户向群众宣讲党

的民族宗教政策和各项惠民政策、法律法规等方

面的知识.发放各类宣传资料６３万余份,制作

宣传横幅２３０余条、制作电子显示屏９块,党委

中心组、乡村两级干部学习５３次,廉政警示教育

１次,各驻村工作组进村宣讲２００余次,乡党委

领导班子成员、各党支部书记、各村第一书记讲

授党课４２次.全年发展党员１１名,其中农村党

员６名,入党积极分子１１名,其中农村党员９

名,提交入党申请书３０名.

♦廉政建设　制定«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

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工作的实施意见»,乡党委

书记与班子各成员、各村、乡属各单位签订党风

廉政建设责任书.开展综合督查、节庆节点、工

作作风等领域监督检查１１次,印发督查通报５

次,开展各类约谈５次.扶贫入户项目效益回头

看督查检查２次,开展“５３０”小额信贷回头看督

查检查２次,扶贫领域作风建设督查检查１次.

♦群团工作　召开阴田乡第十八届人代会

四次 会 议,开 展 集 中 培 训 代 表 ２ 次,参 训 率

９０％.开展国土绿化“青年、巾帼先行”、扶贫帮

困青年志愿服务、庆“三八”妇女节等活动,评选

“好公婆”“好儿媳”“最美家庭”.申报“最美家

庭”１户,美丽小庭院１户,事实孤儿救助３人,上

报“小候鸟”图书角一处.

♦精神文明　把“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图说我们的价值观”宣传及“道德模范”等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工作列入精神文明建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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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要点,精心安排部署相关工作.设置“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广告牌１２块,悬挂国旗３００多

面、灯笼１０多盏,悬挂横幅１１条.评选五星级

文明户１８４户,五星级文明标兵户４户.乡政府

与各级党员干部签订党员干部带头移风易俗承

诺书１２６份.开展红歌大赛、刺绣展、篮球赛等

文体活动和“巾帼先行展魅力、文明风尚亮村庄”

“学雷锋青年志愿服务”等志愿服务活动,国庆期

间观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庆祝大典及

阅兵式.

♦社会稳定工作　采用张贴标语海报、宣传

展板、召开党员干部群众大会、村民微信平台公布

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举报电话等形式,营造“扫

黑除恶”气氛,发放宣传海报３０余份,«致全乡人

民群众“扫黑除恶”的一封信»１４００份,微信群宣传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相关知识２８次,发放宣传资

料４２００余份,在全乡主要道路和各村显著位置悬

挂横幅７７条,１２个LED屏进行滚动播放.开展

“问题”和“苗头”的双重梳理和摸排,抓好重点人

群、上访群众、民生领域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工

作.全乡排查各类矛盾纠纷６８起,调处化 解

６８起.

(审稿:马爱春　撰稿:李　鑫)

仙米乡

♦概述　仙米乡总面积１４６２１平方千米,

森林总面积６７３万公顷,森林覆盖率４５４９％.

草场面积１１９６万公顷,其中可利用草场９８３

万公顷;各类牲畜存栏１５９万头只匹;耕地面积

７２７公顷,人均占有０１１９公顷.寄宿制小学１

所,学生２００名,教师２２人;走教点７所,幼儿９２

名,幼儿教师８名.全乡辖８个行政村２９个生

产合作社,有１６０８户６１３０人,是一个以农为主、

农牧结合,汉族、藏族、回族、土族、蒙古族多民族

聚居的乡,少数民族占全乡总人数的６８３％.

全乡有党支部１０个,其中农牧区党支部８个,寄

宿制小学党支部１个,机关党支部１个,党员总

数２５３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藏传佛教寺院仙

米寺坐落其中.

♦指标完成情况　全乡农牧区经济总收入

１８４０７０６万元,其中农业收入３８２１４５万元、牧

业收入１２４７００２万元、林业收入９８０９万元、劳

务及其他收入 ２０１７５万元,农牧民人均收入

１５９４６元.畜禽存栏１２４７４０头只,其中大牲畜

存栏２６０４８头匹,猪存栏１７４头;牲畜出栏３３５２５

头只,其中牛出栏１４５０头,羊出栏３２０７５只.对

全乡８个村的畜禽进行防疫,牛、羊病防疫密度

１００％.牛羊育肥贩运５４万头只,完成目标任

务的１２２７％;动物传染病防治５５５８万头只,完

成目标任务的１５８７３％;寄生虫驱除４０７３９９万

头只,完成目标任务的８３％;牛改２９３头,完成目

标任务的１４７％.

♦农牧林　全乡耕地面积７２７０７公顷,其

中青稞 种 植 面 积 ６５３３ 公 顷、小 麦 种 植 面 积

２９６３３公顷、马铃薯种植面积６６５３公顷,油菜

种植面积２１０公顷,饲草饲料种植面积８２公顷,

蔬菜种植面积６８７公顷.农家肥用量普遍增

加,化肥、农家肥兼用的农户占６０％以上.粮食

单产３５０千克,完成目标任务的１０１２％;油料单

产１７９千克,完成目标任务的１０４６７％,蔬菜种

植完成目标任务的１０３％;劳务输出２０５０人次,

完成目标任务的１００％;技能培训１００人次,完成

目标任务的１００％.超额完成８５９公顷的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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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实际绿化面积１１０９公顷,栽植苗木４６１２５

株.在全乡各村房前屋后、裸露土地上种植草本

花卉１３３公顷.落实发放草原生态奖补资金

３６８２万元、粮食直补资金１０８万元.义务教育

阶段的贫困学生入学率１００％,农牧区水费征

收、农村合作医疗参合完成目标任务的１００％.

♦项目建设　完成投资１３０万元德欠村高

原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和山东援建２００万元基础

设施建设的４０％.建成木制围栏３００多米,木

制凉亭２座,安装村庄太阳能路灯１５０盏、购置

钢质户外垃圾箱２０个,监控设备１５套及护坡和

绿化.总投资１３００万的健康养生中心建设项目

完成主体工程８０％;配套实施投资４００５万元

的旅 游 超 市、步 行 拱 桥 项 目,完 成 主 体 工 程

９０％,生态大棚项目主体建设完成;投资４６０９３

的国家森林公园服务中心项目,主体工程完工;

投资４１０万元在仙米林场建设的国家森林公园

服务项目完工,于１１月进行验收;２０１８年落实

总投资１００万元的卫生院外立面改造项目和总

投资５０万元卫生救护站建设项目,２０１９年均建

设完成.２０１９年落实１０万元,集中开展大庄村

村庄绿化,完成种植乔、灌木１０００株.５０户卫

生厕所,全部完成;完成１０４万元的人饮工程和

６０万元的亮化工程;落实山东援建２００万元用

于大庄村基础设施建设及维修,完成主体工程的

４０％.全乡维修道路１７３千米,新修桥梁２座.

♦精准扶贫　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回头看”,

将有劳动能力９４名贫困户纳入生态管护脱贫范

围.２０１８年评定建档立卡贫困户１７９户５４８人

顺利脱贫,２０１９年度全乡贫困人口户人均可支

配收入最高２４６４０５元,最低５５２９２５元.２０１９

年,经乡审核上报因家庭经济困难或因病导致贫

困的人员６５户,发放临时救助１６３０５９元.抓思

想上“脱贫”的工作,进村入户宣传党和政府扶贫

开发政策,让贫困户真正树立起脱贫的信心,引

导群众把“让我富”的观念转变为“我要富”的思

路.全乡精准扶贫工作顺利通过省级第三方和

国家级评估验收,在各类督查反馈问题中未出现

个性问题.

♦生态环境保护　完成８５９公顷的绿化任

务,实际绿化面积１１０９公顷.栽植苗木４６１２５

株等.在全乡各村房前屋后、裸露土地上种植草

本花卉１３３公顷.以“一讲两办三推”,助推人

居环境整治,对全乡８个行政村和１６００户群众

的房前屋后暴露性垃圾、乱搭乱建、乱堆乱放杂

物、杂草等进行集中清除.出动挖机、垃圾清运

车２０余台次,清除卫生死角１２０多处,填埋、清

理垃圾９０００余方.解决境内公路、河道两旁的

“遗留”垃圾和村庄死角的“历史”垃圾.检查整

治各商户占道经营,城市小广告,公共场所乱扔

烟头纸屑等不文明现象,督促更换小集镇商户破

旧、损坏的门牌,彻底净化亮化村容.全乡２２名

村级保洁员、２０６名护林员和２９名草管员定期

巡河３００余次,做到防患于未然.有垃圾坑１１

个,配备垃圾清运车２辆,户外垃圾箱８４个,户

垃圾桶１０００个,铁锹、环保服甲等７种保洁工具

各３２件.采取将资金投入德博办公设备有限公

司等有力措施,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壮大村集体

经济,各村集体收入均１０万元以上,其中讨拉村

６００万元.

♦社会各项事业　有留守儿童１１人,困境

儿童２人,年内分配救灾面粉３００袋.购买６０

岁以上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７６４份金额１８９１０

元;低保户２２９户６２６人,１~９月份发放低保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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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５４４万元.有持证残疾人２１５人,其中重度

残疾人７９人,民政局上报残疾人个人生活补贴、

护理补贴２１５人,享受人数１００％.养老保险、医

疗保险参保率１００％,实现大病保险全覆盖.贫

困人口“双签约”服务、医疗保险、商业补充保险

实现全 覆 盖.到 年 底,出 生 ３６ 人,出 生 率 为

５７４‰.发放计划生育家庭养老保险补贴８８

万元.申报农村牧区独生子女和双女户家庭奖

学金４户、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项目资金１名、

慈善总会大学生资助项目１名、雅居乐青海教助

学基金项目１名、三江源地区异地办学奖补资金

的学生有６１名.动员群众参加农牧民实用技能

培训,组织培训农家乐＋创业等技能培训贫困人

口１００余人,８月初,大庄村组织党员群众５０余

名赴互助县小庄村学习庭院经济.

