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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载

孙绣宗同志在中共门源县委第十六届八次

全体 (扩大) 会议上的讲话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８日)

　　同志们,刚才,朱林同志传达学习了州委

十二届八次全体 (扩大)会议暨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马晓峰同志受县委常委会委托,对 «关

于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推进地方治理

制度创新和治理能力建设的实施方案»作了很

好的说明.下面,由我代表县委常委会讲三点

意见.

一、充分认识推进地方治理制度创新和治

理能力建设的重大意义

地方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地

方层面的具体体现和组成部分,推进地方治理

制度创新和治理能力建设是坚决贯彻落实中央

和省州委决策部署的具体实践,是关系党和国

家事业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

康的重大问题,在党和国家治理全局中具有十

分重要的地位.推动地方治理制度创新、提高

治理能力与发展经济、保护生态、改善民生、

维护稳定、加强党的建设等工作息息相关、密

不可分.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就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

思想新战略.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于更好

发挥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

势,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坚强领导核心,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省委

十三届八次全会、州委十二届八次全体 (扩

大)会议暨经济工作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分别从全省、全州各项

事业发展的全局和长远出发,紧扣省情、州情

实际,研究部署了地方治理制度创新和治理能

力建设工作,就推动地方治理向现代化迈进作

出全面系统安排和制度设计,对我们推动县域

治理工作向现代化迈进提供了基本遵循.

门源地处祁连山国家公园的核心腹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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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地位特殊,但受自然、历史等多种因素的制

约,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社会发育程度低,特

别是系列腐败案件的发生,对政治生态、自然

生态、社会生态造成严重破坏,加之随着新冠

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国内时有点状散发,

尤其是近期新疆喀什排查出１６４例无症状感染

者,对防控工作提出新挑战,防输入防扩散防

反弹等常态化防控工作仍然不容松懈,使经济

社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挑战.同时,随

着兰新二线铁路开通和宁张高速即将开通,门

源作为入疆重要通道,输入性风险升级,维稳

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可以说,门源在地

理位置、生态地位、发展条件、民族工作和地

区安全等方面兼具多重特殊性、复杂性,推动

县域治理制度创新和治理能力建设,必须充分

考虑这些县情.当前,面对疫情防控和经济复

苏,中央和省上密集出台了一系列含金量高的

政策措施,特别是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和省委涉藏工作会议,就支持涉藏地区发展不

断释放出新的政策利好,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

着历史性机遇.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

如何在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过程中,抢抓机

遇、应对挑战、重新出发,需要我们坚持把推

进县域治理制度创新和治理能力建设,推动地

方治理现代化,与当前工作紧密结合,进行深

入思考和有效解决.

二、立足改革发展稳定实践,奋力推进地

方治理向现代化迈进

(一)坚持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

中,改善民生推进县域治理向现代化迈进

当前,门源正处于经济转型发展时期,经

济向什么方向转型、产业向什么方向发展,都

对地方治理能力提出了新要求.

一要以绿色有机引领农牧业高质量发展.

始终坚持农业稳县不动摇,按照 “稳粮油、扩

优势、抓特色、创品牌”的思路,稳步推进质

量兴农、绿色兴农、特色兴农、品牌兴农战

略,在继续大力发展以青稞、油菜为主导的传

统优势特色产业的同时,积极在食用菌、蕨

麻、冷水鱼、西门塔尔肉牛、白牦牛、湖羊、

林麝、马鹿等特色品种培育、有机认证和规模

种养上求突破,进而构建高原、绿色、有机特

色现代农牧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

系,推动生产、加工、销售均衡发展.要发展

壮大家庭农牧场、农牧民合作社、社会化服务

组织等新型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加强对农牧

业专业技术人员和农牧民的教育培训,注重提

升经营者素质,加快构建以农牧户家庭经营为

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

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牧业经营体系.要坚决

扛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政治责任和使命担

当,坚持问题导向,突出短板弱项抓攻坚,尽

最大努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向最后的胜利发

起总攻.

二要以绿色循环低碳引领工业高质量发

展. 在生态保护优先前提下,依托优势资源,

主动适应市场要求,坚持把积极调整产业结

构、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与发展新兴产业结合起

来,按照 “科学发展、适度超前”和 “企业向

园区集中,产业向园区集聚”原则,严格执行

国家地区产业、土地、环保、资源综合利用等

政策,提升海北山东生物产业园区和门源现

代农业产业园、门源清真食品产业园发展品

质,提高园区准入门槛,遏制高耗能、高污染

企业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同时着力优化园

区规划布局,探索建立园区低效用地退出机

制,妥善盘活园区内停产半停产企业,推动工

业集聚、集群、集约发展.纵深推进 “放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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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改革,努力打造放得更活、管得更好、服

务更优的营商环境,吸引知名企业参与优势资

源的深度开发,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要

加快完善县域电子商务体系,建设特色产品电

子商务交易平台,进一步完善在线支付、物流

配送、信用服务等电子商务发展支撑体系,加

快形成良好的电子商务应用环境,推动传统产

业与电子商务融合发展.

三要以完善要素引领生态旅游业高质量发

展. 按照突出特色、避免跟风、防止同质化的

原则,坚持把打造景区景点与丰富文化内涵、

培育特色品牌相结合,充分借力青海国家公园

示范省建设契机,积极打造百里油菜花海核心

区观花避暑、休养身心、陶冶情趣 “高原港

湾”,仙米国家森林公园休闲度假养生区,岗

什卡雪峰 “冰雪运动体验基地”等,想方设法

做足 “冰雪”文章,使门源生态旅游业向四季

游不断延伸,进一步提升门源生态旅游的吸引

力.同时,要在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上作文

章,将景区景点、古建筑、地域民族民俗文化

综合考量、串联成线,构建文体旅游产业链

条;推动 “旅游＋”,做好文化活动创意开发,

积极发展体育健身、康体休闲、体育旅游等新

业态,开发赛马、射箭、登山等地方特色体育

产品,充分利用门源厚重历史,深入挖掘景点

背后文化,有序推动体育休闲与文化旅游深度

融合,把 “冷资源”真正转化为 “热经济”.

(二)坚持在打造 “三个生态”绿水青山

的实践中,顺应民 意 推 进 县 域 治 理 向 现 代 化

迈进

一要以政治生态的绿水青山, 增强推动县

域治理向现代化迈进的志气. 坚持鲜明政治红

线,凸显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是地方治理的思想

灵魂.没有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县域治理向现

代化迈进就如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要始终把打

造政治生态的绿水青山作为推进地方治理现代

化的重点来抓.要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

要位置来抓,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批示和党中央及省州委决策部署,严格执

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等制度,严肃党内政治生

活,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

到 “两个维护”,以政治上的全面加强推动全

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推动政治生态持久风

清气正,推动地方治理上接天线、下连民意、

符合实际.要坚持把党的思想建设作为基础来

抓,抓住领导干部这一 “关键少数”,加强和

改进党委 (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持续

强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学习贯彻,持续跟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重要论述的学习贯彻,

持续不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青海工作时的

重大要求,不断提高运用科学理论分析和解决

地方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困难问题的本

领.要坚持把党的组织建设作为关键来抓,始

终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和 “德才兼备、以

德为先”原则,充分考虑干部的政治标准、工

作能力、专业特长、学历背景、工作经历、性

别民族及单位职能,优先选拔任用政治意识

强、群众认可度高、工作实绩突出、作风正派

的干部,加大年轻干部选拔任用力度,把优秀

干部选拔到 “更适合、更胜任”的岗位,建成

一支与推进地方治理制度创新和治理能力建设

相适应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扎实稳妥做好换

届工作,全面推行 “党建＋”理念,推动党建

工作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持续开展支部规范

化建设,以红色大党委工作机制和 “七联共

建”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做深做实党支部工作

直接联系点和联姻结对、共驻共建工作.要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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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把党的作风建设作为引擎来抓.全县各级党

组织要高度重视作风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专项行

动,以对党负责、对事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

态度和决心,举一反三对照检查,突出治理

“慢、推,庸、拖,假、怕,私、贪” 问 题,

切实把专项行动抓在手上、落到实处、保证质

量.要认真贯彻好 «关于进一步加快门源县修

复净化政治生态３０条措施»,推动政治生态持

续向好.要坚持在抓小、抓早、抓细、抓实上

下功夫,对干部存在的问题及时提醒纠正,真

正把问题解决在始发阶段、萌芽状态.要坚决

整治群众身边的腐败和作风问题,特别是紧盯

中心工作、重点工程、重大项目中不作为、不

落实、拖后腿的人和事,加强教育惩处,使干

部守住底线、不踩红线.要坚持把党的纪律建

设作为治本之策来抓.党的纪律建设,重在制

度,更重在执行.要把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摆在纪律建设的首要位置,进一步压实全面

从严 治 党 “两 个 责 任”,履 行 好 党 组 织 书 记

“第一责任人”职责、班子成员 “一岗双责”

职责,加强对党员干部遵守政治纪律的教育,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懂法纪、明规矩,知敬畏、

存戒惧,形成尊崇制度、遵守制度、捍卫制度

的良好氛围.要坚持标本兼治,持续做好省委

州委主要领导约谈讲话和省委州委全会上领导

点评意见、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反馈意

见、省委第四巡视组巡视 “回头看”反馈意见

整改 “后半篇”文章,确保各类问题全面彻底

整改到位.要用好巡察 “利剑”,正确运用监

督执纪 “四种形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

忍惩治腐败,深入推进生态环保、脱贫攻坚、

扫黑除恶、民生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工作,持续

用力、久久为功.

二要以社会生态的绿水青山, 凝聚推动县

域治理向现代化迈进的士气. 要把打造社会生

态的绿水青山,体现到精细精致推进城市治理

中.紧抓全省打造祁连山生态人文旅游城镇机

遇,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基础,以国家新型城

镇化试点为抓手,充分利用 “多规合一”成

果,统筹全县城镇和乡村发展,加快城乡融合

发展步伐,积极探索国家公园地区新型城镇化

建设路径,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要在

城镇发展布局上精细,要按照 “精明收缩,提

升内涵,精细管理,生态宜居”理念,进一步

完善全县城镇发展体系,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

理,注重城市管理运行的节约高效,推动城市

管理从重规模向重环境重品质转变、从重地上

向重地下转变、从重建设向重管理转变.稳步

推进美丽城镇建设,以建设高原美丽城镇示范

省为契机,积极培育特色小镇,加强分类指

导,加快岗什卡冰雪小镇、仙米森林小镇、皇

城牧游小镇等建设步伐,完善城镇功能,补齐

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短板,做到以镇带村、以

村促镇,推动镇村联动发展.要在提升城镇品

质上精细,着眼群众住得舒心,认真谋划编制

一批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积极争取中央和

省州资金,加大城市道路绿化亮化、供水供

热、排污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综合整治

力度,开展综合管廊试点工程,加快改造县城

棚户区,推动升级旧城区基础设施,提升县城

窗口形象.要在建设人文城镇上精细,加强城

镇建设设计管理,从整体平面和立体空间上统

筹建筑布局,推进城市人文特征与自然生态景

观相融合,体现门源地区城镇的地域特征、民

族特色和时代风貌.要按照 “尊重自愿、自主

选择,因地制宜、分步推进,存量优先、带动

增量”的原则,兼顾高校和职业技术院校毕业

生,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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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化,加快推动符合条件的农牧业转移人口落

户城镇,在 “十四五”规划建设中进一步提高

城镇化率,推进农牧业转移人口共享城镇基本

公共服务.要健全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机制,

充分运用好 “五长制”等好做法,规范小区自

治管理,打通联系服务城镇居民 “最后一公

里”.

要把打造社会生态的绿水青山,体现到精

美精进推进乡村治理中.着眼维护和发展乡村

生态美环境美自然美,统筹考虑全县乡村建筑

布局、特色风貌、产业发展、设施建设、生态

保护、文化传承等因素,加强村庄建设规划管

理,突出乡土化、多样化,使乡村建设彰显门

源特色.实施农牧区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巩固提

升工程,持续推进 “全域无垃圾”行动和农牧

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集中抓好垃圾、污水和

面源污染治理,扎实开展 “厕所革命”,积极

推进美丽乡镇、美丽村庄、美丽庭院以及卫生

乡镇创建工作,健全完善农牧区环境监管长效

机制,着力打造美丽乡村 “升级版”.着眼维

护和发展乡村劳动美生产美生活美,围绕农牧

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坚持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积极实施就业

优先、大众创业战略,促进农牧民更高质量就

业;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关注农牧区相对

贫困人口生计,持续提升农牧民群众幸福感;

发展村集体经济,加快完善制度保障体系,积

极拓展农牧民就业创业增收空间,确保农牧民

收入持续增长.着眼维护和发展乡村人文美和

谐美家庭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加强乡风文明建设,把 “五星级文明户”创建

活动作为提高农牧区精神文明建设水平的主要

途径抓牢抓实,加大道德模范、最美青少年及

身边好人、好婆婆、好儿媳等先进典型评选力

度,完善宣传、选树、褒奖、激励和帮扶各级

各类模范的一系列工作机制,推崇和放大崇善

向德的 “好人效应”;依托 “两微一端”,并继

续运用 “文艺＋”形式,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表

现手段和载体,宣传党的政策、弘扬传统文

化、普及法律常识,引导广大农牧民群众自觉

听党话,坚定跟党走,革除陋习,树立新风.

要把打造社会生态的绿水青山,体现到精

心精准推进依法治县中.“法令者,民之命也,

为治之本也”.全县各级党组织要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眼系统治理、依法治

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深化法治为民,把

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

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法治建设的全过程,

切实增强推进全面依法治县的政治担当,推动

法治门源建设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

进,筑牢县域治理现代化的法治基础.政府各

部门要自觉树立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

须为的理念,把做优法治环境同深化改革开

放、增强市场活力、激活内生动力有机结合起

来,运用法治保障 “放管服”改革深入推进,

打造最优发展环境.要持续坚定不移推进 “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持续推进 “六清行动”,

确保清到底、清彻底、清干净,并结合实际把

长效机制建起来、建完善.要深入推进平安建

设、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强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落实好 “一台账三清

单”制度,巩固推广东川镇 “３６５调解室”、青

石嘴镇 “老马调解室”、县法院多元解纷一站

式诉讼服务中心等好经验好做法,畅通规范群

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努力

将矛盾化解在基层,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

益.要进一步压实 “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

充分发挥律师事务所、法律援助等法律服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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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组织的法制宣传教育功能,提高普法实效,

切实增强各族干部群众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

识,不 断 推 动 新 时 代 法 治 宣 传 教 育 实 现 新

发展.

三要以自然生态的绿水青山, 凝聚推动县

域治理向现代化迈进的人气. 自觉深入学习领

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最新论述,将 “保护好

青藏高原生态就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

大贡献.守护好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

把青藏高原打造成为全国乃至国际生态文明高

地”的要求贯彻到打造自然生态绿水青山的实

践中,牢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 “三个最

大”的省情定位,深刻领会王建军书记的 “三

问”精神,从国之大者的高度,坚定实施生态

报国战略,全力打造自然生态的绿水青山.要

在保护与修复上下功夫.深刻汲取海西木里矿

区非法开采事件的惨痛教训,自觉站在生态文

明建设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的

高度,清醒认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紧迫性、

严峻性和重要性,严格落实和履行生态环境保

护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 “第一责任人”

职责,结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建设,以祁连山

南麓青海片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三年行动为抓

手,坚持全时全域全方位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

和省州党委政府关于生态环境保护与整治的各

项决策部署,以零容忍的态度向污染环境、破

坏生态的行为开战,绝不麻木不仁,绝不心存

侥幸,绝不放任不管,绝不半途而废,以实际

行动为门源这一方绿水青山站好岗、放好哨.

要在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上下功夫.积极构

建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执法监察工作机制,实

行领导干部离任自然资源资产审计制,坚决制

止违法违规行为.全面落实 “河湖长制”,建

立 “林长制、草长制”,健全环境保护、绿色

发展等地方性规范办法,构筑起生态环保的制

度盾牌.要以深度融入祁连山国家公园建设工

作为牵引,配合完成公园综合管理规划、生态

保护规划、产业发展规划、特许经营规划等体

制机制建设任务;严格执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

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稳妥解决公园内矿

权退出、 “一地两证”等问题,加快推进保护

区内生态移民搬迁、后续产业发展等重点工

作,努力把门源打造成为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

保护的样板和生态宣教展示窗口.

三、鼓足干劲,以真抓实干的精神抓执行

促落实

一要以思想力推动地方治理工作落实到

位.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有偏差,前行的

道路就会越走越歪.全县各级党组织以及各级

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到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

治理体系来之不易,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

持、不断完善,在实际工作中,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端正思想、砥砺前行,坚持从县情出

发,深刻把握时与势,在改革发展稳定工作实

践中、在修复净化 “三个生态”进程中,牵住

制度这个 “牛鼻子”,大胆探索、大胆创新,

把实践中务实管用的 “金点子” “土办法”上

升为制度,把 “五长制”等有效经验充分体现

在制度设计中,创新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完

善、治理能力不断提升.要始终保持清醒头

脑,既要清醒认识发生系列腐败案件给地方治

理造成的负面影响,又要充分认识查处系列腐

败案件给我们推动提升地方治理水平带来的机

遇,以奋起而为的精神状态,主动担当,勇于

作为,不断开拓地方治理的新境界.

二要以行动力推动地方治理工作落实到

位. 行动是无声的命令,更是成功的阶梯.县

委 «关于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推动地

６

门源年鉴 (２０２１)




方治理制度创新和治理能力建设的实施方案»,

承接中央精神和省州相关意见精神,是集成推

进县域治理的 “路线图”,全县各级党组织要

按照方案精神,从现在做起,一项一项抓好任

务落实工作.要充分运用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中上下联动、党群干群联动、“一竿子插到底”

的行动力,咬定目标不放松,对县委县政府做

出的决策一抓到底,绝不能因为困难挫折而中

途变道、轻言放弃,更不能纸上谈兵、坐而论

道,切实把责任扛在肩上.对地方治理中的漏

洞短板、百姓需求,既要点对点把脉、靶向治

疗,及时予以回应,提升快速解决问题的能

力,又要善于从制度机制的层面找原因,顺畅

地方治理的流程,织密地方治理的制度网.要

聚焦乡镇、部门主责主业,创新工作思路,持

续丰富 “平安门源”建设理念新内涵.对地方

治理中遇到的一些顽瘴痼疾,要抓住要害,解

剖麻雀,大胆突破,求新求变,只为办好找方

法,不为不办找理由,以斗争精神一项一项抓

好落实,努力在解决一个个地方治理难题中,

彰显新精神新气象.

三要以执行力推动地方治理工作落实到

位.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执行的关键在于

执行力.全县各级党组织要坚持把制度执行力

作为推进地方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能力来抓,切

实强化制度意识,加强对制度执行的监督,坚

决杜绝做选择、搞变通、打折扣等现象,领导

干部要带头维护制度权威,做制度执行的表

率,带动全党全社会自觉尊崇制度、严格执行

制度、坚决维护制度,不断增强制度的权威性

和执行力,让制度管用见效,为推进县域治理

向现代化迈进保驾护航.

同志们,推进县域治理制度创新和治理能

力建设,是时代所需发展所急,全县上下要切

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统一思想,

坚定信心,主动作为,锐意进取,为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推进县域治理向现代化迈进,奋力

谱写新时代门源改革发展稳定的新篇章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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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２０２１年３月３日在门源回族自治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九次会议上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何魁

各位代表:

我受县人大常委会委托,向大会报告工

作,请予审议.并请县政协委员和列席会议的

同志们提出意见.

２０２０年,县人大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认真践行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的重要思想,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在县委

的坚强领导下,紧扣县委决策部署,着眼全县

工作大局,主动担当作为,依法履职尽责,为

推进全县民主法治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坚持党的领导,在贯彻县委决策部署

中把准人大方向

常委会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自觉把

人大工作置于县委领导之下,积极融入全县发

展大局之中,始终做到与县委同频共振、步调

一致.

———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把政治建设放

在首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

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始终保持正确政

治方向.认真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坚持重要事

项、重要活动、重要会议向县委请示报告.一

年来,向县委请示报告２３次.及时学习传达

县委安排部署,做到了县委有号召、人大有行

动,县委有部署、人大有落实.

———依法做好人事任免.坚持党管干部和

人大依法任免有机统一,认真做实会前主任会

议讨论、法律考试、表态发言、任职宣誓等工

作,全年共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３６人,办

理辞去州县人大代表职务９名,补选州人大代

表３名,圆满实现了党委人事安排意图,为全

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组织保障.强化任后监

督,制定 «门源回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对政府组成人员进行履职评议的暂

行办法»,听取２０１９年度１名副县长和１名局

长评议意见整改落实情况的报告,实现工作评

议 “回头看”和 “二次审议”监督有机结合,

达到把落实人大工作评议意见作为进一步转变

部门作风、提高工作效率、推进依法行政的

目的.

二、围绕监督质效,在推动经济转型发展

中贡献人大力量

常委会始终把促进经济发展作为重头戏,

加大监督力度,增强监督实效,助推经济行稳

致远.

———护航 经 济 稳 健 运 行.持续加强对计

划、财政决算、预算执行、调整和审计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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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监督,督促政府相关部门重视培植财源、

优化支出结构、强化增收节支、防范化解债务

风险,助推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听取和审议

２０１８年度县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

查出的问题整改情况报告,有力推动了问题整

改落实.重视国有资产监管工作,报请县委出

台了 «关于建立县人民政府向县人大常委会报

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实施意见»,听取

全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报告,

推动政府全面摸清家底、明晰产权、明确责

任,完善制度,充分发挥国有资产使用效益.

———助力重点项目建设.强化重大政策执

行、重大项目投资、重大民生工程建设的监督

检查,就全县重点项目建设进展情况进行了视

察,针对存在的问题开出了 “良方”.同时,

就群众关心关注的全民健身中心建设、青石公

路建设、本年度开复工率低等４个问题进行专

题询问,并开展了满意度测评,督促政府相关

部门加大项目推进力度,使专题询问询出了约

束力、询出了推动力,切实提升了人大监督的

刚性与实效,有力增强了县域经济发展后劲.

三、聚焦良法善治,在促进依法治县进程

中实现人大作为

常委会充分行使立法权,积极支持和督促

“一府一委两院”依法行政、依法监察、公正

司法,加快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

程,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积极推进地方立法工作.报请县委出

台了 «关于切实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

法工作的实施意见»,推动构建 “党委领导、

人大主导、政府主抓、各方参与”的立法工作

格局.组织开展 «门源回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修订工作,注重开门立法,组织人员到省内外

考察调研,借鉴先进立法经验,充分吸纳社会

各界意见建议.强化组织协调,召开 «条例»

修订工作会、论证会、审议会.

———保障法律法规贯彻实施.把监督的重

点放在相关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上,开展 «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执法检查,针对

“不动产证办理、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项目

土地批而未供”等问题提出了审议意见,县政

府出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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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助推房地产

领域部分历史遗留问题得到解决.年内审查报

备规范性文件４件,做到有件必备、有备必

审、有错必究,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

———强化社会治理效能提升.高度关注和

支持法检 “两院”和司法行政部门工作,组织

代表旁听案件审理,推动全民普法与严格执

法、公正司法有机结合.常委会听取了县人民

政府关于 “七五普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县人

民法院关于 “２＋２”特色解纷工作情况的报

告、县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发挥刑事检察工作

职能助推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的报告,审议通过

了 «县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

的决定»,凝聚地方国家机关合力,有效维护

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认真做好群众来信来访

工作,对信访案件做到及时转办、交办、督

办,有效维护了信访人合法权益.

四、紧盯民生福祉,在提升群众幸福指数

中体现人大担当

常委会把民生问题作为工作的立足点和出

发点,努力推动解决社会热点、焦点、难点问

题,增强了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致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围绕生态环

境保护整治工作,坚决扛起政治责任、法治责

任.听取县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９年度环境状况

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并作出了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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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意见.围绕全县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开展

视察调研,提出 “严格落实生态环保责任、加

大问题整改力度、扎实推进矿山生态环境恢复

治理”等七个方面的意见建议.围绕 «祁连山

南麓门源片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三年行动方案

(２０２０—２０２３年)»,重点加大整治力度,深入

实地,多方协调,全力督导完成了浪力克、银

灿铜矿生产生活设施拆除清理工作,有效推动

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致力脱贫攻坚工作.始终把助力全县

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作为头等大事,常委会班

子成员严格落实挂牌作战责任,经常深入联系

乡村调度推进.常委会机关坚持脱贫不脱帮

扶,认真履行帮扶责任,选派得力干部加强驻

村帮扶力量,落实帮扶资金,协调维修通村公

路.在增强造血功能上作文章,开展扶智扶志

教育,激发群众内生动力,切实在发展扶贫产

业、巩固扶贫成果等方面下功夫,帮扶力度不

断加大,脱贫质量得到提升.

———致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以 “中

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目标,积

极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听取县人民政

府关于全县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情况的报

告,向州人大常委会上报 «关于门源县民族团

结进步创建工作及贯彻落实 ‹海北藏族自治州

民族团结进步条例›情况的视察报告»,宣传

党的惠民政策,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

应,激发广大群众投身发展生产、乡村振兴、

全面建设小康的伟大实践中.

———致力农牧区人居环境整治.把全县农

牧区人居环境整治这一民生工程作为改善农牧

区人居环境、持续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举

措,对全县农牧区人居环境集中整治工作情况

进行了视察,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意见建

议,作出 «门源县人大常委会关于进一步加强

农牧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决定»,确保农牧

区人居环境整治规范有序开展.

五、突出代表地位,在依法保障代表履职

中彰显人大优势

常委会坚持尊重代表主体地位,完善联系

服务机制,丰富闭会期间活动,支持代表担当

尽责,代表工作不断加强.

———着力提升代表履职能力.加强对县人

大代表的培训力度,提高代表综合素质.先后

组织５８名县乡人大代表和人大干部到省内开

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集中培训,通过考察

学习、实地观摩、交流座谈,代表的履职能力

得到了提升,为正确履职奠定了基础.

———着力激发代表履职动力.认真落实人

大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履行 “两个办法”,

让代表 “有压力更有动力”.组织代表列席全

县重要会议,参与常委会开展的视察调研、执

法检查等活动,代表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

权进一步得到保障.在全县范围开展了以 “走

进基层、倾听民声,人大代表在行动”为主题

的 “人大代表活动月”活动,通过集中开展学

习教育、代表视察调研、代表与有关部门领导

“面对面”座谈、代表联络室主题接待、代表

走进站所和代表联系选民、代表述职、乡镇人

大工作建设成果交流等活动,代表履职能力有

效提升,增强了 “一届代表一生荣誉,一任代

表一生责任”的荣誉感和使命感.

———着力提高建议办理质量.秉持 “一份

代表建议,蕴含一份期盼,承载一份责任”的

理念,先后召开代表建议工作会、交办会、常

委会专题听取办理情况督办会,建立了以上率

下、示范带动的 “六办”机制,高标准要求,

高质量推进,交办的３７件代表建议实现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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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回音、件件有落实.

六、坚持固本强基,在全面加强自身建设

中展现人大形象

“打铁还需自身硬”.常委会从提高履职能

力、改进工作作风入手,不断加强自身建设,

努力提高履职能力和服务大局的水平.

———强基 固 本 促 党 建.以政治建设为统

领,切实加强常委会组成人员、人大代表、机

关干部三支队伍建设,扎实开展 “四个一”活

动,常委会组成人员和人大机关工作人员的履

职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常委会党组认真履行

党建工作领导职责,合理部署、定职定责、规

范操作、严明纪律,定期听取机关党组工作汇

报,改选支部委员会,配齐配强支委成员,加

强党组织标准化建设,创新组织活动载体,做

到标准不走样、程序不变通,党组织的引领

力、凝聚力、战斗力不断增强.

———转变作风促效能.常委会持续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把党风廉政建设与省委巡视、县

委巡察、与作风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专项行动、

与 “人大工作落实年”活动紧密结合,全面贯

彻县委修复净化 “三个生态”推进会精神,按

要求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注重推动巡视、督

察反馈问题全面整改,取得明显成效.狠抓建

章立制巩固巡视巡察整改成果,制定完善常委

会党组、常委会、主任会议制度等７项制度.

把转作风办实事贯穿于常委会整体工作之中,

认真督查指导全县村 (社区)换届工作.为联

点乡、村 (社区)帮扶价值２万元的物资,协

助社区开展了疫情管控工作.不断夯实人大工

作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

———上下 联 动 促 提 升.树立 人 大 “一 盘

棋”理念,主动接受上级人大的工作指导,积

极配合上级人大开展立法调研、执法检查、视

察调研等活动.轮流安排乡镇人大主席列席县

人大常委会会议、参加视察调研等活动,提升

了乡镇人大工作质量和水平.建立常委会成员

联系乡镇人大工作制度,加强对法定会议、主

席团工作、代表活动的具体指导,促进了乡镇

人大工作均衡发展.积极参加全省 “乡镇人大

建设年”观摩交流活动,持续推动 “乡镇人大

建设年”活动走深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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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县委总揽全局、坚强

领导的结果,是省州人大精心指导的结果,是

县 “一府一委两院”和县政协大力支持的结

果,是各乡镇各部门各单位密切配合的结果,

是全体代表担当尽责的结果,是全县各族人民

积极参与和信任的结果.在此,我谨代表县十

七届人大常委会,向大家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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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立法项目储备不充

分,立法质量还需进一步提升;监督工作的跟

踪督办机制还需进一步完善;服务保障代表履

职的载体和方式还需进一步拓展;发挥代表作

用还需进一步提升;自身建设还需进一步强化

等,对此,我们将高度重视,切实推动解决.

２０２１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是

“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县乡人大换

届之年.县人大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

要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四中、五中及省州委全会、县委十六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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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次全会部署要求,紧紧围绕省州县委人大工

作会议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融入新发展格局,按照 “一个中心、三个

重点、一个全面”的发展思路,忠实履行职

责,锐意创新进取,全面深化 “四个机关”建

设,着力在 “立良法、强监督、作决定、夯基

础”上下功夫求实效,更好发挥人大在推进县

域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

一是持续深化党的领导,着力在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上谋作为

始终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刻

把握人大工作的政治属性,把增强 “四个意

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落

到实处,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转化为行

动,使人大工作紧扣县委决策部署,紧扣人民

群众重大关切,紧扣县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建设的任务要求.全面贯彻落实省州县委关于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大工作的决策部

署,紧紧围绕全县中心工作,积极谋划、凝聚

共识、推进工作,更好地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

理效能.

二是持续深化依法履职,着力在全面提升

履职实效上出实招

常委会主动适应新时代赋予人大更高使命

的发展需要出发,依法行使好 “四权”,切实

担负起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制建设的责

任.行使好立法权.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推进

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工作的意见»,聚

焦经济发展、生态环保、民生改善、社会治

理、民族团结等重点领域,科学编制立法规划

和计划,推动立法与改革相协调.继续抓好

«门源回族自治县自治条例»的审议和报批工

作.行使好重大事项决定权.认真审查批准

«门源回族自治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确

保 “十四五”规划开好局、起好步.有计划地

讨论决定我县的国计民生重大事项,依法作出

决议决定.行使好监督权.充分发挥人大的职

能优势,推动县委 “一个中心、三个重点、一

个全面”战略实施和 “富裕文明和谐美丽幸福

新门源”建设.密切关注全县经济运行态势,

常规化听取和审查计划、财政、审计及审计查

出问题整改落实情况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报告,定期开展经济运行分析,促进经济增长

质量和效益提高.对第八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

等作出决议决定,坚持不懈地抓好普法教育.

对 «门源回族自治县森林保护管理条例» «门

源回族自治县城镇市容与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开展执法检查.听取和审议 “两院”专项工作

报告,实现常委会履行监督职责与维护司法相

互统一.继续关注生态环保、乡村振兴、教育

卫生、养老服务等民生工作,以点带面,督促

落实到位,让广大群众得到更多的实惠.行使

好人事任免权.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依法任免

“一府一委两院”组成人员和工作人员.稳步

推进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任后监督工作.

三是持续深化代表工作,着力在发挥代表

主体作用上下功夫

认真落实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做一名

新时代合格人大代表的指导意见»,严格执行

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履职管理办

法,规范建立和完善代表履职登记、履职承

诺、述职评议、积分管理及通报激励等制度.

认真落细落实 “三联系”制度,扎实推进 “两

室一平台”提质升级.完善代表建议办理机

制,把好建议提出、交办、督办等重要关口,

着力提高建议办结率和满意率.按照省州县委

部署要求,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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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好代表的政治关、素质关、结构关.

四是持续强化自身建设,着力在提高履职

能力水平上求突破

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切实履

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以深化拓展 “四个

机关”建设为抓手,全面加强人大机关政治、

思想、组织、纪律、作风建设.扎实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和建党１００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

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常委会、常委会党组、

主任会议、人大机关各项议事程序和工作机

制,努力实现我县人大工作的制度化、规范

化、科学化.抓实人大宣传工作,讲好人大故

事,传播人大声音.加强上下协作,巩固和提

升 “乡镇人大建设年”活动成效,注重县乡人

大工作整体推进、同步发展.

各位代表! 新作为澎湃新气象,新节点激

荡新使命.面对新要求、新征程、新任务,我

们必须保持更加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必须拿

出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在县委的坚强领

导下,把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体现在工作中、

落实到行动上,谋划好今年各项工作,为全县

“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人大力量,以

优异的成绩庆祝建党１００周年!

３１

特载




门源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牧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决定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４日在县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自全县农牧区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开展

以来,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这一民生工程,

把它作为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作

为全面落实省委 “一优两高”、州委建设 “五

个海北”和县委打造 “政治、社会、自然”生

态绿水青山战略部署的重要途径;作为全面改

善我县农牧区人居环境,持续提升社会文明程

度,展现我县良好形象的重要举措;作为与全

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富裕文明和谐

美丽幸福新门源的底色.精心组织、狠抓落

实,取得了显著成效.为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所

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

施,确保我县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深入持久开

展,特作如下决定:

一、强化认识,全面落实目标任务要求

全县上下应当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统筹推进 “五位

一体”整体布局和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充分

认识做好农牧区人居环境综合治理的重大意义

和迫切要求,全面落实 «门源县农牧区人居环

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

提出的工作目标任务,综合施策,精准发力,

着力把我县打造成为山清水秀村美、宜居宜业

宜游的美丽家园.

二、强化举措,建立完善长效工作机制

将农牧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纳入常态化管

理体系,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工程来抓,

建立完善综合协调、落实措施、监督检查、责

任考核等长效机制,确保各项工作常态长效推

进.进一步强化县农牧区环境整治领导小组及

其办公室的统筹协调功能.立足长远,系统谋

划,科学确定我县农牧区人居环境整治长远目

标和年度任务.坚持建管并重,鼓励、支持乡

镇村社积极探索村容村貌整治、卫生乡村建

设、公共设施维护、经费保障等符合实际,管

用有效的长效自我管理机制.大力倡导和营造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农牧区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创新机制.总结推广成熟做法,拓展治

理领域,加大整治力度.强化规划引领,改变

政府职能部门单项规划编制单打独斗的惯例,

由发改、农业水利、住建、扶贫、生态环境、

文体旅游等部门组成统筹规划组,按照美丽乡

村建设的总要求和标准,对村庄的基础设施、

环卫设施、生态环境、产业建设等要素通盘考

虑,按照 “因地制宜、集约节约、有利生产、

改善生活、保护生态、传承文化、强力推进”

的原则,形成系统、完整、科学的美丽乡村总

体规划.进一步完善和坚持联席会议制度,加

强部门间的衔接协调,解决实际问题.要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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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部署,重点打造一批典型示范村,发挥其

引领作用,通过抓点示范、以点带面,全面提

升我县农牧区人居环境整治整体质量.

三、强化投入,构建多元投融资格局

建立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方筹集”

的环境整治资金投融资格局.加大财政资金投

入力度,将农牧区人居环境整治经费列入财政

预算并逐年增加.积极争取项目支持,加强项

目调度,按照统筹安排、行业归口、渠道不

乱、用途不变的原则,发挥资金聚合效益.深

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州对城乡环境保护的价

格、税收、信贷、贸易、土地等优惠政策.依

法加强对排污、垃圾处理费等行政事业性收费

的征收和监管.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人居

环境治理领域.

四、强化支持,夯实综合整治大格局

要坚决贯彻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把

“四个优先”要求落到具体政策制定、财政投

入和工作重点摆布上.要进一步加大对乡村产

业的扶持力度,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不断增强

村集体对村庄环境的管护能力.要坚持市场机

制与政府作用相结合,积极探索引进第三方治

理机制,支持社会化服务,不断提高人居环境

整治专业化、市场化建设和管护水平.要大力

开展宣传教育,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

作用,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不断增强广大

人民群众的环境与健康意识,养成良好生产生

活习惯,培养其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

五、强化监督,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

将农牧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各项指标列为

绩效考核的重点内容,完善考核评估指标体

系,建立日常督查、跟踪问效、年终考评、绩

效挂钩、奖惩分明的工作机制,积极探索建立

组织下评与群众上评的 “双向评议”新格局,

客观公正评价乡镇部门单位的工作业绩,鼓励

先进,鞭策后进,激发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干事

创业热情,做到责任有人担,工作有人干、考

核有抓手,奖惩有标准,把压力传导到位、工

作任务落实到位,确保农牧区人居环境整治深

入持久规范有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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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 工 作 报 告
———２０２１年３月３日在门源回族自治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九次会议上

县　长　马晓峰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县人民政府向大会报告工

作,请予审议,并请各位政协委员和列席会议

的同志提出意见.