♦党的建设　以“组织体系建设三年行动”

为契机,以“党员双先锋”高原先锋党建品牌为抓

手,打造“致富桥、连心桥、创新桥、清风桥、和谐

桥”“提升仙米新形象”等“五桥一提”为载体的党

建品牌,以“一线工作法”全面落实“５＋４”主体责

任,巩固和发展“五桥一提”成果,使“五桥一提”

党建品 牌 在 各 项 工 作 中 发 挥 效 应,强 化 组 织

建设.

♦党风廉政建设　年初召开２０１９年度党风

廉政建设工作安排会和专题培训会,印发«仙米

乡２０１９年度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安排»,与各村签

订目标责任书、村“两委”班子成员、纪检员逐级

签订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书,与各纪检主任签

订«仙米乡关于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强化监

督执纪问责承诺书».开展集中整治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和“基层减负年”工作.全年召开党风

廉政建设专题会议４次,开展各类学习８０多次,

参与学习约１８００人次,对村“两委”班子成员培

训面１００％;举办以案说法、廉政讲堂、财经纪律

等内容的廉政教育３期,受教育人数３００余人

次;查处违法违纪案件３起.

♦意识形态工作　与各村、乡属单位签订

«仙米乡２０１９年意识形态目标责任书»,在乡党

委的牵头下,督促组建四支文化队伍,在春节、元

旦重大节日中以寓教于乐的形式开展文体活动

２０余场次.完善«村规民约»将农牧区婚丧嫁娶

纳入其中开展以“讲文明,树新风”活动,开展“和

谐文明家庭”及五星级文明户评选活动、开展“第

十三个公民道德宣传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７０周年暨青海解放７０周年”、开展喜迎“母

亲节”感恩教育等活动,同时,利用农闲时间,在

各村开展各类文体活动,年内还开展 ２０１９青

海门源油菜花文化旅游节暨首届祁连山风筝

节系列活动之———“民族团结杯”门源首届华热

歌会,参加人数千余人.全乡组建社火队、舞狮

队、华热藏族服饰队、锅庄队四支文化队伍.评

选出“五星级”文明户１５４户,标兵户３户;评选

“和谐文明家庭”１４户、推荐“最美家庭”１户,开

展家教、家风、家训讲堂１场３０余人次.

♦维稳工作　年初与各矿山企业、乡属单

位、村委会签订责任书,层层夯实维稳责任.延

伸“一线工作法”,调解各类矛盾纠纷５３起,同比

下降近４０％.全乡划分大网络８个,子网络２９

个,确定网格管理员２９名,网络覆盖率１００％.

到年底,召开各类会议５０余次,悬挂横幅８０余

条,微信宣传１２０余条,墙体宣传４０余条,发放

宣传材料１６００余份,张贴海报３０余张,发放调

查问卷２０００余份,签订不涉黑不涉恶承诺书２９０

余份,收集线索征集表５００余份,设３个举报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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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处各类矛盾纠纷５３余起,有社区矫正人员３

名、刑满释放人员２０名;上报符合“以奖代补”政

策的精神病患者１名.

♦“扫黑除恶”　本着“有黑扫黑,有恶除恶,

有乱治乱”的要求,建立“党支部＋群众、党支部

＋宣传、党支部＋培训”的工作机制,推进“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开展.充分发挥村级纪检组织作

用,坚持把“扫黑除恶”与反腐败斗争和基层“拍

蝇”结合起来,理清思路、集中力量,开展治乱工

作,在各村主干道、商铺、广场、卫生所等人口相

对易聚的地方张贴“举报涉黑涉恶涉乱违法犯罪

线索的通告”、设置举报信箱、公开举报电话,落

实专人管理,收集群众举报线索,开展线索大排

查,到各村社,分片包干,变上访为下访,使预防

走在调解前,排查走在预防前,化解矛盾纠纷.

♦群团工作　发挥农民工工会组织作用,宣

传引导中央、省州县有关农民工工作拖欠等会议

精神,加大维权力度,调解劳资纠纷.开展志愿

者服务工作、团员推优入党等活动,向党组织输

送新鲜血液,完成团员登记及团内基础信息大摸

底工作,对团员身份进行摸底排查,经排查有团

员１２７名,登记９５名,申请中国茅台助学金２

人,山海情助学金１人.开展家教家风的宣讲、

“和谐文明家庭”的评选表彰活动,评选美丽庭院

１户、最美家庭１户,申报事实孤儿３名.全乡

有民兵１１８名,其中基干民兵１８名,编为一个应

急排,对全乡５１名１８岁的适龄青年进行兵役登

记,进行国防教育宣传工作,向部队输送合格兵

源３名.

(审稿:周吉武　撰稿:贺永魁)

珠固乡

♦概述　珠固乡辖区面积１００３平方千米,

距县城７２千米,距省会西宁１３０千米.全乡辖７

个行政村、２１个生产合作社.总人口１３５９户

５１１１人,有藏族、汉族、土族、回族、蒙古族５个

民族,其中少数民族６５５％,藏族６２７５％,是一

个以农为主、农牧结合,藏族为主体、多民族聚居

的乡.耕地面积４７６９３公顷,主要种植小麦、油

菜、豆类、马铃薯、苗木、药材等.有天然草场面

积８７９万公顷,存栏各类牲畜６４万头只.大

通河横贯全境,沿河建成雪龙滩水电站等１１座

水电站.境内森林总面积５０９万公顷,有中藏

药材２００多种、野生动物５０余种.全乡有９个

党支部２１５名党员.乡党委、政府有编制２４名,

其中行政编制１６名,经济社会发展中心事业编

制８名,在岗干部职工３６名,其中３名正式干部

被借调,１２ 名 为 公 益 性、“三 支 一 扶”等 岗 位

人员.

♦指标完成情况　全乡经济总收入７４７８８

万元,增长４４％,实现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１４９２４８元,增 长 ５３９％,完 成 经 济 目 标 任 务

的１０８５％.

♦农牧业生产　调整产业结构,发展苗木、

药材、蔬菜等品种的种植,提高群众收入.全乡

云杉、圆柏等各类苗木调运６０余万株,销售收入

３６０余万元.根据近几年苗木需求量逐年降低

的情况,动员群众种植药材、蔬菜等,种植羌活、

当归等药材４６６７公顷,与青海青鲁红农牧科技

有限公司就种植火焰蔘等特色蔬菜进行对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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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龙滩和雪龙滩村进行少量试验种植,取得初步

成效.繁 育 各 类 仔 畜 ３７ 万 头 只,总 增 率 为

５７１７％,出 栏 商 品 畜 ３１ 万 头 只,商 品 率

４８１９％.寺沟白牦牛养殖协会总销售额 １２６

万,其中白牦牛肉９０万元、奶制品３６万元,带动

贫困户６户、非贫困户１７户,户均增收８６００元,

特色养殖链条打破传统模式.

♦项目建设　实施投资１３０万元的珠固寺

村高原美丽乡村建设和投资１００万元的山东援

建项目,完成工程量的７０％,通过护坡维修、绿

地广场等方面建设激发乡村活力.实施投资

１３２５万元的德宗村道路建设项目,建设砂石路

１３２５千米.完成投资８９万元的年度“厕所革

命”任务,修建公卫生厕所６座,农牧户家庭厕所

５０座.投资４９７万元的“八有工程”主体建设

完成.乡村两级自筹资金２６５万元,在全乡各

村修建砂路２３千米、维修牧道１９千米、修建简

易便桥２３座.申报投资３９５万元的乡镇农牧民

培训中心建设项目、投资１３０万元的高原美丽乡

村建设项目、投资１００万元的对口援建帮扶项目

和投资１００万元卡卓乡村民宿二期提升项目.

♦精准扶贫　顺利通过第三方评估、国家抽

检等验收工作.对各级检查、督导、验收等小组

反馈的问题,逐项对标认领,逐一制定整改方案,

明确整改内容、限定整改时限,狠抓落实,确保问

题整改后不再“复发”.扶贫资金使用效益明显,

投资收益年度分红资金全部到位.１１６名贫困

家庭大中专生、高职生、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均享受到教育扶贫政策,７０名贫困人口享受到

医疗扶贫优惠政策.全乡健康扶贫双签约户数

１８６户,签约人数５６５人,家庭医生和乡村干部

履约率９０％以上.年度医疗报销比例７９３１％,

贫困户申请临时救助１５户,发放临时救助资金

９２万元.各联点帮扶各单位对贫困户开展帮

扶慰问活动,帮扶物资７２８万元.

♦社会各项事业　落实计划生育政策,前三

季度出生２１人,出生率为４１１‰,死亡２５人,其

中死亡男性１１人,女性１４人,死亡率为４９‰,

人口自然增长率为－０７９‰.对全乡低保实行

动态调整,落实农牧区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按时

足额发放低保金,确保群众生活不出现问题.

♦基层组织建设　制定印发«珠固乡“双积

分”管理实施方案»,党员积分制管理与“四讲四

有”“一名党员一面旗”等载体有机融合.发展党

员２１名,其中３５岁以下党员１３名;收缴党费

７８３７元.坚持“三会一课”制度“经常抓、抓经

常”,防止表面化、形式化、庸俗化.在“七一”建

党节,开展“担当新使命,筑梦新时代”为主题的

表彰先进、走访慰问、建言献策、文艺演出等“七

个一”活动.在各村推行建立村级服务队,推行

积分制«村规民约»管理,通过明确一个目标、建

强一个班子、建立一项机制,使服务群众工作触

角延伸到每户每人,畅通村级事务办理难、慢、散

的“制度困局”.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

抓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载体,通过党建引领、

产业支撑、政策激励,初步实现集体与群众“双增

收”,４个农业村集体草场流转工作有序推进,５

个非贫困村３００万元壮大村集体经济投入青海

生态物流园有限公司,按１０％实行投资收益.

到年底,７个村年集体收入均突破１５万元,其中

收入突破２０万元以上的村３个.