一、２０２０年工作和 “十三五”发展回顾

２０２０年是 “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

自治县发展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一年来,面

对前所未有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县委的坚强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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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扎实做好 “六稳”工作,全面落

实 “六保”任务,沉着应战,勇毅前行,经受

住了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考验,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取得历史性成就,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

性胜利,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了新台阶.全年

完成地区生产总值３４９６亿元,继续保持了正

增长;实现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１０８亿元,

增长５８％;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１１６％,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４１％,全体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增长６％,其中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增长５８％.我们重点抓了以下工作:

(一)全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坚决

听从总书记指挥,按照党中央和省州部署,坚

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第一时间启动一级应

急响应,第一时间构建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

疫情防控体系,第一时间发现隔离并转移救治

３名输入性病例,第一时间向远在武汉的门源

籍人员寄去防疫物资,有效阻止了疫情输入蔓

延,在省内率先实现确诊病例清零,并及时调

整应急响应级别,迅速启动２处核酸检测实验

室建设,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抗疫斗争

取得重大战略胜利,为全省抗疫斗争做出了门

源贡献.在疫情防控中,广大党员干部闻令而

动、履职尽责、勇挑重担,广大医务工作者和

公安干警主动请缨、战斗在前、不辱使命,各

族群众自觉宅家、守望相助、共克时艰,全县

上下以众志成城守护了门源的岁月静好! 在

此,我代表县人民政府,向为疫情防控做出贡

献的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和社会各界人士,致以

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二)聚力巩固提升脱贫质效

实施巩固提升 “十大行动”和 “补针点

睛”专项行动,建立７项脱贫成果巩固长效机

制,全面整改各级巡视巡查、审计督查反馈问

题,规范扶贫产业项目运行模式,４４个退出贫

困村通过光伏扶贫电站实现稳定收益.努力克

服疫情给外出务工带来的不利影响,多方开发

村级公益性岗位８５５个,统筹推进后沟村、沈

家湾村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就业项目,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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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消费扶贫,实现扶贫产品销售额１３亿

元.强化精准防贫机制建设,为１５０户 “两非

户”发放精准防贫保险金５９９万元,高质量

通过脱贫攻坚普查和国家第三方评估大考,全

县现 行 标 准 下 的 绝 对 贫 困 问 题 得 到 历 史 性

解决.

(三)集中整治突出生态问题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和生态文明思想,祁连山国家公园门源管

理分局挂牌,１１个标准化管护站交付使用,

“村两委＋”等共管模式不断健全,完成了公

园范围内１０宗矿业权注销、２处水电站退出和

恢复治理工作,启动了核心区原居民搬迁工

作,国家公园建设试点取得阶段性成效.加快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项目建设,

启动５万人国土绿化大会战,新增国土绿化面

积０５８万公顷,超额完成国土绿化提速三年

行动计划任务.县城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东

川镇生活垃圾填埋场和２处垃圾热解处理站建

成投用,第一轮反馈的７项问题和两轮督察交

办的３１件信访件全部办结.深刻汲取木里矿

区非法开采惨痛教训,对全县７８个矿山、７个

重大项目配料场进行逐一实地排查,并按 “一

企一策、一矿一策、一坑一策”原则,举全县

之力开展矿山修复治理,矿山环境综合整治取

得决定性成效.

(四)扎实推进 “六稳六保”工作

努力克服疫情影响,及时按下经济社会发

展 “重启键”,研究出台支持企业加快复工复

产１０项措施等一揽子扶持政策,全力推动企

业复工复产,通过抓项目、抓开工、抓进度等

有效措施,实现规上工业增加值３６亿元,培

育新增规上工业企业２家,１３家入园投产企业

年内实现工业产值１２８亿元,同比增长１９％.

以打造国家农业现代产业园为目标,大力调整

农牧业种养结构,油菜、青稞向绿色有机发

展,饲草、香菇、中藏药、火焰蔘等经济作物

种植效益不断提升,西门塔尔、湖羊等养殖业

快速发展,加之人努力、天帮忙、市场旺,农

牧业发展获得近１３年来的最好收成.努力降

低疫情影响,接续举办油菜花文化旅游等系列

活动,持续打造冬季冰雪旅游,年内共接待游

客１５６９８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６４５亿

元.在旅游业的带动下,商贸物流、金融保

险、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逆势发力,旭红商贸、

御馨花都、荣浩商业街等现代商业体投入运

营,夜间经济悄然兴起,我县晋升全省首批全

域旅游示范县.

(五)不断夯实城乡发展基础

始终把项目作为经济发展重中之重,先后

举行２次项目集中开工活动,高铁站站房扩建

等５８个新建项目开工建设,浩门水库工程导

流洞实现贯通,曼大高速仙米大通段全线通

车,全年开复工项目１７５项,实现固定资产投

资１２８８亿元,超额完成州定目标任务.启动

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实施了老旧小区改

造、城市绿化亮化美化等３３项补短板、强功

能的市政项目建设,全县城镇建成区面积达到

９９７平方公里、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２２％,

我县入榜全国 “最美县域”榜单.积极推进浩

门镇头塘村等６个示范试点村 (场)和６个高

原美丽乡村建设,省级美丽乡村增至６８个.

扎实开展 “一治两创”工作,下大力气整治农

牧区人居环境,顺利完成１２６８户农牧民居住

条件改善、９８公里农牧区新改建公路、１５８２

万人饮水巩固提升和１０５１座厕所建设任务,

省级卫生乡镇创建率达１００％,省级卫生村庄

创建率达４０％,城乡人居环境显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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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共建共享增进民生福祉

不断加大民生投入,民生支出占财政总支

出的比例达到８１％.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创业

政策,城镇累计新增就业７６２人,完成农牧区

劳动力转移就业３２万人次,实现劳务收入

１４３亿元.强力推进教育均衡发展,８项指标

均达到国家评估标准,３７所幼儿园办园条件得

到改善,浩门镇高级中学等１５项教育强基项

目稳步推进,威海门源远程智慧援教工程覆盖

１７所中小学,控辍保学 “清零”任务全面完

成.健共体建设稳妥推进,２个核酸检测实验

室建成投用,鲁青眼科医院正式组建,眼耳鼻

喉等６个专病专科开设运行,中医馆和中医药

服务实现县域全覆盖,分级诊疗制度得到加

强.社会保险待遇和城乡低保、特困供养标准

持续提高,累计支付各类民生保障资金１１７

亿元,基本养老等五项保险实现全覆盖.严格

落实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累计向困难群众

发放价格临时补贴８５６５３万元.文化惠民和

全民健身活动持续开展,花海民族艺术团荣获

“国家基层文艺院团先进集体”称号.民营企

业中小企业账款清欠任务全面完成.年初向人

民承诺的各项民生实事工程在遭受疫情影响、

财力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全部兑现!

(七)全面加强社会治理创新

民族团结 “三个家园”建设取得实质性成

果,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民族团结、宗教和顺

的良好局面持续巩固. “七五”普法通过省级

考评验收,法治门源建设纵深推进.深入推进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六清行动”,１４４条问题线

索和７２条乱点乱象全部整改办结,刑事案件

同比下降６４％,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调处成功

率９９４％、信访案件办结率１００％.第七次全

国人口普查顺利推进,及时保障军人军属优抚

待遇,我县实现全省双拥模范城 (县) “四连

冠”.积极支持老干部、工商联、文联、残疾

人、爱卫会、红十字会等开展工作,扎实做好

国防动员、双拥共建、食品安全等工作,深化

军地需求对接,扎实开展国防动员工作.认真

开展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强化审计监督和统

计职能作用,妇女儿童、青年发展、老龄慈

善、地震气象等工作取得新成绩.

(八)着力提升政府自身建设

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决执行县委决定,

自觉接受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监督、工作

监督和政协的民主监督,积极支持县政协开展

民主协商活动,定期向县人大报告工作,向县

政协通报情况.办理人大代表意见建议、政协

委员提案５７件,办复率、满意率均达１００％.

认真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带

头过 “紧日子”,政府系统 “三公”经费支出

只减不增.干部作风日趋转变,行政效率不断

提升.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政府的执行

力、公信力、凝聚力不断提高,风清气正的政

治生态持续巩固.

各位代表,艰难方显勇毅,磨砺始得玉

成.随着２０２０年各项工作任务的全面完成,

标志着 “十三五”胜利收官,门源发展站在了

更高起点.回首过去五年,我们面临的风险挑

战前所未有,但全县上下顶住了压力、经受住

了考验,交出了一份厚重提气的答卷,门源综

合实力迈上了新台阶!

这五年, 是综合实力稳步攀升的五年. 面

对诸多不利因素,始终坚持生态保护优先,坚

决摒弃传统发展模式,累计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１６９１５亿元,较 “十二五”时期增加２２０７亿

元,提前一年完成十八大提出的比２０１０年翻

一番目标.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达到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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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末的１０７９５万元,年均增长８３％;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１１９３亿元,年均增长

６５％.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发展活力的有

效激发,为开启现代化强县新征程奠定了坚实

基础!

这五年, 是生态环境更加优美的五年. 我

们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

自治县有史以来最严格的制度和措施推进生态

环境保护和修复治理,有史以来投资规模最大

的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试点项目、参

与规模最大国土绿化工程取得实质性成效,高

质量配合完成祁连山国家公园门源片区试点建

设任务,累计完成国土绿化任务３３９万公顷,

森林覆盖率达到３９２９％,草原综合植被盖度

增至７２１４％.今天的门源大地,处处呈现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良好态势,绿色已成为门源

发展最鲜明的特色和最坚实的底色!

这五年, 是三大攻坚战硕果累累的五年.

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４４个贫困村提前

两年脱贫出列,３３１２户１１６００名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贫困群众人均可支配收入由２０１５年的

２４４２元提高到１３７２５元.污染防治力度持续加

大,全 县 空 气 质 量 平 均 优 良 天 数 提 高 到

９７７％,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污水处

理率分别达到１００％和８７３％,县级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地及地表水水质达标率均达到１００％.

重大风险防范化解积极有效,政府债务风险总

体可控,民营企业欠款清零,房地产市场稳健

发展,贷款不良率全州最低,金融机构运行稳

健有序.三大攻坚战各项目标任务如期实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色更足、底色更亮!

这五年, 是转型升级成效卓著的五年. 农

牧业实质性提升,粮食产量和传统种养业稳产

增效,门源先后荣登全国绿色食品 (油菜)示

范基地、国家绿色农业示范基地、全国休闲农

业示范县等行列.工业恢复性提升,以水电为

支撑的清洁能源、以环保工艺为支撑的制造业

和采掘业、绿色农畜产品加工业 “四大板块”

绿色工业格局构建成型.服务业突破性提升,

全域旅游加快发展, “金色门源”知名度大幅

提升,先后入围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

县、中国十佳最美乡村、中国美丽田园、丝绸

之路十强旅游明星县.产业的深度转型、质量

效益的持续提升,为 “十四五”时期实现高质

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五年, 是城乡发展日新月异的五年. 现

代化城市初具规模,县城框架逐步拉开,建成

区面积显著扩大,县城功能配套和人居环境显

著改善,特色和品位不断提升.乡村环境更加

优美,城乡统筹步伐加快,建成高原美丽乡村

４４个、乡村振兴示范试点村５个,乡村宜居宜

业指数显著提升.交通条件更加便利,以国省

道公路网和县境主干公路为主骨架的 “四横六

纵”畅通公路网络构建成形,建制村通达率、

通畅率达到１００％,曼大高速仙米至大通段建

成通车,继高铁之后门源又跨入 “高速时代”.

城乡居民生活环境极大改善,推动乡村振兴蓄

势待发,城乡发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这五年, 是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的五年. 城

乡收入稳步增长,城镇累计新增就业４４７９人,

转移就业１７０５万人次,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年均分别增长７５％和８４％,提

前两年实现比２０１０年翻一番目标.社会事业

取得新进步,民生投入占地方公共预算支出比

重保持在８０％以上,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义务

教育巩固率和高中毛入学率均高于预定目标,

人均预期寿命达到７１岁,多元化社会养老服

务体系逐步构建, “三馆一站”覆盖率由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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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末的９８％提高到１５０％.社会治理取得

新进步,民主法治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新进

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圆满收官,安全生产形

势稳中向好,防震减灾服务能力持续提升,各

族群众带着满满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迈

入全面小康!

这五年, 是施政能力明显提升的五年. 扎

实推进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深入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大力推进作风建设,力戒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干事创业的氛围日益浓厚.严格落实全

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积极修复遭受重创的政

治生态,切实抓好各级巡视巡察、审计检查、

督查督导问题整改,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畅

通民意表达渠道、政策决策的科学化、制度

化、规范化水平显著提升.优化政务服务、规

范各类审批,政务服务事项网办率达９９％.坚

持依法行政、深化政务公开,自觉接受人大、

政协和社会监督,政府依法行政、高效治理的

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提高!

各位代表,事非经过不知难.过去的五

年,是极不平凡的五年,也是收获满满的五

年,五年的变化有目共睹,五年的奋斗凝聚艰

辛,五年的成绩来之不易.这些成绩的取得,

是上级党委政府和县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县

人大、县政协鼎力支持的结果,饱含着全县各

级各部门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心血和汗水,凝聚

着所有老干部、老同志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智慧

和力量.在此,我代表县人民政府,向全县广

大干部群众,各位老领导、老同志,各位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向各位企业家、无党派人士

和各人民团体,向各驻县单位及武警官兵、消

防指战员、政法干警,向所有关心、支持、参

与门源建设发展的各界朋友,致以崇高的敬意

和衷心的感谢!

回顾五年来的工作,我们也清醒地看到,

我县当前还处于爬坡过坎、转型跨越、蓄势崛

起的关键时期,前进的道路上还面临发展不平

衡、产业结构尚未完善、工业发展后劲不足、

农牧业发展水平不高、科技创新支撑体系较为

薄弱、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有待提高等问题.

对这些问题,我们决不回避、决不推卸,将尽

最大努力认真解决,决不辜负全县人民期待!

二、 “十四五”主要目标任务和二〇三五

年美好远景

“十四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

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对标对表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省州委全会部署,遵

照县委总体要求,深化门源发展阶段性特征的

认识和把握,我们编制了 «门源县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

目标纲要 (草案)»,提请大会审议.

“十四五”时期,我县经济社会发展的主

要目标是:全面践行 “两山”理论,奋力打造

“三个生态”绿水青山,着力创建国家现代农

业示范区、全域旅游示范县、青海践行 “两

山”理论试验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先行区、丝绸之路经济带绿色发展样板和

重要枢纽城市,力争在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

态文明、推进乡村振兴、增进民族团结进步和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中走在全省前列,成为海北

现代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增长极.

«纲要 (草案)»明确了 “十四五”时期

我县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重大原则和重

要关系、总体布局、主要目标、重点任务,提

出了一系列支撑发展的重大政策、重大工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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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项目,突出了以下六个方面.

(一)着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

全面践行 “两山”理论,优化国土空间开

发保护格局,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以 “三个

生态”绿水青山为引领,力争把门源打造成青

海省践行 “两山”理论试验区.全面融入国家

公园示范省建设,深入推进生态环境综合整治

工程,大力开展国土绿化巩固提升行动,大幅

提升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３９３％,草原综合植被盖度提高到７２５％,县

城空气优良天数比例持续保持在９８％以上.积

极探索资源环境瓶颈约束下的绿色低碳循环发

展道路,全面打造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先行区.持续推动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

型,加快构建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引导全社

会进一步提升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和参与

度,力争为全省生态文明保护建设提供门源

示范.

(二)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

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统领,以 “四种经

济形态”为牵引,按照 “一产利用生态、二产

服务生态、三产保护生态”的发展模式,加大

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在提质发展现代生态农牧

业、推动新型绿色工业、特色旅游产业三个重

点产业的基础上,积极培育发展生态产业、数

字经济产业、清洁能源利用、现代物流产业

等,全力打造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全域旅

游示范区,全面建设全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生

产基地和重要的休闲度假生态旅游目的地,形

成生态文明引领、资源高效利用、产业深度融

合的高质量发展产业新体系,提高经济质量效

益和核心竞争力,力争为全省生态功能区经济

高质量发展提供门源样板,力促实现旅游收入

年均增长８％以上、农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

到６５％.

(三)着力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路径

以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为抓手,以生态宜

居为路径,以县域区位优势、交通优势为依

托,对标国家设立县级市新标准,突出城镇抓

精细、农村抓精美、牧区抓精进,统筹新型城

镇化与乡村振兴双轮驱动,大力开展城市更新

行动,全力构建 “一心两翼一带”城镇发展空

间布局,着力打造海北州 “金岸银边”黄金极

和祁连山南麓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常住人口城

镇化率每年提高０８个百分点.加快推动乡村

振兴,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大力开展乡村建设行动,努力建设

产业升级、环境优美、乡风文明、治理创新的

新乡村.加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谋划推动纳

子峡灌区、天然气利用、门源至甘肃嘉峪关铁

路、门源至祁连和门源至武威齿轨旅游铁路以

及克图至互助甘禅口联通加定高速的一级公

路、门源通用机场等重大项目建设,持续推进

能源保障能力提升、水利基础设施网络完善,

实现乡村 “四好农村路”全覆盖.建设智慧门

源,实现县城、重点乡镇和重点景区 ５G 全

覆盖.

(四)努力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新期盼

全面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健全

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大社会事业改革创新力

度,全县用于民生支出资金始终保持在８０％左

右.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服务体系,

城镇新增就业４０００人左右,城乡居民收入增

速始终保持在５５％左右.深化新时代教育评

价改革,加速教育信息化建设,积极构建教育

高质量发展体系.加快健康门源建设,实现人

人拥有基本医疗保障,人人享有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全县人均预期寿命达到７３岁左右.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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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

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

障水平明显提高.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繁荣发展文体广电事业,稳步提高基本公

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不断丰富群众精神

生活.

(五)着力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新活力

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

成高标准市场体系,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关键性

进展,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加快构建,

公平竞争制度更加健全.创新政府管理和服务

方式,营商环境全面优化,市场主体活力不断

增强.深入实施 “开放兴县”战略,积极推进

商贸物流中心建设,打造青甘交界地区枢纽城

市,加快融入 “丝绸之路经济带”实施步伐,

构建形成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六)着力绘就良法善治团结和谐新图景

深入实施 “依法治县”战略,建设更高水

平的 “法治门源”“平安门源”,促进社会公平

正义.坚持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大力推动

党建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提升政府部门运行

效率和快速响应能力,打造地方社会治理门源

新模式.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夯实民族团

结进步事业发展的基础工作,在更高层次、更

高水平上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落实国

家安全战略,健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体制机

制,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全面保障公共安

全,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确保全县社会大

局和谐稳定,为青海涉藏地区社会治理提供门

源经验.

在此基础上,再 奋 斗 十 年,到 ２０３５ 年,

全县经济社会建设长足发展,综合实力大幅跃

升,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迈上新的

大台阶,创新发展能力明显增强,建成全省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先行区,成为

海北 “金岸银边”的主力支撑;基本实现新型

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成

门源特色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县域治理各方面

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基本建成法治门源、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

度,“大美青海金色门源”影响力显著增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新青海精神”成为全

县各族人民群众的共同价值追求和行动实践;

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生态环境根本好

转,美丽门源目标基本实现;对内对外开放更

加深入,区域合作发展广泛形成,人均地区生

产总值明显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城

乡区域发展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实现

均等化;平安门源建设达到更高水平;人民生

活更加美好,各族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

的实质性进展.

三、２０２１年重点工作任务

今年是建党１００周年、 “十四五”开局之

年,是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起步之年.

做好今年各项工作意义深远、责任重大.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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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 “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

中全会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

议精神,以及省委十三届九次全会、州委十二

届九次全会精神,深入落实 “四个扎扎实实”

重大要求,积极践行 “两山”理论,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科学把握新发展阶段,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着眼新时代门源发展面

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扎实做好 “六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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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全面落实 “六保”任务,奋力推进 “一

优两高”,聚焦 “五个示范省”和 “五个海北”

建设,坚持 “一个中心、三个重点、一个全

面”的发展思路,守正创新,砥砺奋进,保持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确保 “十

四五”开好局,起好步,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

１００周年.

主要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长３％

左右,地方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与经济

增长基本同步,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６５％左右,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３％左右.城镇调查

失业率控制在５５％以内,城镇新增就业７４０

人以上,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３１万人次,

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６５％左右.节

能降炭、主要污染物排放等生态文明建设指标

控制在州定目标内.

面对今年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我们要突出重点、统筹兼顾,着力抓好以下七

个方面工作:

(一)更强决心建设美丽门源

全面践行 “两山”理论,以最坚决的态

度、最有力的措施解决环境突出问题,实现生

态指标和群众感受双提升.筑牢生态安全屏

障,全面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推进

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力争践行 “两

山”理论试验区实施方案获得省级批复,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县创建取得突破性进展.严格对

标 «祁连山南麓门源片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三

年行动方案»部署,加强矿山综合治理,完成

卡哇掌、宁缠第一煤矿等５个重点矿山治理恢

复任务,全面整治疑似图斑,谋划争取新一轮

山水林田湖草冰沙生态修复项目.切实完善修

复管护机制,巩固拓展 “村两委＋”共管模

式,强化林草资源保护管理,加强公益林管

护、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持续推进国土绿化提

速三年行动,完成国土绿化面积０３８万公顷.

高标准推进污染防治,继续加强大气、土壤和

水污染防治,认真抓好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

应急处置和秋季秸秆禁烧等工作,全年空气质

量优良率保持９５％以上.全面推行排污许可证

制度,规范企业排污行为,高质量完成农牧区

生活污水治理试点项目,加快推进青石嘴镇、

东川镇、生物园区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

设工程,开工建设县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常

态化运行已建成污水治理设施.全面推进畜禽

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持续治理农业面源污

染,加快推进门源县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建设项

目,建设完成乡镇畜禽粪便收集转运点１２处,

推进农药减量和土壤污染治理,高质量完成县

城垃圾场封场工作.大力推行绿色生产生活方

式,深入推进山水林田湖草冰沙系统保护,推

深做实 “河湖长制” “林长制”,严格落实 “三

线一单”,全面落实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

清单,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控,全力创

建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落实 “碳达峰、碳

中和”要求,启动实施清洁能源示范县建设,

稳步推进天然气利用、２５６兆瓦分布式光伏前

期工作,加快推进清洁能源供暖 (一期)项目

建设,提升清洁能源利用率;积极倡导绿色简

约生活,开展节水、节电、节粮活动,提升全

民绿色环保意识,加快形成勤俭节约、健康文

明、绿色低碳的社会风尚.

(二)更实举措壮大实体经济

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要求,聚焦动能转

换,突出质量效益,为确保 “十四五”战略布

局顺利实现打牢基础.持续推进旅游业优化升

级,顺应后疫情时代旅游发展趋势,紧盯长城

国家文化公园、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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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 “三全”旅游战略实施,把旅游业作为县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龙头产业、支柱产业来全

力打造、重点培育.全力推进晋级国家级全域

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投入运营照壁山景区,

高层次规划建设达隆沟 “情人谷”等自然生态

景区,试点运营寺沟生态体验和研学游.深度

挖掘乡村文化潜力和生态魅力,全面规范农家

乐和民宿运营模式,提升服务品质和层次.高

水平筹办油菜花文化旅游节、冰雪嘉年华和岗

什卡登山滑雪等文旅活动,精心谋划和举办在

省内外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节会活动,努力把门

源打造成全省重要旅游目的地和集散地.创新

驱动工业发展,进一步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措

施,帮助企业降成本、解难题、增效益,支持

百里花海、兴农蜂业、华瑞藏毯等传统加工企

业加大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力度,实现传统产业

向高端、高质、高新发展,引导祁连山酒业等

５家具有出口食品权的企业加快培育特色优势

产品,实现自营出口零突破.加强 “规上企

业”和新增产能培育力度,加快海北生物产业

园区农牧业科技创新标准化孵化基地和污水处

理厂工程建设项目进程,跟踪做好入园在建项

目服务工作,不断提升园区服务水平、承载力

和产业聚集度.提速发展现代服务业,积极融

入 “双循环”格局,构建现代贸易物流体系,

支持企业线上转型,加快发展电子商务和消费

新业态、新模式,大力培育美食经济、夜间经

济,激活 “吃住行游购娱”消费市场,让消费

留在本地,让县城聚集人气、汇集商气.持续

提升旭红商贸城、荣浩商业街等综合市场运营

水平,推动民俗节等传统商业街区转型升级,

积极推进浩门镇西门综合市场改造项目,大力

发展医疗健康、教育培训、养老家政、文化、

旅游、体育等新兴服务平台经济,扩大优质服

务供给,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需求.

(三)更大力度推进乡村振兴

充分借鉴脱贫攻坚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做

法,坚持靶心不转、频道不换,全面打好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 “接续

战”.做好政策衔接,严格落实 “四个不摘”

要求,保持现有帮扶政策、资金支持、帮扶力

量总体稳定,研究制定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的实施意见,健全防止返贫和帮扶

机制,促进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转型,促

进农牧民富裕富足.夯实农牧业基础,严守耕

地保护红线,严防耕地 “非农化” “非粮化”,

全面完成０５３万公顷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建设,

筑牢粮食安全底线.抓牢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示

范省建设机遇,持续做优高原生态循环农牧

业,用好用活产油大县、牛羊调出大县奖励资

金,大力推进青稞、油菜、饲草、牦牛、藏羊

等传统产业振兴,积极创建万亩绿色有机油

菜、青稞、饲草高产示范田.要把食用菌产业

作为全县绿色产业发展和产业振兴的 “一号工

程”,力争香菇种植规模突破３００万棒以上,

形成千万元以上产值;协同培育壮大火焰蔘、

中藏药材、西门塔尔肉牛、冷水鱼等特色种养

业.加快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青稞油菜良种

繁育基地创建工作,重点实施好藏羊牦牛原产

地追溯试点县、中低产田改造等强基固本项目

建设,夯实农牧业发展基础.不断提升农牧区

宜居环境,结合推进 “一治两创”,持续开展

以 “三清一改治六乱”为重点的农牧区人居环

境整治,建立健全生活污水、垃圾、公厕及公

共配套设施常态长效管护机制,创建一批国家

级卫生村庄.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统筹实

施好仙米乡等２个生态美丽城镇、寺儿沟村等

３个州级乡村振兴示范试点村建设,争取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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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个高原美丽乡村和泉口镇高原美丽城镇、仙

米森林小镇建设项目;开工建设涉及５个行政

村７０７公里的村级道路和皇城乡甸沟口等２

座桥梁工程,谋划推进珠固乡道路硬化工程等

３个以工代赈项目、４项提档升级项目以及３

条公路改造提升、２座危桥改造项目建设,积

极争创国家级 “四好农村路”示范县;加快实

施浩门镇供水管网改扩建、珠固乡渠道维修改

造、皇城乡中滩村人饮维修等水利工程;力争

开工建设北山乡东滩村等８个行政村的农牧民

居住条件改善工程,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持续深化农牧业农牧区改革,加强第二

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３０年政策宣传,发

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供给侧需求侧两

端发力,逐步探索建立有效供给、保障需求新

模式.做好宅基地 “三权分置”改革前期摸底

调查工作,保障进城落户农牧民土地草原承包

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巩固和

完善农牧区基本经营制度和农牧业支持保护制

度.深化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健全农牧业金

融服务体系,统筹实施集体林权、国有林场、

农垦、供销社、水权等各领域改革,激发农牧

区资源要素活力.

(四)更高质量推动项目建设

突出 “项目为要”理念,切实做好优质重

大项目储备和实施工作,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加

速提升门源在省州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分量.

全力以赴抓好项目建设,抢抓全省 “万千百

亿”工程机遇,在谋划 “十四五”重大项目基

础上,围绕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农畜

产品深加工等领域,下大力气充实重大项目储

备库,做好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浩门镇慢行

交通系统等９７项重点申报项目前期工作,加

大争取跑办频次,力争储备项目转化率达到

３０％以上,确保项目接续有力.严格落实投资

“审批破冰”“容缺＋承诺制”改革政策,全力

推进８４项续建项目建设进度,力争年内建成

见效６０项以上;持续强化项目建设服务保障,

确保浩门水库供水工程 (二期)、浩门高级中

学等３４个重点项目开工率达到１００％;跟进做

好协调服务工作,全力确保高铁站改扩建工程

交付使用、扁门高速与东川实现互通、３３８线

克门一级公路和盘大公路全线通车.协调做好

格林广场等房地产项目和狮子口矿泉水、浓香

菜籽油加工、煤矸石烧结多孔砖等民间投资项

目建设工作,全力做好大西洋鲑鱼陆海接力孵

化养殖、火焰蔘加工提取等６项已签约项目落

地服务工作和浩门镇西门综合市场等项目招商

引资工作,合力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力促形成

有效投资.全力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紧紧围

绕 “打造高原现代化幸福城市、建设青甘交界

地区枢纽城市”目标,大力实施城市更新行

动,实施好外环东路至安宁路、西关街西段、

环城北路４３８公里市政道路和南关新村北苑

等４个小区１１６６套棚户区改造工程,建设完

成老城区环境整治、街道环境整治、县城道路

环境整治等工程,谋划推进环城北路桥梁等配

套项目建设以及城区绿化亮化、供水供热、旧

城区改造等城市品位提升项目建设,持续提升

城市品位,为打造面向河西走廊 “新门户”奠

定基础.

(五)更高层次优化发展环境

坚持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企业需求第一

线,统筹推进重点领域改革,促进要素加速集

聚、资源高效利用.营造亲商环境,以 “放管

服”改革为抓手,进一步深化 “互联网＋政务

服务”,推进 “一网通办、一事通办”无差别

受理、同标准办事,全面推行 “马上办、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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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就近办、一次办”工作,做好与 “大美门

源”App的联网和功能拓展工作,优化办事流

程,提高办事效率,让企业和群众办事像网购

一样方便.做好新建信息服务中心大楼启用准

备工作.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大力激发和

弘扬企业家精神,主动当好服务企业的 “店小

二”,做到有事必到、无事不扰,更好发挥企

业和企业家主观能动性.聚力改革攻坚,大力

推进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系列重点改

革,深化 “审批破冰”工程,加强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拓展诚信应用场景.深化国企改革,

健全现代企业治理机制,加快城投公司市场化

运作,做大做强国有资产.深化疾病预防控制

体系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高应对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能力.统筹推进浩门镇行政管理体

制、集体林权、国有林场、供销社等各领域改

革.强化开放合作,积极融入 “兰西城市群”

建设,依托特色资源、优势产业和对口援青平

台,围绕乡村振兴、基础设施、文化旅游、新

兴产业、生态环保、数字经济、健康养老等领

域,精心谋划包装一批项目,组团赴深圳、福

建等地开展招商推介活动,引进一批综合实力

强、科技含量高的企业集团和经济效益高、带

动作用强的好项目落地门源.

(六)更优质量注重民生改善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理念,继续实施

为民办实事工程,下大力气解决群众的操心

事、烦心事、揪心事,以破解民生难题的 “力

度”展现共享发展的 “温度”.千方百计稳定

和扩大就业,继续加大就业政策引导、创业培

训和创业扶持力度,推动创业带动就业,实现

城镇新增就业７４０人,巩固根治欠薪成果,确

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支付.健全就业政策支

撑体系、就业公共服务体系、重点群体就业支

持机制,以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促进收

入稳定增长.坚持教育事业优先发展,把立德

树人作为根本任务,提升教育教学内涵.全力

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谋划推进４所幼

儿园建设,建设完成县第一小学等４所中小学

风雨操场、第三初级中学标准化运动场项目,

加快浩门高级中学建设,全力弥补教育发展短

板.扎实推进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积极推进

教育信息化建设,推动普通高中多样化有特色

有质量发展.加大力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全面提升思想政治工作质量,实施名师工

程,逐步提升教师队伍综合素养,积极推进集

团化教研、 “１＋２”行动计划.持续推动健康

上水平,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完善疾病

预防控制和重大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深入推进

健共体建设,重点围绕呼吸系统、循环系统、

恶性肿瘤等疾病,实施肺癌、胃癌筛查中心和

肾透析中心建设,加快推进县疾控中心业务用

房、县人民医院传染病区、乡镇卫生院污水处

理系统、鼠疫监测点和交通检疫站项目建设,

加大鲁青眼科医院资源配置,力争打造成区域

性一流眼科医院.加快推进 “互联网＋医疗健

康”行动,健全高层次卫生人才培养引进机

制,实施名医工程,年内至少聘用２名高层次

卫生服务人才、培养５名以上本土卫生骨干人

才,切实提高家庭医生履约质量,优先做好贫

困人口、慢性病患者及老年人等重点人群签约

服务,全面提升医疗技术服务水平.健全社会

保障体系,加快推动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

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实现养老示范

基地、４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交付使用.推进

社保提标扩面,健全困难人员救助机制,做好

城乡困难老人、孤儿、残疾人等群体帮扶.完

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持续扩大文化惠民,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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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全民健身中心和非物质文化展演中心,加强

克图三角古城、浩门古城等文物遗址的保护利

用.创新形式开展好 “两节”文化活动、文艺

轻骑兵巡回演出等系列活动,扎实开展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系列活动.

(七)更高站位防风险保稳定

全面落实安全发展战略,树牢总体国家安

全观,把安全发展贯穿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

全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坚持底线思维,落实

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从源头上预防和

化解社会矛盾,加强重大活动、重点场所、重

要时段的安保防控.防范金融风险,严厉打击

非法集资等行为,加强对民间融资行为的监

管,加快推进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清欠,争

取一批适用政府专项债券的大项目、好项目,

完善债券资金使用监管,确保政府中长期债务

规模适度、可控.优化金融服务监管和激励考

核,保持信贷稳定增长,不断提高金融体系服

务实体经济能力.切实增强社会治理实效,健

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及时回应群众合理

诉求,依法规范信访行为.依法加强民族宗教

事务管理,有效落实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建设

各项任务,不断巩固和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示范县创建成果.深入开展 “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重拳打击涉黑涉恶犯罪活动,强化社会

治安多维管控,持续提升群众安全感满意度.

全面启动 “八五”普法,抓好法律服务和法律

援助工作,推动法治门源建设更上水平.开展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排查治理风险隐

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食品药

品、产品质量和特种设备安全监管,让群众吃

得更放心、买得更舒心、用得更安心.统筹发

展各项事业,落实优抚安置政策,实现退役军

人服务保障规范化,扎实推进国防动员、兵员

征集、双拥共建工作.积极支持工会、共青

团、妇联、红十字会等人民团体发挥作用,继

续做好民族宗教、对口援青、地震气象、邮政

快递、地方志等各项工作.

四、全面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打铁还需自身硬. 县政府将始终坚守为人

民服务、对人民负责、让人民满意的信念,转

变政府职能,强化督查问效,抓好工作落实,

做到言必行、行必果,着力提高政府执行力和

公信力.

旗帜鲜明讲政治. 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

位,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扎实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不断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 自 信”、做 到 “两 个 维 护”.始 终 心 怀

“国之大者”,善于用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经济

社会问题,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

力、政治执行力.抓好中央巡视和省委巡视

“回头看”反馈问题整改.认真落实意识形态

工作责任制.

依法行政守规矩. 始终把法治理念融入政

府工作全过程,强化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严格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健全科学、民主、依

法决策机制.主动接受县人大法律监督、工作

监督和县政协民主监督,高质量办好建议提

案.主动接受监察监督、司法监督和社会各方

监督,让权力运行更阳光更透明.

提升效能强服务. 全面践行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多做有利长远的工作、多打增强

后劲的基础、多办群众急盼的实事.发扬 “三

牛”精神,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对

决定的工作,做就做具体、做就做深入、做就

做细致,做就做彻底.深化学习型政府建设,

适应新时代,贯彻新理念,打造高素质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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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队伍.强化创先争优意识,营造比学赶超

氛围,点燃干事创业激情,做到工作争上游,

作风创一流.

清正廉洁作表率. 从严从紧落实全面从严

治党主体责任和 “一岗双责”,持之以恒贯彻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力戒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强化政府过紧日子、群众过好

日子措施,继续压减一般支出和 “三公”经

费,管住用好财政资金.加强重点领域全程管

控和审计监督,严肃查处各类违纪违法问题,

持续净化政治生态.

各位代表,百年征途谋新篇,雄心壮志启

新程.我们正站在 “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

点,机遇和挑战并存,唯有百倍努力才能赢得

发展、赢得未来.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县委的坚

强领导下,笃定目标再出发,凝心聚力再拼

搏,为顺利完成今年和 “十四五”规划各项目

标任务、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胜

利而 努 力 奋 斗,以 优 异 成 绩 迎 接 建 党 １００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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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门源回族自治县

第十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２０２１年３月２日在政协门源县第十六届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

县政协主席　李汉珠

各位委员:

我受政协门源县第十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的委托,向大会报告工作,请予审议,并请

列席会议的同志提出意见.