♦精神文明建设　在重要节日期间,开展

“巾帼心向党、建功新时代”庆“三八”“青春心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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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功新时代”暨纪念五四运动１００周年系列

活动、“情系五月、遥报春晖”感恩母亲节系列文

化活动、“担当新使命 筑梦新时代”庆祝建党

９８周年暨庆“七一”主题系列活动,向“道德模

范”学习谈论活动等,弘扬传统文化,营造人文气

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之际开展“共

和国故事汇”“瞻仰红色丰碑、永葆初心本色”红

色教育、网上主题宣传教育、“我和我的祖国”群

众文艺汇演等活动,强化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

祖国、热爱人民的主题教育.评选“五星级文明

户”１１２户并授星挂牌,设立“善行义举榜”,对评

选出的身边好人典型事迹进行宣传.利用“静谧

珠固”微信公众平台和抖音平台,宣传全乡重点

工作开展情况,全年上报各类简报信息１００余

期,在今日头条、民主与法治报、金门源等刊发

３０余条.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制定印发«珠固乡

２０１９年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计划»等相关文

件,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五年再提升阶段各项

活动.结合“一讲两办三推”活动、法制宣传月、

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等活动契机,在干部群众

中,开展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宗教观和党的民族

宗教政策、“三个离不开”思想教育、感恩教育、党

的惠农政策、反分裂反渗透教育等为主要内容的

学习宣 传,提 高 干 部 群 众 的 思 想 认 识 和 政 策

水平.

♦平安创建工作　排查化解矛盾纠纷６４

起,其中村级调解委员会化解成功４６起,乡调委

会化解成功１８起,乡村两级调委会矛盾纠纷调

解成功率１００％.在各村成立“平安”巡逻队、三

个牧业村组建成立村级服务队,四个农业村推行

“十户联防”机制,执行每月“两巡逻、两排查、两

上报”的制度.做好“两节”及全国、全省“两会”、

３月敏感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和青

海解放７０周年大庆等重要节点安保维稳工作.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根据中央“扫黑除

恶”第１８督导组督导反馈问题和县委巡察组巡

察反馈问题,制定«珠固乡贯彻落实中央“扫黑除

恶”第１８督导组反馈问题整改方案»,根据所认

领问题进行整改落实.依托相关平台资源,在重

要节日节点多方式开展“扫黑除恶”、国家安全、

“反邪教”、电信网络诈骗等宣传活动.围绕社会

管理开展宣传１０余次,发放宣传资料１５万余

份、悬挂横幅７５条、微信公众平台等新媒体发布

宣传内容１００余条,制作并张贴各类宣传海报

１５００余张.采取“一对一”的管理方式,对各村

重点人员进行登记造册.

(审稿:马占俊　撰稿:王福梅)

浩门农场

♦概述　青海浩门农场始建于１９５５年１０

月,坐落于海北州门源县,隶属于青海青江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生产、销售油菜籽和菜

籽油及副产品为主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农场地

处祁连山南麓腹地,祁连山山脉冷龙岭与大岅山

之间的缓冲坡地.农场境内耕地平坦,土壤肥

沃,耕地集中连片,便于大型农机具从事规模化

农业生产.农业机械总动力１万余千瓦,机械化

程度占农业生产过程的９０％,是青海省重要的

油料生产、加工基地之一,也是全国最大的白菜

型集中产区之一.年种植油菜籽０１万~０１１

万公顷,产菜籽油０６３万~０６７万吨,出油率

４０％以上,菜粕０８３万~０８８万吨.浩门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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榨油厂经过５０年的建设与发展,形成了以油菜

籽加工、菜籽油及副产品销售为主体的生产经营

格局.加工原料均来源于农场０８万公顷全国

绿色食品标准化油料生产基地,属原料自给型加

工企业,农场年产油菜籽１３０００~１５０００吨,年生

产菜籽油３０００吨,菜粕４０００吨.农场有工人

３９６人.

♦春播备耕生产　２０１９年,农场种植农作

物７７９８５３公顷,其中油菜５６１４７３公顷,青稞

２１８３８公顷.春播投入资金１４８５３８万元(含

青稞、油菜籽种费用３００万元),采购磷酸二铵

１５７７吨、尿 素 ２３７ 吨、有 机 肥 ２５４９ 吨;农 药

１５１０６吨 (包 括 除 草 剂、青 稞、油 菜 种 子 包 衣

剂);柴油１７８吨及低值易耗品;选留青稞籽种

６９０吨,油菜籽种１４７吨.投资１０２万元,购置

３６行播肥、播种一体机９台,种子包衣机１台,

喷药机５台.

♦农业机械更新　投资１０３３万元进行农

机的更新配置改造,购置９台２BF－３６型侧牵

引播肥机,５台 PQL１８X/３０００型喷药机,１台种

子包衣机.与生产厂家、经销商联系,解决出现

的问题,完成安装、调试、运行三包等工作.通过

市场调研,编制２０２０年农场农机购置计划.做

好购置前期准备工作.按照购置计划,与生产厂

家、经销商联系,进行法依茨道尔１７０４轮式拖拉

机、雷沃２１０４、２４０４轮式拖拉机、雷沃谷神、科拉

斯联合收割机等机型的田间作业的实验工作,为

２０２０年的更新工作打好基础.与地方相关部门

联系,解决农机补贴１０余万元.

♦田间管理　结合青稞、油菜苗情、草情、虫

情,开展农田杂草防除和虫害防控工作,为青稞、

油菜作物正常生长发育创造良好生态条件.

♦农作物灾害　６月２５日,农场青稞油菜

作物遭受冰雹灾害,受灾面积０１万公顷,其中

成灾７７６６６７公顷,损失３０％以上,经济损失

７２０万元,灾情发生后,经过多次田间调查及最

终产 量 情 况,确 定 理 赔 面 积 及 损 失 率,理 赔

１２６３４０２万元;对部分绝收地块完成耙地、夏翻

等措施,进行残茬处理,以培肥地力,为２０２０年

生产打好基础.秋收中期遭受暴雪灾害,成灾面

积３６７８６７公顷.严重暴雪灾害,未收割的青稞

损失２２％,造成青稞减产１８７万斤左右;未收割

的油菜损失３８％,油菜减产３９６万斤左右,经测

算雪灾造成经济损失１２７０余万元.

♦资产经营承包　推行资产经营承包,贯彻

落实«青海青江实业集团公司企业经营业绩指标

考核细则»,根据集团公司下达的经济指标,结合

农场各农业单位耕地地力水平和生产能力,分解

细化经济指标.

♦种植业结构调整　根据«青海浩门农场

２０１９年农作物种植规划方案»,加大种植业布局

调整的工作力度,使青稞、油菜种植比例确定在

３∶７左右,轮作倒茬,控制农田草害,拓展农业

的发展空间,推动农场经济稳定发展.加强农田

鼠害防治工作,采取人工捕鼠、药饵投放等措施,

全年人 工 捕 鼠 ３７７２５ 只,控 制 鼢 鼠 对 农 田 的

危害.

♦科技创新　实施青稞种植用种全部实施

种子包衣处理,包衣青稞苗期分蘖增加,发育健

壮,具备丰产特征,单产大幅提高.加强油菜病

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实现农药减量控害,推广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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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锐胜＋适乐时”农药组合进行种子包衣处理,

种子包衣２０３万斤,防效明显,未发生大面积病

虫害,给油菜正常生长发育创造良好生态环境.

针对油菜组合种子包衣剂,每年前期播种的油菜

１０％~１５％发生跳甲虫害发生危害的实际,２０１９

年,在农业一大队实施１３３３公顷加强型防虫种

子包衣剂防除试验,不需二次苗期喷药防治,保

苗好,防除效果明显,拟扩大示范推广.完成

４６６７公顷浩油１１号种子田籽种繁育工作.因

雪灾因素,选留籽种２００００斤.针对每年青稞作

物倒伏的实际,实施青稞含钾肥料试验,取得成

效,拟在所有青稞种植地块,调配含钾肥料,增强

生长期抗倒伏能力,提高单产水平.试种青稞品

种及甘青４号.种植昆仑１４号１３３３公顷、甘

青４号３３３公顷,在遭受严重雪灾后,根据秋收

实际测产,昆仑１４号青稞品种,每亩单产６７５

斤,比常规青稞品种单产提高８０斤以上,计划昆

仑１４号扩大推广示范面积３３３３公顷.

♦农业项目　实施１００公顷“青海省化肥农

药减量增效行动试点项目”的油菜播种项目;完

成６６６６７公顷的油菜绿色高质高效示范区的油

菜播种工作.

♦自然灾害防风险　投入资金６３１７万元,

将种植作物全部加入政策性农业保险,青稞保费

每亩４８元,油菜保费每亩７２元.增强农场种

植业抵御农业自然灾害风险的能力和保障水平.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９年,浩门农场在职在岗

职工６１０人,完成年度职工各项社会保险基数核

定,申报、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建立“青海浩门

农场退休人员认证 QQ 群”,专门办理退休职工

认证工作.针对退休人员年龄大,不熟悉网上认

证程序的实际情况,由科室３名工作人员在群内

开展解释、引导、宣传及帮助退休人员进行认证,

完成率１００％;配合当地社区、敬老院、门源县民

政局等部门,妥善处理和完成社会救助工作;落

实从优待工作,完成职工年度调资、职工劳动保

障年检、工伤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审核等工

作;按照正常程序,开展５起职工伤害事故申报

工伤和办理相关事宜的处理工作;加强职工法律

法规、方针政策培训教育,开展农机农艺具技术

技能知识、安全操作知识培训,由农场法律顾问

为８７名民警职工开展法律法规知识专题讲座;

开展职工思想状况摸排和分析,强化职工队伍管

理,经常性地开展教育,做到职工“８小时”之外

的监督管理,对违纪的６名职工分别予以相应的

行政处分,给予８名职工通报批评,做到问责一

起,教育一片的效果.年度接待来人访问５５人

次,来信８人次,来电访问２００余人次,均按照相

关政策规定予以解释答复,结案率１００％.