２０２０年工作回顾

２０２０年是极其不平凡的一年,是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十三五”规

划圆满收官之年.一年来,县政协常委会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

四中、五中全会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

进人民政协工作重要思想,深入贯彻中共中央

和省州县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在中共门源县

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县人大、县政府的大力支

持下,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紧

密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履职尽责,为门源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新贡献.

过去的一年,我们致力于团结和民主两大

主题,牢牢把握正确工作方向.我们始终坚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保持与中共门源县委

在政治上同向,思想上同心,工作上同步.按

照县委 “一个中心、三个重点、一个全面”的

发展思路,团结带领各民主党派、各族各界政

协委员,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包容差异,切实

把握政治协商的 “着重点”、民主监督的 “着

眼点”、参政议政的 “着力点”,努力做到党委

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政协履职就跟进到哪

里,力量就汇聚到哪里.我们始终高举团结和

民主旗帜,依照宪法和政协章程履职,找到最

大公约数,画出最美同心圆,凝聚思想共识,

汇聚发展合力.

过去的一年,我们致力于把求实和创新作

为工作重点,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我们始

终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关注民生、改善民生,

为人民福祉积极建言,促进民生实事落实.一

方面在贯彻中央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上增进共

识,在落实省州县委部署上不断发力,另一方

面引导各界别委员积极建言资政,为改革发展

稳定贡献聪明才智.我们始终坚持继承和创新

并重,常规与突破结合,用新视角观察问题,

用新理念谋划工作,用新机制推动发展,创新

工作方式和方法.协商议政性常委会的召开,

是县政协 “请你来协商”议政模式的有效尝

试,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为今后协商工作程序

化、规范化开了好头.

过去的一年,我们致力于把省州县委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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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作为重要遵循,努力推动政协工作迈上新

台阶.锚定新方位新使命,切实把协商民主贯

穿政协履职全过程各方面,坚持发扬民主和增

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

力.紧扣省州县委决策部署,精心选择议题、

精心组织协商建言,着力提高履职实效.积极

围绕贯彻落实党委政府重要决策部署情况开展

了民主监督.

２０２０年,是门源政协事业继往开来、奋发

有为的重要一年.县政协工作迈上了新台阶、

展现了新作为、干出了新样子.

一年来,我们突出思想政治引领,更加自

觉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加强党的领导, 强化政治引领. 充分发挥

政协党组 “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

作用、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政协组织

内中共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引领全体委员增

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

个维护”,为改进工作作风、提升履职实效提

供了组织保障.不断深化理论武装,发扬政协

良好传统,坚持重视和崇尚学习,坚持 “逢会

必学”制度,以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为引

领,健全完善主席会议学、常委会议学、专委

会议学和机关集体学的系统学习制度,全年共

组织各类学习活动６０余次.

把牢政治方向, 夯实党建基础. 牢牢把握

政协是政治组织的属性,坚持上下同唱党建

“进行曲”,勤耕党建 “责任田”,将党建工作

和政协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完善政协党的组

织设置,经县委批准设立了县政协机关党组,

搭建起政协党组、机关党组、机关党支部三级

党组织架构体系.进一步完善 «党组成员联系

党员委员,党员委员联系党外委员工作制度»,

落实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 “两个全覆盖”.

履行主体责任, 深化从严治党. 严格落实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 «党委 (党组)落实全

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坚定不移压实管

党治党主体责任,始终把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

任放在重要位置.组织开展作风突出问题集中

整治专项行动和省委巡视 “回头看”反馈问题

整改工作,扎实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积极配合

县委巡察组对机关党组的政治巡察.建立意识

形态工作分析研判机制,加大政协舆论宣传阵

地管控力度,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和主动权.

一年来,我们聚焦改革发展大局,更加务

实地助推经济社会发展.

民主协商凝聚共识. 组织召开了政协门源

县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全体委员

听取并审议了县政协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提

案工作报告,讨论了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其他有

关报告,委员们围绕基础设施建设、生态文明

建设、民生改善等方面建言资政,提出了许多

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建议,广泛凝聚了各方共

识.创新开展了专题协商议政性常委会议,围

绕 “深入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携手共建幸福美

好家园”主题开展了专题协商,通过政协搭建

的资政建言、协商议政平台,学习交流好经

验、好做法,为进一步推进全县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贡献了政协力量.同时,通过提案办理形

式对事关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事项进行了

协商,注重协商成果转化,助推社会经济各项

事业发展.

参政议政精准建言. 紧紧围绕县委全委会

议提出的目标任务,围绕县委发展思路的实施

和推进,由政协班子成员带队,选取 “食品药

品安全监管”“牧区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 “社会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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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文物保护工作”等课题,组织政协委

员开展了调研,提出了相应的意见建议,供县

委、县政府决策参考,助推全县经济社会发

展,提出意见建议３０余条.配合省、州政协

来我县开展的各项调研活动１０余次,并提出

了相应的决策建议.

民主监督跟踪推进. 认真落实中共门源县

委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民主监督

工作的实施意见»,重点围绕推动中共中央大

政方针和省州委重要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情况

开展民主监督工作.创新提案监督,落实党政

主要领导领衔督办重点提案工作制度,推动提

案质量、办理质量再上新台阶.深化视察监

督,组织开展了 “全县脱贫攻坚巩固提升工作

情况”“全县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情况”“全

县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试点项目推进

情况”等课题的视察工作.持续特约监督,继

续加大了委员选派力度,组织开展了绿化苗木

采购、价格听证等经常性的监督活动,助推相

关部门积极转变作风、不断改进工作.

提案工作深入开展.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了

提案工作,努力扩大提案征集渠道和征集范

围,召开了提案交办会议,向县政府提交了审

立的２０件委员提案进行办理.认真贯彻落实

«青海省委办公厅、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青海省党政主要领导督办政协重点提案暂行

规定»,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提升提案办理实

效;坚持政协主席、副主席牵头督办重点提

案、深入推进同类提案并案办理协商和提案办

理结 果 公 开 制 度,不 断 提 高 提 案 工 作 办 理

水平.

一年来,我们紧跟党委决策部署,更加主

动地服务党政中心工作.

积极投身县委中心工作. 围绕政治生态的

修复落实好县委的各项部署,围绕社会生态和

自然生态的修复开展视察调研工作,引导政协

委员提出了许多事关建设生态文明大局、大事

的提案,为党委、政府决策提供了民情、民

意、民智依据.委派政协委员全程监督全县国

土绿化、植树造林工作,发挥了民主监督职

能.主席班子成员认真落实包联责任,积极投

身生态环境治理、人居环境整治和村级换届督

导工作.

积极投身新冠疫情防控. 去年年初以来,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组织政协委员

和机关干部,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共中

央的号召,按照县委的决策部署,闻令而动、

主动作为.第一时间向全体政协委员发出倡议

书,主席会议成员带头下沉一线督查指导疫情

防控,动员广大委员尽己所能参与疫情防控斗

争,全体政协委员立足岗位,积极参与志愿者

服务,踊跃捐款捐物,为打好全县疫情防控阻

击战、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凝聚了共识和力量,

起到了正确引领和示范带动作用,受到了社会

广泛好评.

积极投身决战脱贫攻坚. 按照 “三年集中

攻坚,两年巩固提升”的总要求和 “户脱贫,

村摘帽”的总目标,不断推进脱贫攻坚向纵深

发展.组织开展了 “进一步巩固提升脱贫攻坚

成效,推动乡村振兴工作情况”的调研工作,

为决胜脱贫攻坚提供了决策意见.积极开展联

姻结对帮扶和共建工作,协调帮扶各类资金５０

万余元,协调解决了道路、饮水等基础设施建

设等问题.

一年来,我们坚持大团结大联合,更加广

泛地汇聚团结奋进强大合力.

密切联系群众. 配合做好节日慰问工作,

面向优抚对象、困难党员、劳动模范等群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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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送温暖,及时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组织开

展了政协委员送医、送文化下乡活动.机关党

员通过圆梦 “微心愿”等活动,帮助解决社区

群众困难.在脱贫攻坚中,政协班子成员带好

头、做表率,经常性深入联系村开展督导调

研,机关党员干部认真执行结对帮扶制度,帮

助解决实际困难.政协机关干部下沉社区,积

极投入防疫巡查、小区值守等工作,政协人努

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一线作为,展现

出一线担当.

广泛团结联谊. 注重加强与驻门全国和省

州政协委员的联系服务.通过举办书画交流等

活动,注重强化与各族各界委员的联系联谊.

注重发挥人民政协在团结民族宗教界人士中的

独特作用,组织召开宗教界委员座谈会,交流

思想、发表见解、协商议政,使他们参政有舞

台、建言有机会、协商有渠道.热情配合做好

各地政协来我县考察调研、学习交流工作,积

极宣传门源形象,传播门源声音.

认真编撰文史. 坚持亲闻、亲见、亲历的

“三亲”原则,实事求是地开展了文史资料的

搜集整理工作.组织开展了门源县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纪实 (门源文史专刊) «那一刻»的收

集、整理、编撰工作,全书共２０余万字、插

图３００余张,记录了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干部群

众在县委的领导下奋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艰辛

历程,反映了门源人民在抗击疫情时所表现出

来的齐心协力、顽强拼搏、甘于奉献的精神风

貌,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好评.

一年来,我们强化履职能力建设,更加有

力地推动政协工作提质增效.

理论学习不断强化. 始终坚持把加强学习

培训作为政协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引导广大政

协委员和政协干部把学习作为一种责任要求和

工作常态,培养尚学理念,增进学习自觉,力

促广大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增强履职能力.举

办政协讲堂３期、各类委员培训４期、各专委

座谈会３次,共计２６０余人次.邀请专家学者

作专题辅导和政策解读,支持和组织委员参与

调 研、视 察、考 察,帮 助 开 阔 眼 界、 提 升

能力.

队伍建设不断优化. 加强专委会建设,定

期听取专委会工作汇报,配备了专委会兼职副

主任.由专委会牵头组织相应界别委员开展调

研视察活动,提高了调查研究实效性和建言资

政科学性.强化 “两支队伍”建设,以召开警

示教育大会、学习违法违纪典型案例通报等形

式,全方位、多层次融入廉政教育,教育引导

政协委员和政协机关干部不断提高自律意识,

做到警钟长鸣.坚持走访委员制度,关心其学

习、工作和生活,教育和引导他们强化担当、

奋力履职,在各自岗位上建功立业.

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持续抓好机关自身建

设,强化机关效能建设,对标对表 “四个一

线”,修订完善了联系委员制度、调研视察制

度及公务用车、公务接待、财务管理等内部管

理制度,不断提高统筹协调、服务保障的能

力,努力把政协机关建设成为组织放心、委员

满意、服务周到、充满活力的委员之家.

各位委员,一年来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县委

的坚强领导、县人大、县政府以及各级各部门

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的结果,是全县各级政

协组织及各参加单位、全体委员团结奋斗,担

当作为、勤勉履职的结果.在此,我代表县政

协常委会,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

的敬意!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我们

的工作仍然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不足之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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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资政的针对性和质量还有待提高,一些涉及

全局性前瞻性的问题需要看得更准、想得更

深;委员主体作用发挥还不够突出,政协委员

的人才和智力优势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服务群

众的能力还有待提升,激励委员担当作为的举

措还需完善等.我们要坚持问题导向,在今后

的工作中认真研究改进,努力提质增效.

２０２１年工作安排

２０２１年县政协工作总体要求是: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中共

门源县委的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中共十九大

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

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认真履行 “三大”

职能,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和省州县委政协工作

会议精神,以县委 “一个中心三个重点一个全

面”发展思路为履职遵循,坚持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切实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着力提

高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水平,为 “十四五”和

现代化新征程开好局、起好步奉献智慧和力

量,以 优 异 成 绩 庆 祝 中 国 共 产 党 建 党 １００

周年.

(一)努力开创政协党的建设新局面

始终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发挥

好政协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推动政协

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一是继续强

化思想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

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不断巩固团结奋斗共

同思想政治基础.二是全面推进政协党的建

设.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关于新时代加强

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 «关于加强新时

代人民政协党的建设工作的若干意见»及省州

县委相关意见,深入贯彻中央、省州县委政协

工作会议精神,以政治建设为统揽,深入推进

“两个全覆盖”.进一步抓好意识形态工作,强

化守土责任.三是助力政治生态修复.始终把

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教育引导全县政协人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

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

政治执行力,时刻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

防微杜渐,警钟长鸣,助力打造政治生态的绿

水青山,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１００周年.

(二)努力实现履职建言新突破

围绕县委实施 “一个中心、三个重点、一

个全面”发展思路积极履职.一是围绕经济建

设议政建言.重点围绕项目建设、旅游发展开

展调研,组织召开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为

旅游产业发展建言献策.二是围绕乡村振兴开

展协商.助力探索具有门源特色的乡村振兴路

子,就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打造特色农业

支柱产业、加强乡村文化建设等开展专题协

商,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意见建议.三是

围绕保障改善民生出谋划策.就常态化防疫、

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等进

行建言献策,助力解决人民群众 “急难愁盼”

问题.

(三)努力展现凝聚共识新作为

全面贯彻落实全国政协 «关于加强和促进

人民政协凝聚共识工作的意见»,把加强思想

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作为履职工作的中心

环节.发挥大团结大联合组织的作用,坚持一

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在一些重点问题上加强思

想政治引领,增强全社会对县委、县政府决策

部署的认同和支持.强化政协宣传工作,讲好

门源发展故事,形成共同团结奋斗的强大正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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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充分发挥政协优势,主动将政协履职向矛

盾集中、社情民意集中的问题靠近,积极探索

协商民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新路子,教育引

导全 体 委 员 找 到 最 大 公 约 数,画 好 最 大 同

心圆.

(四)努力提升自身建设新水平

今年是换届之年,也是十六届政协收官之

年,奋力谱写门源政协事业发展新篇章,唯有

强化政协自身建设,把提质增效坚持到底.一

是在 “协商为民”上下功夫.全县政协人要两

眼向下,心系基层群众,要始终牢记为国履

职、为民尽责的政治责任,高标准、高质量完

成履职任务,多做雪中送炭、扶贫济困的事,

多做春风化雨、释疑解惑的事,多做理顺情

绪、化解矛盾的事,让群众感到政协离自己很

近,委员就在身边.二是在 “养精蓄锐”上下

功夫.加强委员队伍建设.协助县委组织、统

战部门 做 好 换 届 委 员 的 推 荐 安 排,按 照 省、

州、县委要求,适度扩大委员规模,把更多代

表性强、议政水平高、群众认可、德才兼备的

优秀人才吸收到委员队伍中来.加强履职制度

建设.加强委员服务管理,做好委员履职考核

等工作.三是在 “修炼内功”上下功夫.以创

建效能机关为抓手,积极推进 “书香政协”建

设,全力提升执行力,全面增强感召力,努力

打造 “党委政府放心,委员群众满意”的政协

机关.

各位委员,立于潮头,方知浪高风急;登

高望远,才见云阔天高.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在

县委的坚强领导下,始终与全县人民站在一

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建设富裕文明和

谐美丽幸福新门源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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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源回族自治县

２０２０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２０２０年,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面

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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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扎实做好

“六稳”工作,全面落实 “六保”任务,国民

经济各项指标恢复性增长,经济社会呈现良好

发展态势, “十三五”规划实现圆满收官,为

扎实推动 “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全面开

启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奠定坚实基础.

一、综合

经州统计局核定,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３４９６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０１％,

其中第一产业完成增加值１１４亿元,同比增

长４６％;第二产业完成增加值４６６亿元,同

比下降９５％;第三产业完成增加值１８９亿

元,同比增长 １０％;三次产业结构比 ３３∶

１３∶５４,与上年 (３０∶１６∶５４)相比,一产上

升３个百分点,二产下降３个百分点,三产与

上年一致.

年末全县户籍人口总户数４８８３８户,户籍

总人口１６２３１６人.其中城镇户籍人口３５９３５

人,农牧业户籍人口 １２６３８１人;女性 ７９２２４

人,占总人口的 ４８８％,男女性别比 １０５∶

１００.人口 自 然 增 长 率 ３７９‰,人 口 出 生 率

１１０２‰,人口死亡率７２３‰.全县共有２６个

民族,其中回族７８８２６人,汉族５６１９５人,藏

族１６７３０人,土族６９５９人,蒙古族３３７４人,

其他民族２３２人.

表１　２０２０年门源县户籍人口及构成

指标名称 人口数 (万人) 比重 (％)

　　户籍人口 １６２３ １００

　　城镇 ３５９ ２２

　　乡村 １２６４ ７８

　　男性 ８３１ ５１

　　女性 ７９２ ４９

　　０~１７岁 ３６７ ２３

　　１８~３４岁 ４５６ ２８

　　３５~５９岁 ６０５ ３７

　　６０岁及以上 １９５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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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全县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３２

万人次,城镇新增就业７６２人,城镇登记失业

率３１３％.

二、农业

实现农业总产值１７６９亿元,按可比价计

算 (下同),同比增长４６％,其中种植业总产

值６９７亿元,同比增长３７％;林业总产值

０４７亿元,同比增长９％;畜牧业总产值９８６

亿元,同比增长５１％;农林牧渔服务业总产

值０３９亿元,同比增长３１％.

完成 农 业 增 加 值 １１６４ 亿 元,同 比 增

长４６％.

全年全县农作物播种面积 ３９４万公顷,

上年同期４０５万公顷,同比减少２７％,其中

粮食作物 １８１万公顷、油料作物 １８２万公

顷、饲草料０２３万公顷、其他及特色农作物

００７万公顷,粮油草和其他种植结构由上年的

４４∶４９∶４∶３调整到４６∶４６∶６∶２.

粮食产量７５万吨,上年同期７７万吨,

同比减少２７％;油料产量３２万吨,上年同

期３６万吨,同比减少１１１％;蔬菜产量１０４

万吨,上年同期０８６万吨,同比增长２０９％.

年末全县牛存栏２２３万头,上年同期１０８７

万头,同比增长１０５倍;羊存栏７５３万只,

上年同期５８４６万只,同比增长２８８％;生猪

存栏０５万头,上年同期００８万头,同比增

长５３倍;家禽存栏１万只;全年全县牛羊出

栏５１４９ 万 头 (只),上 年 同 期 ３５３５ 万 头

(只),同比增长４５６％;各类肉产量１４１万

吨,上年同期０９２万吨,同比增长５３２６％;

牛奶产量６８５８２吨,上年同期９３５３吨,同比

下降２６６％.