♦财务管理　贯彻执行«青江集团有限公司

会计核算管理规范»,执行«会计法»«企业会计准

则»,加强财务基础工作的指导,规范记账凭证的

编制,严格对原始凭证的合法、合理性进行审核,

强化会计档案的管理等.按照«青江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的资产清查方案»,加强组织领导,聘请中

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对资产层进行盘点.通

过清查处理存货产成品损失４９７万元,处置报废

零配件２７３６万元,报废不需要资产２５４万元,

对其他应收款中无法收回的２５９０万元进行坏

账处 理.清 理 长 期 挂 账 或 无 法 支 付 的 款 项

６６１５万元.对于一些产权不清晰的资产变更

相关产权证明.配合完成监狱局审计处对农场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度经营情况进行审计工作,完成

相应整改工作.完成６４０套棚户区住房改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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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贴息项目申请工作,享受省发改委２０１９年第

一批省级预算内资金贷款贴息项目,贴息６８万

元.全年营业收入７６２１４７万元,利润总额－

７４７１６万元,净资产收益率－８２６％;资产负债

率７４４５％,应收账款１９７３３４万元,国有资产增

值保值率９２０６％,弥补监狱经费４４５４７万元.

亏损的主要原因是农资补贴比上年减少３２３１０

万元;油厂亏损１７３９８万元;２０１８年因油菜籽

市场滞销,暂估入账,２０１９年,油菜籽销售时多

估入账损失４９７万元;２０１９年,因农作物遭受雹

灾及严重雪灾,产量损失较大,加之严重雪灾后,

机械收割难度及晒场粮油加工时间延长、油材

料、电费等生产成本成倍增加６０—８０万元.

♦项目建设　根据«青海浩门农场现代农业

建设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年内实施项目１１

项,投 资 总 额 ２０７９９９１ 万 元,其 中 国 家 资 金

７６１５４８万元、自筹资金１３１７４４３万元,包括完

成６４０套棚户区住房改造项目,浩门农场道路硬

化项目等９项,２０２０年续建项目２项、储备项目

２项,资金９６２万元,其中自筹资金７８２万元,国

家资金１８０万元.

♦安全生产　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各项

规章制度,加大安全生产检查和隐患排查治理工

作力度,防范和遏制安全生产事故,营造安全稳

定的社会环境.推进“规范管理、消除隐患、确保

安全”专项活动的开展,树立安全生产“红线意

识”,把落实专项活动作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的重要政治任务,统一思想、明确

职责和纪律要求,提高政治站位,主动担当作为,

履行好职责,确保安全.

♦环境整治　强化全员环保意识、生态意

识,倡导健康文明生产生活方式,对晒场、家属

院、林带、地头边缘地带垃圾集中清理和管理,对

使用过的化肥、农药等包装物集中统一处理;推

进林带网围栏修复管理、护青、农作物田间管理

等工作,改善人居环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土地管理　与租赁、借种监狱(农场)土地

的部队多次协商,收回省武警总队借种农场的耕

地６６６７公顷,共和机场借种农场的耕地２０公

顷,西宁转运站移交事宜对接、协调,收回之中.

(审稿:蔡占顺　撰稿:胡志鹏)

门源种马场

♦概述　青海省门源种马场位于门源县青

石嘴镇上寺湾,宁张公路经过场区,场部距西宁

１５０公里,距门源县３０公里,距青石嘴镇８５公

里.种马场始建于１９３７年,原为马步芳的军马

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隶属于省畜牧厅,初

期专以养马为主,以育种为中心,１９５８年受到周

恩来总理亲笔签名的“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

位”国务院表彰.１９９９年１２月起移交至青海三

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名农牧控股公司),经营

体制由原来的差额拨款事业单位改革为自主经

营、自负盈亏的全民所有制国有农牧企业.

２０１９年,全场总人口２４０６人,其中在职职

工６１０人,退休职工５８４人,辖区居民１２１２人.

场下设四站两分场,机关设四部三室.土地总面

积３１ 万公顷,其中耕地 ２７５３３３ 公 顷、草 场

１８２万公顷,林地８０６０公顷,建设用地１２６６７

公顷,其他用地１９５３３３公顷.各类牲畜存栏

１２８４万头只,其中羊存栏１１万只、牛１８万头、

马４００ 余 匹,全 场 拥 有 大 型 先 进 农 机 具 １８８

９６２

乡镇农牧场



台套.

２０１９年度 主 要 经 济 指 标:全 场 营 业 收 入

２０２８万元,总成本３３１５万元,实现净利润２９４６

万元,管理费用１７７３５３万元.职工参保率为

１００％,上缴职工各类保险１２８３万元.

♦农业生产　全年调进各类籽种６００吨,化

肥１１３２吨,农药０８７吨,柴油１６０吨及各类所

需的农机具配件.种植面积及草籽施肥面积

３８２２６７公顷,其中种植油菜６６６６７公顷,其中

草籽套种油菜３８６６７公顷,种植青稞１７６６６７

公顷,草籽追肥面积为１００２６７公顷,其中同德

租赁地５５６８７公顷.全场收获油籽９３１２７吨,

青稞７１７６吨,草籽１０１３吨,草捆４１７２４捆,其中

储备今冬明春抗灾草捆２０９９４捆.

♦畜牧业生产　各类存栏牲畜１１９万头

只,其中羊存栏１１万只,牛存栏８５５０头,马存栏

４５０匹.按照畜疫防治工作的总体要求,开展防

疫工作,落实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措施,各单位开

展四联、炭疽、口蹄疫、小反刍等疫苗的接种工

作,防疫覆盖面１００％.利用春秋两季最佳时机

开展灭鼠工作,灭治面积６６６６６７公顷,经后期

实地考察灭治效果良好.

♦项目建设　实施完成的项目有“菜篮子”

工程肉蛋奶基地建设项目、现代农业庄园建设项

目、保障房配套设施建设项目、重点防护林工程,

化肥 农 药 减 量 增 效 试 点 项 目,总 投 资 １００２４

万元.

♦农垦改革　西宁分场职工家属区“三供一

业”全部移交属地相关单位,小区各项工作得到

规范管理;全场“三供一业”及办社会职能移交工

作进展顺利,门源县水利局为马场１３户畜牧职

工修建５座机井,解决多年人畜饮水难的问题.

♦职工增收　农业职工在土地种植过程中

享受到每亩１４８元的补贴,其中国家耕地地类补

贴每亩１００元,场自筹资金在农业生产机械作业

上每亩补贴４８元.通过两项补贴,每个职工减

少生产成本１０３６０元.为畜牧职工发放草原生

态保护补助,每名职工每年增加收入４２５０元.

为发展自营经济的职工发放自营经济扶持资金

１０２０万元,受益职工１３９人.随着牛羊肉价格

不断攀升,牛羊高效养殖职工户均增收入３万元

以上,全场养殖职工增收６８４万元.开办农家

乐、牧家乐职工增收２２万元.将乌兰站９３３公

顷场种油菜地无偿提供给乌兰站职工,通过油菜

地摄 影,参 与 的 １２ 名 职 工 每 人 均 增 加 收 入

８０００元.

♦化肥减量增效　依据全域绿色有机农畜

产品示 范 省 和 全 省 化 肥 农 药 减 量 增 效 行 动,

５３３３３公顷油菜地进行化肥农药减量试点,加

大羊板粪的储备工作,储备羊板粪１２０００方.

♦金秋助学、大病救助　２０１９年,“金秋助

学”资助因学致困职工子女３０人,发放助学金

４１万元;大病救助３户,发放救助金３８万元.

(审稿:王格非　撰稿:雍桂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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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一、２０１９年门源县各单位获奖情况登记表

获奖单位 荣誉称号 授奖部门

门源县文化旅游局
第八届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 中宣部

海北州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示范单位 海北州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办公室

门源县农牧
水利和科技局

全国第三批率先基本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机械化示范县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全省河长制湖长制工作先进集体
青海省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领导
小组

全省农牧民教育培训工作优秀单位 青海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青海省２０１８年度农经统计工作先进集体
青海省农牧区合作经济经营管理
总站

全国畜牧(草原)技术推广示范站
２０１８年基层畜牧(草原)技术推广
示范站

“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主题朗诵比赛二等奖 门源县“春文”活动领导小组办公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青海解放７０周年门源
县“我和我的祖国”职工歌咏比赛精神文明奖

门源县委宣传部

门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度青海高原青年文明号 共青团青海省委

门源县司法局

全省“七五”普法中期考核验收先进集体

全省司法行政系统工作先进集体

全省指导人民调解工作先进集体

司法厅

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司法厅

司法局东川镇３６５调解室 司法为民好榜样集体 司法部

门源县就业局

２０１８年度全州劳务输出工作先进地区
海北州就业(农民工)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

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度优质服
务窗口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事业单位脱贫攻坚专项奖励集体记功 海北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门源县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全州人社系统岗位技能比武练兵竞赛活动团体一等奖 海北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东川镇中心卫生院

门源县妇幼保健
计划生育服务站

全省卫生健康工作先进集体 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１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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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单位 荣誉称号 授奖部门

门源县中医院
针灸理疗科

工人先锋号 海北州总工会

门源县疾控中心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中国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现场调查
组织实施及质量控制工作先进集体

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

门源县卫生健康局
全省红十字系统先进集体 青海省人社厅、青海省红十字会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度省级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 青海省文明委

组织部

第七届“关工杯”全省青少年作文大赛优秀组织奖
青海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省
教育厅、省精神文明指导委员会办
公室、共青团青海省委员会

青海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县 青海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全州人才工作“伯乐奖”先进集体 中共海北州委

党校 优秀组织奖

海北州延安精神研究会举办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和青海
解放７０周年暨“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理论研讨会

门源县泉口镇
寄宿制小学

全省平安校园建设优秀成果 青海省综治办、青海省教育厅

门源县东川镇
寄宿制小学

全省教育系统先进基层党组织 中共青海省教育厅党组

全省文明校园 青海省文明办

门源县第二小学

青海省第九届中小学生机器人竞赛暨第二届创新设计
大赛太空之旅工程挑战赛小学组三等奖

青海省教育厅

海北州少年诚信教育基地
中国人民银行海北州中心支行、海
北州教育科技局、海北州金融工作
办公室

门源县第一小学 州“电信杯”中小学生电脑作品大赛优秀组织单位 海北州教育局

门源县机关第一幼儿园 海北州“工人先锋号” 海北州总工会

门源县职业技术学校

青海省第十五届学生运动会啦啦操比赛三等奖

门源县“青春飞扬、法治护航”青少年法治微情景剧大赛
二等奖

“青春心向党 建功新时代”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
周年暨青海解放７０周年全州青少年诗歌朗诵大赛二
等奖

青海省教育厅

门源县全面依法治县委员会办公
室、共 青 团 门 源 县 委、门 源 县 教
育局

共青团海北州委、海北州教育局

门源县职业技术学校

教育系统“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经典诵读比赛三等奖

门源县教育系统第三届“奋进杯”教职工篮球赛第二名

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单位”

青海省防震减灾科普教育示范学校

全县五四红旗团支部(团总支)

门源县教育局

中共门源县委、县人民政府

青海省地震局、青海省教育厅、青
海省科学技术协会

共青团门源县委

２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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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单位 荣誉称号 授奖部门

统战部

２０１８年度全州统战系统调研工作优秀组织奖 中共海北州委统战部

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单位 中共门源县委、县人民政府

２０１８年度全州寺院社会管理工作良好地区 中共海北州委宗教工作领导小组

浩门镇

全县模范职工之家 门源县总工会

“我和我的祖国”职工歌咏比赛精神文明奖 中共门源县委、县人民政府

海北州首届农民丰收节暨门源县第二届白牦牛文化旅
游节优良畜种(西门塔尔犊牛)群体三等奖

中共门源县委、县人民政府

麻莲乡

门源县“我和我的祖国”职工歌咏比赛二等奖 中共门源县委、县人民政府

教育工作先进乡镇 中共门源县委、县人民政府

２０１８年度宗教寺院社会管理工作优秀乡镇 门源县宗教工作领导小组

门源县２０１８年首届农民“丰收杯”男子篮球赛冠军 门源县农牧科技局、县文体广电局

优良畜种(西门塔尔母牛)个体三等奖 中共门源县委、县人民政府

省级卫生乡(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青海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优秀领导班子 中共门源县委、县人民政府

连续三年优秀领导班子 中共门源县委、县人民政府

青石嘴镇

教育工作先进乡镇 中共门源县委、县人民政府

党管武装先进单位
中共门源县委、县人民政府、县武
装部

双拥工作先进单位 门源县双拥工作领导小组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暨青海解放７０周年门
源县干部职工歌咏比赛优秀组织奖

县委宣传部、县文明办

泉口镇 省级卫生乡镇 青海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仙米乡

全州“五四红旗”团委 团州委

双拥工作先进单位 门源县双拥办

“我和我的祖国”职工歌咏比赛精神文明奖 中共青海县委宣传部、县文明办

共青团门源县委 青海省学雷锋活动示范点 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

气象局
优秀达标单位

全州气象部门年度目标任务考核
领导小组

县级文明单位 门源县文明办

皇城乡
“全州五四红旗团(总)支部” 共青团海北州委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度青海省“文明村镇” 青海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３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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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单位 荣誉称号 授奖部门

北山乡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度省级精神文明单位
青 海 省 文 明 建 设 指 导 委 员 会 办
公室

２０１９年度省级卫生单位 青海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２０１９年度全县模范职工之家 门源县总工会

２０１９年度双拥工作先进单位 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我和我的祖国”职工歌咏比赛二等奖 中共门源县委 、县人民政府

２０１９年度三八红旗集体 门源县妇女联合会

２０１９年度全县五四红旗团委 共青团门源县委

北山乡东滩村 省级卫生单位 青海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西滩乡乡机关支部 全县五四红旗团支部 团总支

门源大通村镇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海北州银行业２０１９年“银协杯”职工篮球赛冠军 海北藏族自治州银行业协会

二、２０１９年门源县个人获奖情况登记表

单位 姓名 奖项 授奖单位

门源县
农牧水利
和科技局

闫志鹏

李学文

宋生禄

周玉军

李学文

雷有群

江金凤

马生兰

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

２０１９年农村土地确权颁证省级先进个人

２０１９年农村土地确权颁证省级先进个人

青海省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先进个人

青海省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先进个人

全省农经统计工作先进个人

全省河长制湖长制工作先进个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青海省农牧区合作经济
经营管理总站

青海省全面推行河长制
工作领导小组

门源县
应急管理局

王爱庆

张生军

２０１８年度青海省安全生产监管监察先进个人

２０１８年度安全监管先进个人

２０１８年度安全生产工作先进个人

青海省应急管理厅、省煤
矿安全监察局

海北州安全生产委员会

青石嘴镇
中心卫生院

马文忠

珠固乡卫生院 程生元

海北好医生
海北州卫生健康委员会

海北州卫生健康委员会

西滩乡卫生院 苏学文 高原好医师 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４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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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姓名 奖项 授奖单位

西滩乡纳
隆村卫生室

张忠 海北好医生 海北州卫生健康委员会

大滩卫生院

东川镇孔家
庄村卫生室

马海军

马贵宝

孔庆泉

全省卫生健康工作先进个人

海北好医生

海北好医生

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海北州卫生健康委员会

海北州卫生健康委员会

门源县
中医院

陈海正 海北州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 海北州总工会

韩玲 省卫生系统岗位技能竞赛优秀奖 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孔庆成 海北好医生 海北州卫生健康委员会

杨生宝 青海省首届困难气道病例操作比赛优胜奖 青海省医师协会

海北州第二
人民医院

马志俊 第二届中国医师节“高原好医生” 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门源县
疾控中心

陈材正

韩红雁

孔庆霞

安国强

安国强

韩红雁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中国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工作先进个人

第二届中国医师节“高原好医生”

２０１９年度青海省寄生虫病防治技能竞赛笔试二等奖

２０１９年度青海省寄生虫病防治技能竞赛综合三等奖

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

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组织部 包继明 «中国组织人事报»优秀通讯员 中国组织人事报社

民政局 马少云
海北州本土型“拔尖人才”奖 海北州人民政府

全省民政系统“十佳标兵”奖 青海省民政厅

县委党校

马成萍
论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来门源县取得的辉煌成就与
经验启示»获一等奖

巴银琴 论文«关于门源县经济社会发展的调研与思考»获二等奖

李续云
论文«关于加强门源县伊斯兰教事务管理工作的几点思考»获二
等奖

马晓高 论文«门源县干部队伍建设取得的成就及对策建议»获三等奖

雷发军
论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党校教学的价
值»获三等奖

马蓉 论文«门源县构建城乡统筹基层党建格局发展的启示»获三等奖

李艳莲 论文«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发展情况研究»获优秀奖

花毛措
论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党校核心价
值观建设»获优秀奖

祁永玺
论文«浅析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来县级体育产业发展———以门源
县为例»获优秀奖

张岱芝 论文«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年中国文化建设»获优秀奖

张晓君
论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年来我国农村发展变化中存在的
问题及对策建议»获优秀奖

海北州延安精神研究会
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７０周年和青海解放

７０周年暨“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理论研
讨会

５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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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姓名 奖项 授奖单位

门源县机关
第二幼儿园

马玉芳 ２０１９年全州幼儿园教师岗位练兵暨教改成果展评一等奖
海北州教育局、海北州总
工会

门源县泉口镇
寄宿制小学

马晓东 青海省教学能手 青海省教育厅

李晓亮 全国小学生铅笔画大赛指导奖
全国乡村小学生绘画比
赛组委会、爱飞翔乡村教
师培训上海组委会

张普华加 格桑花观影优秀项目教师 青海省教育救助协会

门源县丑小鸭
幼儿园

韦忠芬 ２０１９年全州幼儿园教师岗位练兵暨教改成果展评优秀奖
海北州教育局、海北州总
工会

门源县东川镇
寄宿制小学

门源县
第二小学

李应良

吴忠慧

白延萍

李生莲

马琴花

“电信杯”中小学学生电脑作品大赛优秀指导教师微课«创建电
子相册»获一等奖

课例«用计算器计算»在全国“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中
评为省级优课

青海省第九届中小学生机器人竞赛暨第二届创新设计大赛三等奖

创客教育青少年３Done．“创客导师”

雅居乐青海奖教助学基金优秀教师

全州中小学岗位练兵暨教改成果展评活动一等奖

海北州教育局、州电教室

青海省教育厅

青少年三维创意社区

青海省侨务办公室

海北州教育局

门源县
第二寄宿制
初级中学

王爱萍 优秀辅导员
共青团青海省委、少先队
青海省工作委员会

门源县
青石嘴镇

寄宿制小学

马明太

胡馨文

马菊花

居学英

«点亮小灯泡»一课在第四届全省中小学实验教学说课活动中获
一等奖

«我们应该这样学»一课在２０１９年海北州教师岗位大练兵中获
二等奖

«通分»一课在２０１９年“一师一优课”活动中评为省级优质课

«圆明园的毁灭»一课在青海省２０１９年“一师一优课”活动中评
为省级优质课

«自然灾害的威力»一课在教育部２０１９年度“一师一优课,一课
一名师”活动中评为优质课

青海省教育厅

中央电化教育馆

门源县第三
初级中学

张琳 课件«酸和碱的中和反应»在多媒体软件评比中获二等奖 海北州电教室

李黎德
２０１９年青海省竞技体育后备人才集训选拔中被评为优秀组
织者

青海省体育局

门源县
示范幼儿园

马金花 ２０１９年全州幼儿园教师岗位练兵暨教改成果展评三等奖
海北州教育局、海北州总
工会

张生菊
论文«游戏在一日活动中的作用»在“全国优秀教研论文评选”中
获国家级一等奖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
育研究编辑部