表２　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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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
比上年同比增长 (％)

１．粮食作物 ７７１１４ ７４５６０ －３３

小麦 ３６７６ ６４３８ ７５１

青稞 ６５０８７ ６３６５３ －２２

马铃薯 ８３５１ ３５９０ －５７０

２．油料作物 ３６０３１ ３２３３８ －１０２

３．肉类总产量 ９２００ １４０５８ ５２８

猪肉 ３００ ２４６ －１８

牛肉 ３２００ ６９３３ １１６７

羊肉 ５６００ ６８４２ ２２２

其他 １００ ３７ －６３

４．牛奶产量 ９３５３ ６８５８ －２６６

　　三、工业和建筑业

２０２０年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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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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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家;与２０１９年相比,退库２家

(玉龙水电站和雪龙滩水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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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年底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

长７０％ (按可比价计算,下同),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４１％.

分行业看,采掘业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２８８％,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７７％;制

造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５９％,占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的４３４％;电力生产供应业工业增

加值同比下降０１％,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的４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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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降

３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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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１％.

表３　２０２０年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及同比增长速度

产品名称 单位
产量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比上年同比增长

(％)

原煤 万吨 １１４ ２４０３ １１０８

发电量 万度 １６０９５１ １５７４２３ －２２

商品砼 万方 １４６ １６１ １０３

有机饲料 吨 １３３４６ ９２１９ －３０９

金矿含金量 千克 ５６３８８ ６０４５ ７２

　　全县共有２家资质以上建筑业企业,完成

建筑业总产值１１８９０万元,同比下降４１７％;

建筑业增加值２０９６万元,同比下降４９％;增

加值率为１７６％.

四、服务业

全年全县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０２４亿

元,同比增长３１％;批发零售业增加值１２７

亿元,同 比 下 降 ４６％;住 宿 餐 饮 业 增 加 值

０５亿元,同比下降８％;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增加值０７３亿元,同比下降４％;金融

业增加值１亿元,同比增长４％;房地产业增

加值１４６亿元,同比增长５％;其他服务业增

加值１３７亿元,同比增长１６％.

全社会货物运输量６１６万吨,同比下降

３９９％;旅客运输量２６５９万人次,同比下降

３３９％;货物周转量５２２３８万吨公里,同比

下降３６３％;旅客周转量９１３７万人公里,同

比下降５４％.

全年完成邮电业营业收入９７３４万元,同

比增长４４％.移动电话用户１８５２万人,同

比增长１４１％.固定电话年末用户２４７万户,

同比增长１１８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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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产项目在库共１２９项 (含房地产项目８项),

其中续建项目８５项 (含房地产项目８项),新

建项目４４项.全县固定资产投资完成１２８８

亿元,同比增长１１６％;按投资类型分:项目

投资完成９９６亿元,同比增长３１７％;房地

产项目完成２９２亿元,同比下降２６６％ (其

中商品 住 宅 完 成 投 资 ２１２ 亿 元,同 比 下 降

２３２％;商业营业用房完成投资０８亿元,同

比下降８６７％).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完成投资０９９亿元,

同比增长３２３％;第二产业完成投资２０２亿

元,同比增长１４倍;第三产业完成投资９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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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万元,同比增长０８％.三次产业固定资产

投资比８∶１６∶７６.

分行业看:农林牧业完成投资９８４４万元,

同比增长３２３％;制造业完成投资１８８９万元,

同比增长３６倍;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

和供 应 业 完 成 投 资 １８１８５ 万 元,同 比 增 长

９３％;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完成投资

３２９４２万元,同比增长９３％;文化、体育和

娱乐业完成投资６６７４万元,同比增长５８４％;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完成投资７０５１万元,

同比增长２２４倍;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

会组织完成投资１７９１万元,同比增长４％.其

他行业完成投资５０３９６万元 (含房地产开发投

资),同比下降１５８％.

房地产累计规划商品住宅２９３６套,本年

竣工１４５４套.

六、国内贸易

２０２０年全年,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

成１１９３亿元,同比下降０８％,降幅环比收

窄３６个百分点.按经营单位所在地看,城镇

消费品零售额９４２亿元、下降２２％,乡村消

费品零售额２５１亿元、增长４６％;按消费形

态看,住宿餐饮收入０７７亿元、下降２７％,

商品零售１１１６亿元、下降０７％.

从批零住餐企业销售额经营看,零售业实

现销售额１１１６１４万元,同比下降０７％,其中

限额以上零售业实现销售额２７６５万元,同比

下降 １４％, 限 额 以 下 零 售 业 实 现 销 售 额

１０８８４８万元,同比下降０３％.餐饮业实现营

业额７６９４万元,同比下降２７％,其中限额以

上餐 饮 业 实 现 营 业 额 ３１０ 万 元,同 比 下 降

３３３％,限额以下餐饮业实现营业额７３８４万

元,同比下降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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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９７

元.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３５０５２

元,同比增长４２％;从收入构成看:工资性

收入２８３９７元、同比增长５２％,占可支配收

入的８１％;经营净收入１８５８元、下降７２％,

占可支配收入的５３％;财产净收入６０２元、

同比增长１９２％,占可支配收入的１７％;转

移净收入４１９５元、同比增长１７％,占可支配

收入的１２％.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３２４４元,

同比增长５８％;从收入构成看:工资性收入

３８３８元、同比增长 ８６％,占可支配收入的

２９％;经营净收入６６６３元、同比增长３３％,

占可支配收入的５０３％;财产净收入２６６元、

增长６４％,占可支配收入的２％;转移净收

入２４７７元、同比增长８４％,占可支配收入

的１８７％.

全县城乡居 民 养 老 保 险 参 保 人 数 ９６４２７

人;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实际参保５７４９人

(其中在职３８６５人,退休１８８４人);城镇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实际参保人数６４８２人 (其中省

局清理空账户人数１２９人),工伤保险实际参

保８３７４人,失业保险实际参保人数４９０６人.

基本医疗保险累计参保１４８６４２人,其中城镇

职工８８３７人,城乡居民１３９８０５人;生育保险

参保人数５０４９人.２０２０年末,全县享受城镇

最低生活保障人数３６８２人,享受农村最低生

活保障人数８３０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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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０４６元,比

上年增长６９％,恩格尔系数为２９９３％.城

镇常住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２０１４９元,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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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恩格尔系数为２８３８％;农村常住居民

人均生活消费支出１１９６１元,增长６８％,恩

格尔系数为３０８３％.

八、财政和金融

全县总收入完成１３８９７万元 (剔除１~１２

月份 上 划 省 级 收 入 ４０３９ 万 元),同 比 增 长

３１７％,增收３３４３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完成１０７９５万元,同比增长５８％,政府

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３１０２万元.

全县地方总支出完成３２９６９１万元,同比

增长２６７％,增支６９４８１万元.其中一般公共

预算支 出 累 计 完 成 ２７４１３２ 万 元,同 比 增 长

８９％,增支２２５２９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

出完成５３４７３万元,债务还本支出完成２０８６

万元.

民生支出２２２０４７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的８１％.

年末 全 县 金 融 机 构 人 民 币 存 款 余 额 为

４８９１ 亿 元、 同 比 增 加 １８９ 亿 元, 增 长

４０２％;贷款余 额 为 ３２８６ 亿 元、同 比 增 加

３６３亿元、增长１２４２％;存贷比为６７１８％、

较上年同期增加５０２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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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０４４７ 人,其 中 普 通 小 学 在 校 生

１２４０８人;普通中学在校生１１７８１人 (高中在

校生４２８７人,初中在校生６０１４人,中等职业

教育在校生１４８０人);幼儿园在园 (班)幼儿

６１９３人;特殊教育学校在校生６５人.中等职

业教育学校招生５０７人.

全年毕业生７８９９人,其中普通小学毕业

生１７６９人;普通中学毕业生３９６３人 (高中毕

业生１４５９人,初中毕业生２２２２人,中等职业

毕业生２８２人);特殊教育学校毕业生２１人;

幼儿园毕业２１４６人.

教育经费总支出４４３３０３８万元,九年义

务教育完成率９７１４％.

十、文化旅游和卫生事业

共有文化事业机构２个,文化馆１个,图

书馆１个,藏书４１万册;电视台１座,电视

人口综合覆盖率９９７９％;县级国家综合档案

馆１个,馆藏档案３６１０４卷.共接待省内外游

客１５６９８万人次、同比下降５６４％,实现旅

游综合收入６４５亿元、同比下降３９１％.

年末全县各类卫生机构１６６个,共有卫生

技术人员８１７人;全县村级卫生室１４４个,共

有乡村医生１７１人,其中执业 (助理)医师

２８６人;全年共拨付卫生经费１２７２８９万元,

公共卫生服务经费１３１６７７万元.

十一、环境保护、应急管理

水资源环境: 年降水量５０９２毫米,水资

源总量１８３４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占有量

１４７万立方米,用水总量０５７２７３亿立方米,

其中农业用水 ０４６３３７亿立方米;工业用水

０００３０３亿立方米;生活用水００５２７５亿立方

米;生 态 用 水 ０００４６ 亿 立 方 米;畜 牧 用 水

００４８９８亿立方米.

生态环境: 人均耕地面积３８７８２亩,森

林面积３８１１万公顷,森林覆盖率３９２９％.

应急管理: 全县共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

８起,死亡９人.其中道路交通领域发生生产

经营性事故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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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起,死亡３人;

工商 贸 领 域 发 生 生 产 安 全 事 故 １ 起,死 亡

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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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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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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

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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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信扫一扫

关注该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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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情概况

自然地理

◆地理位置　门源县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隅

祁连山东段、青海省东北部.东经１００°５５′２８″~

１０２°４１′２６″,北纬３７°０３′１１″~３７°５９′２８″之间.

北边是祁连山脚下甘肃河西走廊的永昌平原,

南麓是青海人口最集中的河湟谷地.东邻甘肃

省天祝藏族自治县,南接大通回族土族自治

县、互助土族自治县,西与祁连、海晏县毗

连,北同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山丹军马

场、武威市接壤.全县东西长 １５６２４ 千米,

南北宽１０３９９千米,总面积６９０２２６平方千

米,占青海省总面积的０９５％.山地面积占

７２％,盆地面积占２８％,海拔高度在２３８８~

５２５４５米 之 间,县 城 驻 地 浩 门 镇 中 心 海 拔

２８６１米.在全国所有的回族自治区域中,门源

县是海拔最高的.

◆气候　门源属高原大陆性气候,地处中

纬度西风带区.具有典型的日照时间长、太阳

辐射强、昼夜温差大等高原寒温湿润性气候特

征.冬半年受来自西伯利亚干冷气候影响,气

候比较寒冷干燥.夏半年受孟加拉湾的西南暖

湿气流影响,气候凉爽湿润.具有春季多雪多

风,夏季凉爽多雨,秋季温和短暂,冬季寒冷

漫长的特点.全年日照时数２２６４８~２７３９８

小时,年太阳辐射１３０６８~１５４０千卡/平方

厘米,气温日较差１１６℃~１７５℃,年平均气

温１５℃,年平均降水量５１７６毫米,年蒸发

量１１０２０毫米.

◆地形地貌　门源县地处祁连山系东端,

地形复杂,高低悬殊.北部冷龙岭群峰耸立,

南部达坂山层峦叠嶂,大通河谷地势平坦.具

有南北高山相拥,中间平坦开阔,西部中低山

丘陵滩地相间,东部两山合拢峡谷纵横的地貌

特征.地形整体上呈西北高、东南低;南低北

高,东西长,南北短,东窄西宽的锯齿状境

域.县境内山地占７２％,盆地占２８％,最高

的冷龙岭岗什卡峰海拔５２５４５米.最低的珠

固寺沟口海拔２３８８米,相对高差２８６６５米,

地带垂直明显,气候随海拔高低变化很大.

◆水资源　门源降雨丰沛,冰川雪峰密

布,河、湖、涧、溪、泉如网,享有众水之源

的声誉.２０１０年水资源总量２１４７亿立方米,

其中地表水资源量１２亿立方米,地下水资源

量９４７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占有量１４７万

立方米.境内仅流域面积５０平方千米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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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有３１条,水能理论蕴藏量为５６万千瓦.

黄河二级支流大通河门源流域内流程１７６千

米,平均流量４９１４立方米/秒,水能理论蕴

藏量３８６万千瓦,以大通河为主可建２２座装

机容量３３万千瓦的水电站.除了大量的外流

水,国家还开展了多项引水工程.其中２００２

年引硫济金工程,从门源硫磺沟引水入甘肃金

昌市,年供水４０００万立方米.２００４年引大济

湟工程,从大通河引水穿过达坂山,注入大通

宝库河,年供水１０多亿立方米,成为西宁市

主要供水源.

自然资源

◆土地资源　门源县是河湟地区和河西走

廊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和补给地,黄河二级支流

大通河境内流程１７６千米,全地区耕地面积４

万公 顷,已 发 现 的 矿 产 资 源 有 煤、炭、金、

银、铜、锌等２０种,已探明的非金属矿产有

１６种,受国家保护的珍稀动物有雪豹、麝、猞

猁等１０余种.野生药用植物有虫草、黄芪、

大黄、秦艽、雪莲等６２种.

◆动植物资源　野生动物资源比较丰富,

属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有雪豹、藏野驴、野

牦牛、斑尾棒鸡、玉带海雕、胡兀鹫、金雕等

１０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有棕熊、马麝、石

貂、荒漠猫、兔狲、猞猁、藏原羚、岩羊、蓝

马鸡、长耳鸮、雕鸮、鸢等１４种;青海省级

重点保护的动物有沙狐、狼、环颈雉等１４种.

全县分布的植物有６８科２５７属６１７种,其中蕨

类植物８科９属１１种,裸子植物３科３属７

种,被子植物５７科２４５属５９９种.东部仙米林

区是青海省最大的天然林次生林区,分布有

３７８６３４公顷乔木林、１１２３７９２公顷灌木林.

森林面积３８２７万公顷,森林覆盖率３９％.仙

米国家森林公园是全省面积最大的天然林区.

◆草原资源　门源县有天然草原４５７６万

公顷,可利用草原３８６７万公顷,占草场总面

积的８５％.其中冬春草场２１９６万公顷,可利

用面积１９４万公顷;夏秋草场２３８万公顷,

可利用面积２１７２万公顷;多年生人工草地

１３０６万公顷,一年生人工草地１２０７万公顷.

草地资源共分三个大类,即:温性草原类、山

地草甸类和高寒草甸类,１３个草地型.天然草

场牧草资源较丰富,常见的植物６４科２０２属

４７９种,优良牧草主要由禾本科、莎草科、蓼

科、藜科、豆科等牧草组成.天然草场水平分

布情况,大体上从东南到西北发育着温性草原

类、山地草甸类、高寒草甸类.草场的垂直分

布明显,海拔２４００~４０００米,依次分布着温

性草原类、山地草甸类和高寒草甸类.

◆矿产资源　县境内共发现各类矿产２０

种,占全省已发现１２５种矿产的１６％,其中已

查明有资源储量的矿产１０种,占全省已查明

有资源储量的矿种１０５种的９５％;编入全省

«矿产储量简表»的矿种有１０种,占全省编入

«矿产储量简表»矿种８９种的１１２％.

旅游资源

◆自然旅游资源　门源县处于青藏高原与

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位于青海省东北部,是

“环西宁旅游圈”的重要组成部分,连接 “河

西走廊”旅游线的必经之地,处在青海 “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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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战略布局北线的核心地段.县内旅游资

源非常丰富,主要由 “三大板块”的高原自然

风光和遍布全县的众多自然景观组成.境内自

然资源主要有祁连山下金牧场皇城大草原、夏

都第一峰岗什卡雪峰、 “花海鸳鸯”景区、百

里油菜花海、仙米国家森林公园、达坂云海、

浩门河、照壁山以及门源古八景等构成独具魅

力的门源生态旅游佳境.

◆人文旅游资源　历史上门源是个多民族

活动的大舞台,悠久的历史,多元的文化,在

门源大地上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

其中回族宴席曲和华热藏族服饰已列为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门源也是古丝绸之路之

辅道,是汉代当地羌人与北方匈奴联系的大通

道,史称 “羌胡道”的中继站.

人口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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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

有回族、汉族、藏族、蒙古族、土族、撒拉族

等２０多个民族.２０２０年底,全县户籍人口总

户数４８８３８户,户籍总人口１６２３１６人.其中

城镇 户 籍 人 口 ３５９３５ 人,农 牧 业 户 籍 人 口

１２６３８１ 人; 女 性 ７９２２４ 人, 占 总 人 口 的

４８８％,男女性别比１０５∶１００.人口自然增长

率３７９‰,人口出生率１１０２‰,人口死亡率

７２３‰.全县共有２６个民族,其中回族７８８２６

人,汉族５６１９５人,藏族１６７３０人,土族６９５９

人,蒙古族３３７４人,其他民族２３２人.

行政区划

全县有４镇８乡１０９个行政村８个社区.

其中浩门 镇 有 北 关、南 关、西 关、团 结、圪

垯、头塘、煤窑沟、小沙沟、二道崖湾９个行

政村,有康乐路、气象路、花园路、向阳路４

个社区居委会.青石嘴镇有红山嘴、青石嘴、

红牙合、黑石头、上吊沟、下吊沟、德庆营、

石头沟、尕大滩、上铁迈、东铁迈、西铁迈、

上大滩、下大滩、白土沟、红沟１６个行政村,

有宁张路、吊沟路、马场３个社区居委会.东

川镇有碱沟、孔家庄、塔龙滩、尕牧农上、尕

牧农 中、尕 牧 农 下、却 藏、香 卡、甘 沟、麻

当、巴哈、寺儿沟１２个行政村,有孔家庄１

个社区居委会.泉口镇有泉沟台、中滩、沈家

湾、后沟、黄 树 湾、西 河 坝、俄 博 沟、多 麻

滩、窑洞庄、大庄、牙合、西沙河、东沙河、

腰巴槽、旱台、黄田、花崖、大湾１８个行政

村.皇城乡有东滩、北山、西滩、马营 ４ 个

乡.苏吉滩乡有察汉达吾、燕麦图呼、扎麻

图、苏吉湾、药草梁５个行政村.北山乡有北

山根、大泉、沙沟脑、沙沟梁、金巴台、下金

巴台、东滩７个行政村.西滩乡有纳龙、边麻

掌、老龙湾、上西滩、下西滩、东马场、西马

场、东山、簸箕湾、崖头１０个行政村.麻莲

乡有中麻莲、下麻莲、包哈图、葱花滩、白崖

沟、瓜拉５个行政村.阴田乡有上阴田、下阴

田、米麻龙、卡子沟、大沟脑、大沟口、措龙

滩７个行政村.仙米乡有大庄、讨拉、德欠、

龙浪、桥滩、达龙、梅花、塔里华 ８ 个行政

村.珠固乡有玉龙滩、雪龙滩、东旭、元树、

初麻院、德宗、珠固寺７个行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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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２０２０年大事记

１月

２日　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马晓

峰随同海北州党政代表团赴山东省汇报对口支

援工作.