门源县特殊
教育学校

他夏多勒 交通银行特教园丁奖
教育部办公厅中国残联
办公厅交通银行办公厅

门源县浩门镇
西关幼儿园

王莲玲 ２０１９年全州幼儿园教师岗位练兵暨教改成果展评优秀奖
海北州教育局、海北州总
工会

林文静
课件«图形宝宝大比拼»在２０１９年全州中小学多媒体评选活动
中获三等奖

海北州电教室

６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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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姓名 奖项 授奖单位

门源县仙米乡
寄宿制小学

仲守福

张永香

宋维鸿

岑玉龙

“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获省级优课

雅居乐优秀教师

青海省中小学教师网络研修与校本研修整合培训优秀学员

青海省中小学教师网络研修与校本研修整合培训优秀学员

青海省中小学教师网络研修与校本研修整合培训优秀学员

青海省教育厅

青海省侨务办公室

中国教育电视台

门源县
寄宿制小学

杨学敏
课例«认识厘米»在全国“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中被评
为省级优课

青海省教育厅

马占山
课例«诚信是做人之本»在全国“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
中被评为部级优课

青海省教育厅

白文林
课例«列形如ax±bx＝c的方程解决实际问题»在“一师一优课、
一课一名师”活动中被评为州级优课

青海省海北州教育局

门源县
第一小学

朱莲花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中华全国总工会

全金桂 “雅居乐青海奖教助学基金”优秀教师 青海省侨务办公室

门源县
第一

幼儿园

马国娟

马海霞

李杏基

金丽燕

祁明英

２０１９年度“天才杯”全国儿童绘画、书法大赛获得“全国儿童艺
术教育创作辅导一等奖”

２０１９年度“天才杯”全国儿童绘画、书法大赛教师特邀赛金奖(２
个)

２０１９年第一期«教学与研究»中获得“全国优秀论文评选”一等
奖(国家级)

２０１９年度“天才杯”全国儿童绘画、书法大赛教师特邀赛银奖一
个,金奖一个

２０１９年度“天才杯”全国儿童绘画、书法大赛获得“全国儿童艺
术教育创作辅导一等奖”

２０１９年度“天才杯”全国儿童绘画、书法大赛获得“全国儿童艺
术教育创作辅导一等奖”

２０１９年度“天才杯”全国儿童绘画、书法大赛教师特邀赛银奖一
个,金奖一个

２０１９年第四期«教育研究»中获得“全国优秀教研论文评选”一
等奖(国家级)

２０１９年第八期«教学与研究»中获得“全国优秀论文评选”一等
奖(国家级)

２０１９年度“天才杯”全国儿童绘画、书法大赛获得“全国儿童艺
术教育创作辅导一等奖”

２０１９年度“天才杯”全国儿童绘画、书法大赛教师特邀赛银奖

２０１９年度“天才杯”全国儿童绘画、书法大赛教师特邀赛银奖
(国家级)

２０１９年全州学前教育及特殊教育教师岗位大练兵展评优秀奖
(州级)

２０１９年度“天才杯”全国儿童绘画、书法大赛获得“全国儿童艺
术教育创作辅导一等奖”(国家级)

中国儿童绘画研究会

中国教育学会

中国儿童画研究会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中国教育学会

中国儿童绘画研究会

海北州教育局

中国教育学会

７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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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姓名 奖项 授奖单位

门源县
第一

幼儿园

春梅

丁晓颖

袁梅灵

马志萍

春梅

李晓婕

张树秀

马兰英

安丽

孔繁香

仲立娟

２０１９年度“天才杯”全国儿童绘画、书法大赛获得“全国儿童艺
术教育创作辅导一等奖”(国家级)

２０１９年度“天才杯”全国儿童绘画、书法大赛教师特邀赛银奖
(国家级)

２０１９年度“天才杯”全国儿童绘画、书法大赛获得“全国儿童艺
术教育创作辅导一等奖”

２０１９年度“天才杯”全国儿童绘画、书法大赛获得“全国儿童艺
术教育创作辅导一等奖”

２０１９年度“天才杯”全国儿童绘画、书法大赛教师特邀赛银奖
(国家级)

２０１９年度“天才杯”全国儿童绘画、书法大赛教师特邀赛银奖
(国家级)

２０１９年度“天才杯”全国儿童绘画、书法大赛教师特邀赛金奖

２０１９年度“天才杯”全国儿童绘画、书法大赛教师特邀赛银奖
(国家级)

２０１９年度“天才杯”全国儿童绘画、书法大赛教师特邀赛银奖
(国家级)

２０１９年“天才杯”全国儿童绘画、书法大赛获得“全国儿童艺术
教育创作辅导奖二等奖”

２０１９年度“天才杯”全国儿童绘画、书法大赛教师特邀赛金奖
(国家级)

２０１９年度“天才杯”全国儿童绘画、书法大赛获得“全国儿童艺
术教育创作辅导一等奖”(国家级)

“国培计划”(２０１９)———青海省非学前教育教师专业补偿(幼儿
园学科)培训中,被评为“优秀学员”(省级)

２０１９年度“天才杯”全国儿童绘画、书法大赛教师特邀赛银奖
(国家级)

２０１９年度“天才杯”全国儿童绘画、书法大赛获得“全国儿童艺
术教育创作辅导二等奖”(国家级)

２０１９年度“天才杯”全国儿童绘画、书法大赛教师特邀赛银奖
(国家级)

“国培计划”(２０１９)———幼儿园教师行为准则培训中,被评为“优
秀学员”(省级)

中国儿童绘画研究会

全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
育网

中国儿童绘画研究会

中国儿童绘画研究所、青
海省师范大学省级中学
教师培训基地

门源县珠固乡
寄宿制小学

骆唯唯

孔庆德
２０１９年海北州小学教师岗位大练兵优秀奖

海北州教育局、海北州总
工会

门源县浩门镇
紫荆花幼儿园

麻达仁措 全州教师岗位练兵暨教改成果展评优秀奖 海北州教育局

东川镇 朱景成 全国“七五”普法中期先进个人 全国普法办

宣传部 李玉清
全州优秀公务员 中共海北州委

全省宣传思想工作先进个人 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

北山乡 米兴忠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优秀工会工作者” 门源县总工会

８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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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姓名 奖项 授奖单位

西滩乡 杨永森

全省军区基干民兵训练尖子比武考核战术基础动作第一名、综
合成绩第二名、手榴弹投掷第三名、军事理论第三名

中国人民解放军青海省
海北军分区

军事训练先进个人 青海省军区

门源县
公安局

张喜年

马生龙
２０１９年度全省冬春维稳安保工作先进个人 青海省公安厅

门源县
扶贫

开发局

杨春旺

马维军

焦付智

全省脱贫攻坚先进工作者
中共 青 海 省 委、省 人 民
政府

公务员年度考核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度公务员三等功 州委组织部、州人社局

“三区三州”事业单位脱贫攻坚专项奖励
州委组织部、州财政局、
州扶贫开发局、州人社局

２０１９年度扶贫系统优秀工作者
省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

门源大通
村镇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韩福清 ２０１９年度海北州银行业“银协杯”职工篮球赛优秀运动员

海北藏族自治州银行业
协会

９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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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本索引采用主题分析法编制.正文中除对各级目之下统一设置的同名条目“概述”不作

主题索引外,凡具有独立意义的完整资料,可通过本索引进行检索.

二、本索引按款目名称首字汉语拼音音序排列,同音按下一字音序排列,以次类推.

三、索引款目中的小标宋体字为栏目,黑体字为分目,宋字体为条目,条目之下不作检索.

四、索引后数字表示资料内容所在页码,数字后小写字母a、b分别表示栏别(左、右).

“乡镇人大建设年”工作推进会议 ８６a

全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百日攻坚”启动

会议 ８６b

全县项目工作推进会议 ８６a

县委县政府２０１９年棚户区(城中村)改造工作专

题会议 ８６a

４G网络建设 １９６b
“１＋１０”联系模式 １８７b
“爱心医疗救助工程”活动 １３８b
“博爱一日捐”人道救助 １３８b
“厕所革命” １５８a
“放管服”工作 １７０a
“明厨亮灶”工程 １６５a
“三到位”责任制 １８８a
“三个一线”建设 １４１a

“三会一课” １３５a
“扫黑除恶” １４５b,１５６a,２６４a
“扫黑除恶”“打伞破网” １２５a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１５０a,２６６b
“扫黑除恶”专项行动 １４４b
“十户联治” ２３６b
“四力”教育实践 ９０b
“统计优质服务”活动 １６３a
«金门源»杂志编辑 １３７a
«志书»编纂 ２３０b
«综合年鉴»编纂 ２３１a

A

安保工作 ２０６a

０８２

门源年鉴(２０２０)



安全管理 １４１a,２１１b
安全生产 １９５a,１９６a,２６９a
安全生产责任 １１６a
安全责任 １６６a

B

办理证件 １３６b
榜样引领 １３２b
保护生态环境 １５０b
保密工作 ８４a
保险服务 ２１７a
保险宣传 ２１８a
保障改善民生 ８１b
北山乡 ２５０b
比学赶超 ２１３a
标准化生产 １７４b
兵役登记和征兵宣传 １４０b
不动产统一登记 １８４b
部门协调联动机制 １１４b

C

财政 １９９a
财产保险 ２１６a
财会运营基础管理 ２１０a
财税体制改革 ２００a
财税政策研究 １９９a
财务管理 １２８b,２６８b
财政税务金融 １９９
财政管理监督 ２００b
财政审计 １６０b
残疾人动态更新 １３６b
残疾人就业 １３６b
残疾人联合会 １３４b

城管工作 ２３７a
城市创城工作 ２３５a
城市棚户区改造 １９０a
城乡规划 １８９b
城乡建设 １８９b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１８４a
城乡居民医疗及大病医疗保险 ２１６b
城镇及农村公厕建设 １９２b
初心教育 ２４１b
传统农牧业 ２４０a
传统业务 ２１６a
窗口服务 １１４b
创新工作 １２２a
春播备耕生产 ２６７a
从严治党 １５４a,１６１b,２０３a,２３２a
从严治警 １５０b
存款保险系统试运行 ２０４a
存款组织工作 ２０９b

D

打击犯罪 １４５b
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险基金 ２２６a
大事记 ３６
代表工作 １０６b
党的建设 ９５b,１０９b,１４５b,１４８a,１５１a,１７０b,

１９４a,２２７a,２２７b,２４４b,２５８a,

２６０b,２６３a
党风和廉政建设 １９３b
党风廉政 ２５５b
党风 廉 政 建 设 ９７b,１２９b,１３５a,１４８a,１５１b,

１７２a,２２５a,２６３a
党风廉政制度建设 ２３０a
党建 ２４１a,２５２a,２５５a
党建促脱贫 １８９a

１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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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工作 ９６b
党建和精神文明 ２２０a
党建项目 ９４b
党校工作 ９６a
党组织建设 １５９b,１８２b
档案管理 ９５a
道路运输 １９４b
低焦油品牌销售 １６９a
地方志 ２３０b
第二十八次常委会 １０４b
第二十次常委会 １０２a
第二十二次常委会 １０２b
第二十九次常委会 １０５a
第二十六次常委会 １０４a
第二十七次常委会 １０４b
第二十三次常委会 １０３a
第二十四次常委会 １０３b
第二十五次常委会 １０４a
第二十一次常委会 １０２b
第三次国土调查 １８４a
第三方评估检查反馈问题整改 １３７a
第十次常委会 １１８a
第十二次常委会 １１８b
第十三次常委会 １１８b
第十一次常委会 １１８a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 １６３a
电力 １９５a
电信 １９６b
电商交易 １８８a
电子商务 １５８b
调查统计秸秆利用率 １７６a
东川镇 ２３９b
动员宣传 １６６b
督查工作 ８４a
督导检查 ２２１b

队伍建设 １９８a,２０２b,２１３a,２１７b,２２４b,２６８a
对接开展侨务工作 ９３b
兑现胜诉权益 １４９b

F

发展和改革 １５７a
法治 １４２
法院 １４８b
法律服务 １５５b
法治建设 １１５b,１８３b,２３０a,２４８a
法治宣传 １５５a
法治政府建设 １５５b
反洗钱 ２１５a
防灾减灾 １１２b
防灾减灾救灾 １１６b
房地产业 １９１a
非公有制企业生产 ２５１b
废旧物资回收 １７１b
风险隐患排查化解 １４３a
扶贫工作 ２２２b
扶贫开发 １８６a
服务保障举措 １６５a
服务三农 ２１５b
服务职工 １２７b
服务重点工作 ２０９a
福利项目 １１３a
妇联 １３０a
妇联改革 １３２a
妇女儿童服务 １３１b
附录 ２７１

G

概况 ２１６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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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教育培训 ８８b
高原美丽乡村建设 １９０a
各类活动 １２７a
耕地保护与提升 １７６a
工会 １２６b
工程建设 １９５a
工程质量安全 １９２a
工业经济 １０７b
工业领域环保督查整改 １５９a
工业商务 １５８a
工业园区建设 １５８a
工运工作 １２７a
公安 １５１a
公共租赁住房清理清查 １９０b
公路养护 １９４a
公司管理 ２１５b
公司业务 ２１４b
公益诉讼 １４６b
供销 １７１a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１５８b
共青团 １３２a
固定资产投资 １７９b
关注民生福祉 １２３a
规范操作服务 １６５b
规范党内政治生活 １６７b
规范工作机制 １４７b
贵金属、ETC、电子银行 ２１５a
国防潜力调查 １４０b
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贯彻落实跟踪审计 １６０b
国土空间规划编制 １８５a
国土绿化造林 １８５b

H

浩门农场 ２６６b

浩门镇 ２３３a
核心指标完成情况 ２１９a
红十字会 １３８a
后勤保障工作 １４１a
互助小组建设 １６９b
化肥减量增效 １７５b,２７０b
化解民商事纠纷 １４９a
化解行政争议 １４９a
环境管理 １８２a
环境整治 １１６a,２３６b,２６９a
皇城乡 ２４５b

J

机构编制 ９８b
机构编制管理和统计 １００b
机构编制监督检查 １００b
机要工作 ８４a
基层机构建设 １５３b
基层网点建设 １７１b
基层组织建设 ２３９a,２４７b,２４９b,２６５b
基础工作 ９５a
基础设施 ２２５a
集中供热 １９３a
计生工作 ２２５b
纪检监察 １２３b
纪检监察派驻机构改革 １２６a
技能培训 １７９a
加碘食盐供应 １７１a
加快项目建设 ８０b
加强社会管理 ８２a
坚持党的领导 １２２a
监督工作 １０６a
监督管理 ９４a
监管抽检 １６６a

３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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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 １４５a
建行门源支行 ２１１a
建章立制 １６８a
健康保险 ２１８a
健康扶贫 ２２４b
奖补促增收 １７９a
交办任务 １６１b
交通电力邮政通信 １９４
交通运输 １９４a
教育 ２１９a
教育 ２４０b,２４４a
教育改革 ２２３a
教育培训 １４８a,２０７a
教育卫生 ２３８b
接受监督 １５０a
接受社会监督 １４７b
节能降耗 １５９a
结对帮扶 １６８a
解决群众信访诉求 １１４a
借款人意外险 ２１７a
金秋助学、大病救助 ２７０b
金融安全 ２１５a
金融法治 ２０５b
金融风险监测 ２０４a
金融服务 ２０３b,２１１a
金融机构风险预警提示 ２０４a
金融机构绿色信贷 ２０５a
金融类 １９５b
金融统计调查分析 ２０５a
金融知识宣传 ２０５b
紧扣强基固本 １２３a
经济工作 ２５９a
经济和农业农村委员会 １１９a
经济责任审计 １６１a
经营管理 ２１８b

经营目标责任制 ２０７b
精神文明 ２５０a,２５８b,２６０b
精神文明建设 １７２b,１８３a,１９６a,２３５a,２４１b,

２４５a,２４８a,２５６b,２６５b
精准扶贫 １２９b,１９７a,２１７b,２３４b,２３８a,２４０b,

２４３a,２４６b,２４９a,２５１b,２５４b,２５７b,

２５９b,２６２a,２６５a
纠治“四风” １４０b
就业创业 １１３b
聚焦中心任务 １２２b
卷烟销售 １６８b
军事 １３９

K

康复工作 １３５b
科技创新 ２６７b
科技队伍建设 １７９b
科技工作 ２０６a
科技宣传 １７８b
科研工作 ９６b
客户经理转型工作 １６９b
扩大组织覆盖 １３４a

L

蓝天保卫战 １８１a
劳动和谐 １２８a
劳务经济 ２４０b
劳务输出 ２３７b,２５４b
老旧小区综合整治 １９０a
雷电防护安全社会监管 ２３２b
理财业务 ２１４b
理论武装 １３９a
理论学习 １１０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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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业务学习 ２０８a
立德树人教育 ２２１a
立法工作 １０６a
联通 １９８a
廉洁守纪 １１１b
廉洁自律 ２０８a
廉政建设 １８３a,２４１a,２４４b,２５３a,２６０b
廉政教育 ２５８b
粮食储备 １５７b
林业重点项目 １８５b
领导班子建设 １４７b
路政管理 １９４b
旅游产业 １０８a,２４６b
履职尽责 １１０b,１３９b
落实监管部门任务 ２１１a
落实金融扶贫政策 ２０３b
落实容错纠错机制 １２６b
落实司法责任制 １４７a
落实责任 １２５b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１２４b
落实重大项目 １８８b
落实主体责任 １１５a,１５９b,１６３b

M

麻莲乡 ２５６b
门源大通村镇银行 ２１５a
门源回族自治县２０１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 ２８
门源回族自治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 ６８a
门源回族自治县监察委员会 ７４b
门源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７４b
门源回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７５a
门源回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６８b

门源农村商业银行 ２１２a
门源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

部署会 ８５b
门源县城总体“城市设计”初步方案汇报会 ８５a
门源县机构改革动员部署会 ８４b
门源县基本情况 ３４
门源县人大常委会 １０１b
门源县人民政府 １０７a
门源种马场 ２６９b
民政 １１２a
民兵整组 １４０b
民生福祉 １０９a
民生投入 １９９b
民生资金(项目)审计 １６１a
民事行政监督 １４７a
民俗风情 ２５６b
民俗史料保护 １２３b
民营经济 ２３４a
民主监督工作 １２１b
民主政治 ２５６b
民族团结 １８３b,２３６a,２３８b,２５０a,２５３b
民族团结创建 １７２a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９３a,２４５a,２５６a,２６６a
民族宗教和社会法制委员会 １１９a
民族宗教事务工作 ９２a

N

纳税服务 ２０１b
内部管理 １６７a,２１７a,２２２a
内控合规管理 ２０７b
内控合规基础管理 ２１０a
内控制度 ２０６b
内外宣传 ９０a
能力提升 ２２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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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收购及加工 １７１b
农村人居环境改善专项行动 １７７b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１７７b
农发行门源支行 ２０８b
农房保险 ２１６b
农垦改革 ２７０b
农膜回收 １７６a
农牧林水科技环保城建 １７４
农牧林 ２６１b
农牧民居住条件改善工程 １９０b
农牧民危旧房改造“清零” １９０b
农牧水利科技 １７４a
农牧业 ２３７b,２５７a
农牧业经济 １０７a
农牧业生产 ２４２a,２５１a,２６４b
农畜产品供给 １７５a
农业 ２５４a
农业服务 １７１b
农业机械更新 ２６７a
农业生产 ２７０a
农业污染源普查 １７６b
农业项目 ２６８a
农业银行门源支行 ２０７b
农资商品购进及供应 １７１a
农作物灾害 ２６７b