３日　省医疗保障局局长吕刚一行到门源

县检查督导医保工作,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

副县长丁国胜,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周洛陪同.

６日　州教育工委专职副书记张平一行到

门源考核２０１９年度教育教学目标完成情况.

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丁国胜陪同.

１０日　祁连山国家公园 (青海门源)冬

季文化旅游节启动仪式在浩门镇举行.县党政

领导参加.

１３日　全县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总结大会在县会议中心举行.全县副科级

以上干部参加.

１５日　州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陈东昌一

行赴门源开展２０２０年 “两节”期间慰问活动.

县委书记孙绣宗,县委副书记朱林,县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县总工会主席李玉清陪同.

同日　州政府副州长何灿一行到门源浩门

镇、西滩乡、阴田乡开展２０２０年 “两节”期

间慰问活动.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丁

国胜陪同.

１６日　国家部委调研组领导一行到门源老

虎沟管护站调研祁连山生态环境整治情况.县

委书记孙绣宗陪同.

同日　州政府副州长李宏绪一行到门源浩

门镇、东川镇开展州级领导联点门源 “两节”

慰问活动.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丁国

胜陪同.

３０日　州委副书记、州长阿更登,州委副

书记、组织部部长陈东昌一行先后到青石嘴镇

铁迈检查站、青石嘴镇黑石头村、浩门镇气象

路社区、州二医院检查疫情防控工作,并到海

北山东生物园区查看狮子口矿泉水厂落地建

设情况,到浩门镇好家乡生鲜超市查看市场供

应保障情况.县委书记孙绣宗,县委副书记、

县人民政府县长马晓峰,县委常委、青石嘴镇

党委书记冯生禄陪同.

４４

门源年鉴 (２０２１)




２月

２~３日　省委督查组组长乔文礼一行到青

石嘴镇、浩门镇气象路社区、门源高铁站、青

石嘴铁迈检查站督导检查门源县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处置工作.县委书记孙绣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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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日　省政府副省长匡湧一行到州二医院、

浩门镇格林小镇小区、北山乡东滩村督导检查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处置工作开展情况.县委书

记孙绣宗,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马晓

峰陪同.

４日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州委书记、

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处置工作指挥部指挥长尼

玛卓玛一行先后到青石嘴镇超限站、门源动车

站、州二医院、青石嘴镇黑石头村、铁迈检查

站、宁张路社区等地检查指导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并组织召开露天会议向门源捐赠１０００

个藏香包及１０万元慰问金.县委书记孙绣宗,

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马晓峰陪同并参

加会议,县委常委、青石嘴镇党委书记冯生禄

陪同.

６日　州政府副州长刘宝春一行到青石嘴

镇下大滩村检查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开展情况.

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马晓峰陪同.

１１日　国务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

２８指导组一行到青石嘴铁迈检查站、青石嘴镇

黑石头村、北山乡东滩村、浩门镇锦翠佳苑小

区、州第二人民医院检查指导疫情防控工作,

在县中医院检查指导疫情防控知识培训工作,

并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处置工作汇报会.县

委书记孙绣宗,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

马晓峰陪同,县委常委、青石嘴镇党委书记冯

生禄参加汇报会.

１８日　州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敬斋赴

铁迈检疫站慰问一线工作人员并督导检查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县委副书记朱林,县委副

书记、政法委书记李洪才,县委常委、县人民

政府副县长丁国胜陪同.

１８~１９日　州委副书记、州政府州长阿更

登一行到麻莲乡、阴田乡、泉口镇、北山乡、

皇城乡检查饲草料储备、西门塔尔肉牛、湖羊

养殖、草原生态旅游扶贫项目规划情况及浩门

马产业园规划情况.县委书记孙绣宗,县委副

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马晓峰陪同.

２５日　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决策第五督查

组一行到青石嘴镇铁迈村、门源高铁站开展疫

情防控期间恢复交通运输秩序专项督查工作.

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马晓峰陪同.

同日　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督导组一行到

青石嘴镇黑石头村、青石嘴镇政府、铁迈煤

矿、门源县永兴生态农牧开发有限公司、浩门

镇相关社区督导劝返点撤除及企业复工复产工

作.县 委 常 委、县 人 民 政 府 副 县 长 丁 国 胜

陪同.

３月

３日　省新冠肺炎疫情第三评估组一行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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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源检查疫情防控处置工作.县委常委、县人

民政府副县长丁国胜陪同.

４日　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处置指挥部指挥长刘宁一行到门源县泉

口镇禾顺蔬菜基地、北山乡永旺养殖场、海北

第二高级中学、浩门镇好家乡生鲜超市、海

北山东生物园区永兴饲料厂和农业生产资料

公司、麻莲乡草产业公司调研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处置工作.县委书记孙绣宗,县委副书记、

县人民政府县长马晓峰陪同.

同日　省应急管理厅厅长陆宁安、州政府副

州长李宏绪、州应急管理局局长张玉福一行到铁

迈煤矿督导检查企业复工复产及安全生产工作.

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丁国胜陪同.

５日　中共门源县委十六届七次全体 (扩

大)会议在会议中心召开.

９日　州委副书记、州长阿更登到海北州

第二高级中学检查指导春季学期开学工作.县

委书记孙绣宗,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

马晓峰陪同.

１０日　省政府副省长杨逢春到门源县海泰

煤业铁迈煤矿、雪玉水电石头峡水电站、浩门

镇南关清真寺、照壁山景区、海北山东生物

园区海北祁连山绿色有机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和青海生态源物流服务有限公司调研企业开

复工、景区规划建设、宗教寺院管理和疫情防

控工作.县委书记孙绣宗,县委副书记、县人

民政府县长马晓峰陪同.

１２日　州委常委、州纪委书记马成芳到县

委党校廉政教育基地、派驻纪检监察办公室、

县纪委监委机关各科室检查指导工作.县委常

委、县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司福章陪同.

１６日　省教育厅副厅长马嘉宾一行到门源

县第一初级中学督查春季开学期间疫情防控工

作.县 委 常 委、县 人 民 政 府 副 县 长 丁 国 胜

陪同.

同日　省第七评估组到门源县第一初级中

学督查春季开学期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丁国胜陪同.

１９日　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訚柏一行到

浩门司法所、浩门派出所、县法院、县公安

局、浩门镇向阳路社区、东川镇寺尔沟村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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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委书记李

洪才陪同.

２３日　州委常委、州政府副州长赵庆平到

皇城乡、北山乡、东川镇调研援建项目工作.

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马晓峰,县委副

书记卫玮陪同.

２５日　门源县举行泉口镇青鲁园一期工程

交接仪式.

２７日　海北州政府副州长杜萍到门源县职

业技术学校调研工作.县委副书记卫玮陪同.

同日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管理局韩强主

任一行赴门源调研指导祁连山国家公园科普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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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址及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县委常委、县人

民政府副县长丁国胜陪同.

３０日　海北州卫健委副主任王鲁到海北

山东生物园区、东川镇开展中药材产业发展调

研工作.县委副书记卫玮陪同.

同日　互助天佑德青稞酒厂负责人赴青石

嘴、浩门、北山、西滩等乡镇考察调研青稞种

植情况.

４月

２日　省文化旅游厅副厅长郭法祥一行赴

岗什卡、圆山观景台、电商中心、照壁山调研

“青海文旅人 ‘游’青海活动”.县人民政府副

县长马生明陪同.

７日　省委督查组组长孙应龙到青石嘴镇、

浩门镇头塘村、阴田乡大沟口村督查万名干部

下乡开展 “鼓干劲、稳脱贫、迎小康”活动情

况和省级乡村振兴示范点建设情况.县委副书

记、政法委书记李洪才陪同.

７~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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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次全体会议在县会

议中心举行.会议听取并审议李汉珠主席代表

门源回族自治县第十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所

作的工作报告和李占寿副主席代表门源回族自

治县第十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所作的提案工

作情况的报告.与会委员列席门源回族自治县

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听取并讨

论马晓峰县长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其他有

关报告.会议通过县政协十六届委员会第五次

会议决议.

８日　省军区副政委杨科祥一行到东川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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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１０日　门源回族自治县第十七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在县会议中心召开.会议

应到代表１４４人,实到１２４人.大会听取和审

议 «门源回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门

源回族自治县２０１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０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报告»«门源回族自治县２０１９年财政收支预

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２０年财政预算报告»«门源回

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门源回族自

治县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门源回族自治县人

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大会选举易钧为门源回

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１３日　省政府副省长田锦尘一行到祁连山

生态保护区仙米保护分区、元树二级水电站、

元树沟水电站、岗什卡雪峰七彩瀑布调研祁连

山国家公园生态环境修复及冰川保护情况.县

委书记孙绣宗,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

马晓峰,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丁国胜

陪同.

１４日　省委组织部基层党建工作调研组到

东川镇调研基层党建工作.县委副书记、组织

部部长朱林,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东川镇

党委书记王万平陪同.

同日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健康工程

组委会项目发展部王博智主任赴皇城、浩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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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口等乡镇考察调研浩门马及香菇产业发展情

况.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华卡才让陪同.

１５日　省财政厅副厅长荣增彦一行到海北

州第二高级中学、门源县中医院、门源县全民

健身中心建设项目工地、海北州第二人民医

院、门源县医养综合住院楼项目工地、青石嘴

镇中心卫生院、中铁迈村卫生室、大滩幼儿园

调研教育事业发展、医改推进及债券项目建设

情况.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朱林,县委常

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丁国胜陪同.

同日　省工商联副主席章海英一行先后到

祁连山青稞酒业有限公司、青海金门牛乳业有

限公司、门源县福鑫源原生态文化开发有限公

司等民营企业调研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企业复

工复产情况,并召开省工商联调研民营企业复

工复产门源工作座谈会.县委常委、统战部部

长、东川镇党委书记王万平陪同.

１８日　门源县２０２０年５万人国土绿化大

会战启动大会在泉口镇花崖村举行,县委书记

孙绣宗,县委副书记、县长马晓峰,以及在家

的县级领导干部,各乡镇、县直各机关单位、

省州驻县各单位和各金融机构全体干部职工,

农牧民群众代表、师生代表、宗教界人士代

表、护林员等２４００余人参加了启动大会.

２２日　省督查组组长、省生态环境厅副厅

长韩德辉一行到老虎沟管护站、银灿铜锌矿开

展祁连山生态环境整治工作和祁连山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任务完成情况专项督查工作.县委副

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马晓峰陪同.

２３日　州政府副州长徐永功到浩门镇疙瘩

村、苏吉滩乡药草梁村调研国土绿化、草原灭

鼠工作.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马晓峰

陪同.

２３~２４日　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延奇一

行到门源县调研门源县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

点及湿地保护工作开展情况以及人大工作.县

人大常委会主任马玉柱陪同调研.

２７日　省扶贫开发局副局长段霄江一行到

青石嘴镇、泉口镇、门源产业扶贫园、门源县

绿健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青海生态源物流

服务有限公司走访贫困户、调研生产经营及带

动扶贫情况,后沟村、沈家湾村易地扶贫搬迁

项目进展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县委常委、县

人民政府副县长丁国胜全程陪同.县委常委、

青石嘴镇党委书记冯生禄部分陪同.

同日　州政府副州长李宏绪到县内企业查

看安全生产 (节前安全检查)、商贸流通 (节

日促销)等情况.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

长王珏陪同.

２８日　州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敬斋一

行到泉口镇腰巴槽村、东川镇孔家庄村、仙米

乡梅花村、大庄村调研督导人居环境整治和农

村社会治理工作.县委书记孙绣宗,县委副书

记、政法委书记李洪才陪同.

２８~２９日　省生态环境厅、省自然资源

厅、省林草局联合核查检查组一行到老虎沟、

一棵树地区检查祁连山自然保护区矿业权退出

地质环境恢复治理进展情况.县委常委、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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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副县长丁国胜陪同.

３０日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王发昌一

行调研青石嘴镇小城镇建设和农牧民危旧房改

造推进情况、北关生态公园规划情况、县城垃

圾处理场封场工作开展情况、县城第二热源锅

炉房运行情况、浩门镇照壁山景区建设情况、

门源良驰供热有限公司运行情况、县城污水处

理厂运行情况、泉口镇黄田村垃圾无害化热解

处理站＋灰渣处理厂建设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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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月

６日　州委副书记、州政府州长阿更登一

行到海北第二高级中学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中复学慰问活动,之后到北山乡门源县慧通香

宝特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和泉口镇冷水鱼养殖

场、禾顺农牧业发展公司蔬菜基地调研相关情

况.县委书记孙绣宗,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

府县长马晓峰陪同.

同日　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杨林一行到仙

米乡宁缠公路动物防疫监督检查中心督查动物

疫病防控工作,并到浩门镇好家乡生鲜超市督

查猪肉产品供应保障情况,召开门源县非洲猪

瘟防控工作开展情况汇报会.县委常委、县人

民政府副县长丁国胜陪同.

６~８日　青海法制日报社主任辛雪莲到青

石嘴镇、东铁迈村、苏吉滩乡、北山乡、阴田

乡、东川镇调研社会治理工作.县委副书记、

政法委书记李洪才陪同.

７日　县政协调研组先后到县文化馆、南

关清真寺、浩门古城、下阴田清真寺、仙米寺

调研全县文物保护工作.

８日　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司文轩一行到

珠固乡寺沟村、东川镇甘沟村督导检查 “山水

林田湖草”项目进展情况.县委常委、县人民

政府副县长丁国胜陪同.

９日　省委第三督查组组长葛培军一行到

门源县第三寄宿制小学、县教育局督查主题教

育整改落实 “回头看”情况.县委书记孙绣

宗,县 委 副 书 记、县 人 民 政 府 县 长 马 晓 峰

陪同.

１２日　青海省农牧厅渔业局局长许海抚一

行到泉口镇调研冷水鱼养殖和育苗项目.县委

副书记卫玮陪同.

１３日　州委常委、秘书长、办公室主任、

统战部部长李君祥一行到门源县督导党办系统

相关工作,组织召开门源县党办系统重点工作

集中督查工作座谈会.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部

长朱林陪同.

１５日　州委副书记、州长阿更登,州政府

副州长李宏绪到珠固乡调研生态移民情况.县

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马晓峰陪同.

１８日　省委第三督查组到仙米乡、珠固乡

督查祁连山自然保护区规模养殖场恢复治理情

况.县 委 常 委、县 人 民 政 府 副 县 长 丁 国 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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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同.

２７日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州委书记尼

玛卓玛一行先后到泉口镇、门源县富源青高原

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县法院调研农村环境综

合整治４０吨热解处理站及灰渣处理厂建设情

况、村集体经济发展情况、多元解纷一站式诉

讼服务中心工作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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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部部长朱林陪同.

２７~２８日　省纪委常委、省监委委员马鸿

思一行到县纪委监委、浩门镇、青石嘴镇、东

川镇、泉口镇、仙米乡调研工作.县委常委、

县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司福章陪同.

２９日　省司法厅副厅长孙青海一行到门源

县多元解纷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青石嘴镇

“老马调解室”调研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县委

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李洪才,县委常委、县人

民政府副县长王珏陪同.

同日　省脱贫攻坚普查领导小组组长孙胜

涛一行赴西滩乡、仙米乡督导脱贫攻坚普查工

作准备情况.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马生明陪同.

６月

１~２日　海北军分区司令员王景到东川镇

香卡村对接脱贫攻坚工作.县委常委、县人武

部政委马晓锋陪同.

３日　门源县召开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动员部署会.

３~４日　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副司

长于庆贺一行先后到珠固乡初麻院管护站、寺

沟管护站、泉口镇黄田垃圾高温热解站＋灰渣

处置场、青石嘴镇白土沟村开展生态环保专题

调研.县委书记孙绣宗,县委副书记、县人民

政府县长马晓峰,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

长丁国胜陪同.

４日　州委副书记、州政府州长阿更登一

行到仙米乡调研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移民安置

搬迁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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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日　州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敬斋一

行到铁迈煤矿外围地区、苏吉滩乡扎麻图村、

皇城乡永安河大桥、浩门镇头塘村、东川镇巴

哈村、珠固乡初麻院村原万卓煤矿地区、仙米

乡宁缠地区调研人居环境整治情况、无主废弃

矿山综合治理与修复情况.县委书记孙绣宗,

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李洪才陪同.

８日　县人大常委会组成视察组对全县重

点项目建设情况展开专项视察活动.视察组一

行先后赴全民健身中心项目、火车站改扩建项

目、花海汽车站项目、车站维稳中心项目等地

进行实地视察并听取了每个项目的情况介绍,

并在县会议中心召开座谈会.

９日　中铁十七局贵州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考察组一行赴浩门古城、民俗街、照壁山、达

坂山等地考察旅游项目.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马

生明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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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日　省委组织部部务委员、公务员局局

长王向武一行到仙米乡督导检查公务员法贯彻

执行情况,并组织召开座谈会.县委书记孙绣

宗,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朱林陪同.

同日　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自查评估

调研组组长张贺全一行先后到老龙湾村、硫磺

沟管护站调研 “村两委＋”机制有关情况、硫

磺沟保护管理情况.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

县长丁国胜陪同.

１１日　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务副省长李杰

翔到浩门古城观看全省消防救援战勤保障拉动

演练,到浩门镇金源广场调研全民健身活动中

心及非物质文化展演中心项目建设情况,到阴

田乡米麻隆村调研不稳定斜坡地质灾害治理情

况.县委书记孙绣宗,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

府县长马晓峰,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丁国胜陪同.

同日　团州委书记霍均一行到门源县调研

基层团组织建设情况.县委副书记卫玮陪同.

１２日　州委常委、州纪委书记、监委主任

马成芳到青石嘴镇青石嘴村调研村级监督评审

委员会工作开展情况.县委常委、县纪委书

记、监委主任司福章,县委常委、青石嘴镇党

委书记冯生禄陪同.

１５日　省扶贫开发局易地处处长张国亮一

行到阴田乡措龙滩村检查易地扶贫搬迁新居后

续产业就业情况,到泉口镇后沟村、沈家湾村

检查原址拆旧情况,到泉口镇后沟村、沈家湾

村易地扶贫搬迁新居 (惠泽园)实地查看搬迁

入住及后续产业就业情况.县委常委、县人民

政府副县长丁国胜陪同.

１５~１９日　州委常委、州纪委书记、监委

主任马成芳到仙米乡、珠固乡、麻莲乡、阴田

乡、苏吉滩乡、皇城乡、北山乡、西滩乡、东

川镇调研工作.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监委

主任司福章陪同.