P

培训与监管 １９８b
培育文化 ２１６a
贫困残疾人扶持 １３６a
品牌创建 １６７a
品牌培育 １６９a
平安创建 ２４５a
平安创建工作 ２６６a

破解发展难题 ７９b
普惠业务 ２１２b

Q

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１８５b
气象 ２３１b
气象服务 ２３２b
企业审计 １６１b
企业信用监管 １６５a
强本固基 ２１５b
抢抓时机 ２１４a
青春扶贫行动 １３３a
青海银行门源支行 ２１３b
青年生态环保行动 １３３a
青年志愿服务 １３３b
青少年创新创业 １３３b
青少年合法权益维护 １３４a
青石嘴镇 ２３７b
清查整治 １６６a
情报信息搜集研判 １４５a
渠道建设 １９８a
全国地名普查 １１２b
全国助残日系列活动 １３６b
泉口镇 ２４２a
群团工作 ２６０b,２６４a
群众团体 ７５b,１２６b

R

燃煤锅炉拆除 １６６a
热源脱硫脱硝改造 １９３a
人居环境整治 １７３a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１１３a
人民代表大会 １０１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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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调解 １５４b
人民防空 １４１b
人民武装 １３９a
人民银行门源支行 ２０３b
人寿保险 ２１７b
人影防雹 ２３２b
任务完成及待遇支付 ２２５b
日常监督 １２６a
日用消费品配送 １７１b
融媒体建设 ８９b

S

三大攻坚战 ２００a
三区人才服务 １７８b
森林草原资源管护 １８５b
砂石料场的设置 １８４b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 １９２b
商贸流通 １５８b
社会保障 １１３b,２３６a,２３８b,２４１a
社会扶贫 １８７b
社会福利 １１２a
社会 各 项 事 业 ２４７a,２４９a,２５２b,２５５a,２５８a,

２６０a,２６２b,２６５b
社会救助 １１２a
社会面管控 １４３b
社会事务 １１２b
社会事业 １０９b
社会事业 ２１９
社会稳定工作 ２６１a
社会治理 ２５３b,２５８b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９０b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１３１a
社会组织登记管理 １１３a
社区建设 ２３７a

深化改革 １５３a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９９a
审计 １６０b
审判管理 １５０a
生态红线评估调整 １８４b
生态环保监督执纪问责 １２４b
生态环境保护 １８０a,２３５a,２３８a,２４０b,２４３b,

２４６b,２４９a,２５２a,２５５a,２５８a,

２５９b,２６２b
生态环境建设 １０８b
生态环境治理 １８４b
生态文明建设 １８２b
师资队伍建设 ２２１a
十六届四次会议 １１７a
实践引领 １３２b
实施取水许可 １７７a
食药监管网络 １６５a
市场管控 １６９b
市场规模 １９８a
市场监督管理 １６４b
市场监管 ２２９a
市场经营 １９６b
事故调查处理 １１６b
受理消费者投诉案件 １６６b
梳理线索 １６６b
双向交流 １３７b
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１７７a
水污染防治 １８１b
水资源保护利用 １７６b
税务 ２０１a
税收法治 ２０２a
司法 １５４a
思想建设 １２４a
思想舆论宣传 ２５３a
思想政治建设 １４７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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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春联下乡 １３７b
苏吉滩乡 ２４８b
诉前调解 １４９b

T

特载 １
特色产业 ２４０a
特色饮食文化产业 ２３４b
提案办理 １２１b
提案和学习文史科教委员会 １１９b
田间管理 ２６７a
通信服务质量 １９５b
统计 １６２b
统计基层基础建设 １６３a
统计与调查 １６２b
统战(民宗)工作 ９１a
突出团结民主 １２２b
土地管理 ２６９b
土地矿产卫片执法 １８６a
土地征收 １８４a
土壤污染防治 １８１b
推进扶贫开发 ８０a
推进经济领域统战 ９３a
推进绿色发展 ８１a
推进人居环境整治 １９２b
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 １００a
推进数字社会 １９７a
退役军人服务 ２２９b
退役军人事务 ２２９b
脱贫攻坚 １４０a,１８０a,２１１b
拓展业务 ２１６a

W

外出学习考察活动 ８７a
外拓营销 ２１４a
网络建设 １９６b,１９８b
网上办公建设 １９６b
违法处罚 １６６a
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１１３b
维护社会稳定 １４０b,１５２a
维护市场经营秩序 １６６b
维护稳定 ２５６a
维稳工作 ２３５b,２３９b,２５０a,２６３b
卫生健康 ２２３b,２４４a
未成年人检察工作 １４６b
文化繁荣 ９１a
文化旅游 ２２８b
文化遗产保护 ２２８b
文化育检建设 １４８b
文明创建 ９０a
文明村创建 ２３９a
文明服务 ２１４a
文明建设 １７８a
文体活动 ２２８a
文体旅游广电 ２２７b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１３７a
文艺创作成果 １３８a
物价监管 １５７b
物业行业治乱工作 １９１b

X

西滩乡 ２５４a
细支卷烟销售 １６９a
仙米乡 ２６１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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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１
县委十六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 ８５a
县委县政府供热工作专题会议 ８５b
县委县政府旅游项目专题会议 ８５a
乡镇 ７６a
乡村经济 ２３３b
乡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 １８１b
乡风文明建设 ８９b
乡镇农牧场 ２３３
乡镇企业 ２５７a
项目工作 １５７a,２２８a,２５４b
项目建设 １０８a,１８０b,２２０b,２３４a,２３８a,２４０b,

２４２b,２４６a,２４９a,２５１b,２５７b,２６２a,

２６５a,２６９a,２７０a
项目投资 １７９a
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 １６６b
校园安全 ２２１b
效能建设 ２０３a
新农村建设 ２４２b
新闻报道 １４０b
新闻宣传 ２２９a
信访 １１４a
信贷基础管理 ２０９b
信贷业务 ２１２a,２１４b
信息工作 ８３b,２０６b
信息化建设 １１４a,２２２a,２２４b
信息宣传 １２１b
信用卡业务 ２１４b
信用社会 ２０５a
刑罚执行 １５５b
刑事诉讼监督 １４７a
刑事执行监督 １４７a
行业安全 １９４b
行业扶贫 １８７a
行政审批 １９３a

畜牧业发展 ２５４b
畜牧业生产 ２４６a,２４８b,２７０a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１７５b
畜禽养殖污染防治 １８２a
宣传工作 ８９a,１３８b
宣传业务 ２１３b
学习强国 ９０b

Y

烟草专卖 １６８b
严惩各类刑事犯罪 １４９a
央行监管 ２０４b
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监管 ２２６b
业务发展 １９８a,２１２a
业务改革 １９６b
业务工作 ９５b
医保精准扶贫及医疗救助 ２２６a
医保政策宣传 ２２７a
医保支付方式改革 ２２６b
医疗保障 ２２５b
移动 １９７a
移民安置 １８５a
异地就医结算 ２２７a
意识形态工作 ２６３b
阴田乡 ２５９a
引育人才 ８９a
应急管理 １１４b
应急管理改革 １１６a
应急救援 １１７a
应急救援演练 １６６a
营销服务 １９５a
营销活动 ２１２a
拥军优属及其他 １１３a
优化产业结构 ７９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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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诉讼服务 １４９b
邮政 １９５b
邮务类 １９５b
邮政储蓄银行门源支行 ２１４b
舆论引领 １３３a
员工培训 ２１４a
援建工作 １５７b
远程监管平台建设 １６５b

Z

灾情爱心捐款 １３８b
战略合作 ２１２a
战略实施 １７８a
招商引资 １５８a
整改督察反馈问题 １８１a
整改问题 １８９a
整治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１２４b
整治食品药品安全问题 １６５b
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１２５a
政府工作报告 ７
政治 ７９
政策性农业保险 ２１６a
政策引导 １７８a
政法综治 １４２a
政府办公室工作 １１０a
政协门源回族自治县第十六届委员会 ７４a
政协门源县委员会 １１７a
政研工作 ８４b
政治建设 １４８a
政治教育 １６７a
政治思想建设 １１３a
政治巡察和专项巡察 １２５b
支部和党员发展 １３５a
支部建设 １６２a

支持小微企业 ２０９a
支农支小 ２１５b
执法队伍建设 １７０a
执纪审查 １２６a
直属机关党委 ９３b
职工增收 ２７０b
职工之家建设 １２９a
指标完成情况 ２３３a,２３７b,２４０a,２４２a,２４５b,

２４８b,２５１a,２５７a,２５９a,２６１b,

２６４b
制作«我和我的祖国» ８９b
中共门源回族自治县纪律检查委员会 ７４a
中共门源回族自治县委员会 ６７a
中共门源县委员会 ７９a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门源回族自治县第十六

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２０
中心工作 １０５b,１０７a
终端建设 １６９b
种植业结构调整 ２６７b
重大活动 １７２a
重点工作 ９４b
重点品牌销售 １６９a
重点人员排查帮教管控 １４４b
重点项目 １８５a
重要会议 ８４b,１０１b,１１７a
重要活动 １２０a
重要人事变动 ８６b
珠固乡 ２６４b
主题党日活动 １７２b
主题活动 １３０b
主题教育 ８８a,１３５b,１４５b,１６３b,２２０a
主题教育活动 １７２b
主题征文活动 １３７b
主体责任 １６７b
主要工作 ７９a,１４１b

０９２

门源年鉴(２０２０)



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２１９b
助力扶贫攻坚 １９７b
助力脱贫攻坚 １１５b,２０８b
助力文明城市创建 ９７a
抓班子带队伍 ８２b
专门委员会工作 １１９a
专项扶贫 １８６b
专项整治 １６７a
专项资金审计 １６１b
追求满意服务 １９７b
资产经营承包 ２６７b
资助残疾学生 １３６a
自然灾害防风险 ２６８a
自然资源管理 １８４a
自然资源确权登记试点工作 １８５a
自身建设 １０１a,１０６b,１５６b,２３１a

宗教活动场所管理 １４５a
综合服务 ２０６b
综合服务基础管理 ２１０b
综合改革 ２２３b
综合经济管理 １５７
综合气象观测 ２３２a
综治维稳 １４６b,２４１b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１８８a
组织工作 ８７b
组织机构 ２３６a
组织机构和领导名录 ６７
组织建设 ８８a
组织体系建设 ９４a
组织学习 １３４b
作风建设 １３４a,１６２a

１９２

索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