１６日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马伟到泉口镇后沟村、沈家湾村易地扶贫搬迁

新居 (惠泽园)实地查看搬迁入住及后续产业

就业情况,到门源县绿色蔬菜种植基地暨扶贫

产业园查看生产经营情况,到北山乡实地查看

人大及脱贫攻坚工作,到海北山东生物园区

青海生态物流源服务有限公司调研生产经营及

产业扶贫收益情况,组织召开省人大调研门源

县工作汇报会.县委书记孙绣宗,县人大常委

会主任马玉柱,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丁国胜陪同.

同日　省政府副省长刘涛一行调研元树沟

水电站退出及生态恢复治理情况、铁迈煤矿周

边地区无主废弃矿山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

复试点项目进展情况.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

府县长马晓峰陪同.

１８日　省政协副主席王绚一行到东川镇尕

牧隆下村、北山乡下金巴台村调研重点提案办

理情况,组织召开省政协十二届三次全会重点

提案门源督办协商会.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

府县长马晓峰陪同.

同日　州委副书记、州长阿更登到青石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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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大滩村开展 “１＋１０”联系基层服务活动.

县委常委、青石嘴镇党委书记冯生禄陪同.

１９日　省委编办处长贾薇一行到珠固乡调

研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情况.县委常

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丁国胜陪同.

２２日　省脱贫攻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赵

寿邦一行到东川镇政府、尕牧龙下村督查脱贫

攻坚普查清查摸底情况.县委常委、县人民政

府副县长丁国胜陪同.

同日　省供销社监事会主任索南吉督察门

源县供销社综合改革工作.县委常委、县人民

政府副县长王珏陪同.

２９日　州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敬斋先

后到仙米乡塔里华村、德欠村以及珠固乡东旭

村卡卓社、珠固寺村调研农牧区工作及基层社

会治理工作.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李洪才

陪同.

７月

３日　州委常委、州政府常务副州长何灿

到青石嘴镇调研督导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

修复试点项目进展情况,之后到西滩乡纳隆

村、东川镇甘沟村开展庆 “七一”慰问活动.

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马晓峰陪同.

７日　省人社厅纪检监察组组长张力强调

研门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县委常

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王珏陪同.

８日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宇燕一行

到浩门镇调研村级换届选举准备工作和选人用

人等工作,然后到东川镇鑫盛达农工贸专业合

作社调研村集体经济发展情况.县委书记孙绣

宗,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朱林陪同.

９日　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司文轩一行到

海北山东生物园区污水处理厂施工现场、县

污水处理厂、县城垃圾填埋场督导检查两轮中

央环保督察问题整改情况.县委副书记、县人

民政府县长马晓峰陪同.

同日　省委办公厅综合二处调研组到青石

嘴镇黑石头村、苏吉滩乡苏吉湾村调研指导村

容村貌整治工作和乡村旅游发展情况.县委副

书记、政法委书记李洪才陪同.

１０日　县政协与县妇联在县委党校联合举

办２０２０年第二期政协讲堂暨巾帼讲堂,邀请

青海省妇女干部学校客座教授、国家高级心理

学讲师、青海至爱心理管理培训中心负责人、

青海省心理咨询协会心理咨询师导师丛培玲作

题为 «阳光心态与幸福人生»专题讲座.

１６日　自然资源部执法局局长崔瑛一行到

东川镇克图村、阴田乡措龙滩村、青石嘴镇红

山嘴村调研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摸排情况.

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丁国胜陪同.

同日　门源县青海门源油菜花文化旅游

活动 启 动 仪 式 在 浩 门 镇 举 行.县 党 政 领 导

参加.

１７日　门源县举行 “舌尖上的门源”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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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烹饪技能大赛暨地方名吃展示活动.

同日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管理局张宇一

行到东川镇寺沟村、达龙村、桥滩村调研祁连

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开展情况.县委常

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丁国胜陪同.

２１日　省政府副省长杨志文一行调研门源

县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技能培训等工作开

展情况.县委书记孙绣宗,县委副书记、县人

民政府县长马晓峰,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

县长王珏陪同.

２３日　省委编办主任王耀春一行到县委编

办、浩门镇调研基层管理体制改革工作,并组

织召开门源县基层管理体制改革专题座谈会.

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朱林陪同.

同日　省扶贫开发局副局长盛宗毅一行到

麻莲乡调研脱贫攻坚普查工作,到青海生态源

物流服务有限公司、泉口镇沈家湾村、后沟村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惠泽园)、门源县万亩

蔬菜基地暨扶贫产业园调研脱贫攻坚工作,组

织召开门源县脱贫攻坚普查工作汇报会.县委

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丁国胜全程陪同.

２４日　省委督查组第七组组长张生杰一行

到北山乡调研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基层党

建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县委副书记、组

织部部长朱林陪同.

同日　省委办公厅档案业务指导处处长庞

宁涛一行到县档案馆检查指导工作,组织召开

档案工作汇报会.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李

洪才陪同.

同日　国务院国资委副秘书长庄树新一行

赴门源调研对口援建工作.县委常委、县人民

政府副县长王珏陪同.

２４~３０日　国家脱贫攻坚普查门源工作组

到门源县各乡镇开展脱贫攻坚普查工作.

２７日　省水利厅副厅长王海平一行到元树

沟水电站、元树二级水电站查看水电站退出情

况,到仙米乡人民政府参加水电站退出事宜推

进会,到浩门水库项目工地督导调研建设进展

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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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７~２８日　州委督导组到珠固乡、仙米

乡、东川镇、泉口镇、浩门镇、政法部门和相

关行业部门督导扫黑除恶 “六清行动”工作.

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李洪才,县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东川镇党委书记王万平陪同.

２９日　省委组织部政策法规处处长、研究

室主任薛成龙一行到仙米乡、青石嘴镇调研村

“两委”换届选举、后备干部储备、 “一肩挑”

工作推进、农村基层党支部组织生活开展等情

况.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朱林,县委副书

记、政法委书记李洪才陪同.县委常委、青石

嘴镇党委书记冯生禄在青石嘴镇陪同.

３０日　省商务厅厅长乌拉孜别克热苏力

汗一行到北山乡、浩门镇调研电子商务工作.

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马晓峰,副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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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生明陪同.

同日　财政部机关党委组织部部长岳林一

行调研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县委常

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王珏陪同.

８月

３日　省扶贫开发局副局长盛宗毅一行赴

东川镇尕牧龙下村调研脱贫攻坚工作.县委常

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丁国胜陪同.

５日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一行到东

川镇尕牧龙下村、浩门镇康乐路居委会入户督

导脱贫攻坚普查和人口普查工作,并组织召开

海北州脱贫攻坚普查工作汇报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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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日　山东省第四批援青干部人才考核组

考察调研援青项目开展情况.县委书记孙绣

宗、县委副书记卫玮陪同.

同日　水利部副部长陆桂华一行到青石嘴

镇调研大通河河道综合整治情况.县委副书

记、县人民政府县长马晓峰陪同.

同日　门源县举行 “法德大舞台”暨 «保

障农 民 工 工 资 支 付 条 例»宣 传 周 活 动 启 动

仪式.

１１日　省政协常委、农业农村委员会主任

查书冰一行先后到青海生态源物流服务有限公

司、丰益家庭农牧场、门源县昌庆农业专业合

作社、皇城农牧场调研油菜产业发展情况、油

菜 “青油２１号”种植情况、油菜 “青杂４号”

种植情况、油菜 “浩油１１号”种植情况.县

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丁国胜陪同.

１３~１４日　州委常委、州政府副州长何灿

一行到青峰岭煤矿无主矿、黑驿北沟砂金矿无

主矿、万卓煤矿无主矿、寺沟地区砂金无主

矿、宁缠第一煤矿、巨源煤矿、浪力克铜矿、

银灿铜矿、卡哇掌地区、宁缠地区无主废弃矿

山、宁缠东部煤田、卡哇掌东部地区、宁昌河

西岔铜矿督导检查门源县矿山生态治理修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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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日　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王晓勇

一行到浩门镇丰益家庭农牧场、北山乡沙沟梁

村实地查看青稞产业生产情况、调研农作物试

验田及中藏药材田运行情况.县委书记孙绣宗

陪同.

１７日　省委 “两新”工委专职副书记马占

山一行到安贞医院、宏达驾校调研民营企业基

层党建工作开展情况,召开省委 “两新”工委

调研汇报会.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朱林

陪同.

２０日　中粮援青干部考核组到县电商中心

调研电子商务工作.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

县长王珏陪同.

２４日　省委改革办副主任侯鹏宁一行先后

到珠固乡寺沟管护站、东海沟、寺沟村、仙米

林场分别调研管护站、生态定位站建设运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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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检测寺沟样地情况,寺沟村 “村两委＋”

工作进展情况,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植物

园、科普馆建设情况.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

副县长丁国胜陪同.

２５日　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司文轩一行到

珠固乡寺沟村、阴田乡卡子沟村、麻莲乡葱花

滩村、东川镇香卡村、浩门镇头塘村、大梁、

狮子口督导检查矿山企业、河道治理、国土绿

化及农村污水治理情况,并召开门源县环境状

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汇报会.县委常

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丁国胜陪同.

２６日　州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华杰一

行调研祁连山生态牧场运营情况、北山乡金巴

台村 “一治两创”工作开展情况、浩门镇火焰

蔘种植基地运行情况.县委书记孙绣宗,县委

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李洪才陪同.

同日　省发改委副主任车军平一行到珠固乡

调研元树沟水电站、元树二级水电站退出情况,

并召开祁连山自然保护区水电站退出工作座谈

会.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丁国胜陪同.

２６~２７日　门源回族自治县第十七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在县会议中心召开.会议

应到代表１４３名,实到１３０名.大会以无记名

投票的方式选举何魁为门源回族自治县第十七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汪吉福为门

源回族自治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委员.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选举汪吉福为门源

回族自治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宗教和

农牧环保委员会主任委员.

２７日　州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华杰一

行调研门源县多元解纷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

泉口镇冷水鱼养殖和育苗基地、东川镇寺尔沟

村基层社会治理、仙米乡塔里华村青阳社查看

牧民生产生活情况.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李洪才陪同.

３１日　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延奇一行赴

门源县对 «道路交通安全法»进行执法检查,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秀莲、县人民政府副县

长喇海峰陪同调研.

９月

１日　省政府副省长刘涛一行到浪力克铜

矿调研祁连山生态环境整治矿业权退出及生态

恢复治理情况、珠固乡珠固寺村调研生态移民

搬迁情况、元树沟水电站调研祁连山生态环境

整治水电站退出及生态恢复治理情况,召开祁

连山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汇报会.县委书记

孙绣宗陪同.

同日　州委常委、州纪委书记、监委主任

马成芳到塔喜煤矿、卡哇掌煤矿、浪力克铜

矿、银灿铜矿、宁缠煤矿督导检查矿山整治工

作进展情况.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监委主

任司福章陪同.

２日　全国第四批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

革试点验收组赴门源县考核验收县敬老院、安

业社会公共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政府向社会购

买居家和代养服务工作开展情况.

７日　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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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草局等部门负责人先后到浩门镇垃圾填埋

场、珠固乡寺沟地区、东川镇阿亚山口片石料

场、东川镇、泉口镇黄田村分别调研检查垃圾

清运、河道治理、生态环境恢复治理、生活垃

圾填埋场建设、垃圾填埋场建设情况.县委书

记孙绣宗陪同.

同日　省委统战部巡视员范仲孝到青石嘴

镇东铁迈清真寺、泉口镇红山根清真寺督导调

研工作,组织召开门源县宗教工作座谈会.县

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东川镇党委书记王万平

陪同.

同日　国家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评估

验收组组长欧阳志云一行在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州委书记尼玛卓玛的陪同下到门源县有关

乡镇和企业评估验收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青海

片区)工作.

１０日　州委副书记、州政府州长阿更登一

行到仙米康养中心、阴田活畜交易市场调研项

目建设情况,到泉口镇禾顺农牧业发展有限公

司调研香菇种植情况,到旱台村调研西门塔尔

牛、湖羊养殖情况,到丰田种植业合作社调研

草产业情况,到海北州良种奶牛繁殖场、瑞辉

产业园、丰益家庭农牧场、皇城老牧人生态畜

牧业专业合作社、苏吉滩乡调研农牧工作.县

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朱林陪同.

１５~１６日　威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陈文一

行到青海生态源物流服务有限公司调研威海对

口门源援建项目,召开威海工商联与门源县对

口援建工作座谈会及帮扶捐赠会议.县委常

委、统 战 部 部 长、东 川 镇 党 委 书 记 王 万 平

陪同.

１８日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监委主任

滕佳材一行先后到宁缠煤矿、浪力克铜矿、元

树沟水电站、珠固寺村调研祁连山生态环境整

治矿业权退出及生态恢复治理情况、祁连山生

态环境整治水电站退出及生态恢复治理情况、

寺沟地区砂金矿区治理与修复情况,召开海北

州祁连山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汇报会.县委

书记孙绣宗,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监委主

任司福章陪同.

同日　省军区检查组到有关乡镇检查乡镇

武装工作.县委常委、县人武部政委马晓锋,

县委常委、青石嘴镇党委书记冯生禄陪同.

２１日　州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陈东昌带

领全州村集体经济 “破零复壮”观摩团到门源

县慧通香宝特种养殖专业合作社、门源县富源

光伏扶贫电站、门源县泉口镇香菇种植基地实

地观摩村集体经济 “破零复壮”情况.县委副

书记、组织部部长朱林,县委常委、青石嘴镇

党委书记冯生禄陪同.

同日　州委副书记、州长阿更登一行到仙

米乡、东川镇、泉口镇调研村集体经济发展壮

大情况.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李洪才陪同.

２２日　威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亮一

行到门源县考察门源三中远程智慧援教平台、

鲁青眼科医院、大西洋鲑陆海接续养殖项目,

并开展大型制氧机捐赠仪式.县委副书记、组

织部部长朱林,县委副书记卫玮,县委常委、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丁国胜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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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３日　州委副书记、州政法委书记王

华杰到皇城乡、宁缠煤矿、浪里克铜矿、银灿

铜矿检查矿山生态环境整治恢复工作,然后到

仙米林场、派出所、司法所、仙米寺调研工

作.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李洪才陪同.

２３日　省自然资源厅二级巡视员韩良一行

到麻莲乡白崖沟村、阴田乡措龙滩村调研农村

乱占耕地建房摸排工作开展情况,并在东川镇

召开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摸排工作座谈会.

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丁国胜陪同.

２５日　州委副书记、州政法委书记王华杰

到浩门镇、门源瑞辉高原现代农业种植养殖示

范园、青石嘴镇、铁迈检查站调研工作.县委

书记孙绣宗,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李洪

才,县 委 常 委、青 石 嘴 镇 党 委 书 记 冯 生 禄

陪同.

１０月

１３日　省级乡村振兴战略示范点中期评估

组一行到门源县开展评估工作,召开省级乡村

振兴战略示范点 (村)中期评估汇报会.县委

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李洪才陪同.

１３~１４日　南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黎琳

一行６人赴照壁山景区、仙米国家森林公园、

珠固乡东旭村、祁连山生态牧场考察门源县全

域旅游工作.

１４日　山东省发改委领导调研门源县 “十

三五”山东对口支援规划执行情况及 “十四

五”规 划 项 目 储 备 情 况.县 委 副 书 记 卫 玮

陪同.

１５日　国务院大督查 “放管服”改革专项

督查小组赴县行政服务中心、西滩乡政府督查

“放管服”改革及便民服务工作开展情况.县

人民政府副县长马生明陪同.

１９日　州政府副州长、州公安局党委书

记、局长李向东一行到仙米乡、东川镇、麻莲

乡、县交警大队、青石嘴镇等地调研基层派出

所、司法所建设情况.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

记李洪才陪同.

２０日　省军区司令员刘格平一行到青石嘴

镇调研基层武装部建设工作,并召开门源县武

装工作座谈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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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源县召开泉口镇黄田垃圾热解站

及灰渣处置场、青石嘴镇泉尔湾垃圾热解站运

营安排部署会.

２１~２２日　自然资源部西安督察组唐正国

一行到门源县调研工作,先后到仙米乡、北山

乡、浩门农场、老龙湾管护站、阴田乡大沟脑

草达坂实地踏勘保护区图斑、调研 “非粮化”

工作开展情况、督查土地手续办理情况、实地

核查城乡建设项目,召开门源县永久基本农田

“非粮化”工作汇报会.县委常委、县人民政

府副县长丁国胜陪同.

２２~２３日　省纪委监委驻省总工会纪检监

察组到西滩乡边麻掌村、浩门镇气象路社区调

研群团工作,并召开省纪委监委驻省总工会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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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监察组调研座谈会.县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县总工会主席马德芬陪同.

３０日　省政府督查室主任肖立谦一行到宁

缠煤矿、银灿铜矿督导检查生态环境整治工

作.县 委 常 委、县 人 民 政 府 副 县 长 丁 国 胜

陪同.

１１月

２~５日　州村级换届选举督导组到北山

乡、青石嘴镇、皇城乡、浩门镇、东川镇检查

指导换届选举准备工作.县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盛韶民全程陪同.

６日　州政府副州长尕玛才仁一行先后到

门源种马场四牙合村、青海生态源物流服务有

限公司、浩门镇惠泽园小区、全民健身中心暨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中心分别调研山水林田湖

草生态保护与修复项目大通河流域 (青石嘴

段)环境整治与生态功能提升工程、青海生态

源物流服务有限公司运行情况、异地扶贫搬迁

工作情况、公共文化服务设施项目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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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常委、县人

民政府副县长丁国胜陪同.

１２日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马生贵

一行到金浩苑国家大酒店、荣浩嘉苑小区、移

民小区、团结北苑、门源县第一中学查看 “半

拉子”工程、房地产开发项目、老旧小区改造

项目、棚户区改造项目.县委常委、县人民政

府副县长丁国胜陪同.

１７日　省脱贫攻坚考核督查组组长徐步红

一行到东川镇寺尔沟村、扶贫产业园、青海生

态源物流服务有限公司、泉口镇后沟村、沈家

湾村易地扶贫搬迁项目 (惠泽园)督查脱贫攻

坚工作.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丁国

胜,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东川镇党委书记

王万平陪同.

１７~１８日　州委常委、州纪委书记、监委

主任马成芳督导检查门源县作风突出问题集中

整治专项行动开展情况,并开展作风突出问题

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工作廉政谈话.县委常委、

县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司福章陪同调研.

１８日　州政府副州长李宏绪先后到海北

山东生物园区调研督导工业增加值、规上企业

培育、中小微企业培育、工业总产值增加值比

率、去产能等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到青海生态

物流园服务有限公司、污水处理厂调研督导工

作开展情况,到仙米林场调研督导森林草原防

灭火工作.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丁国

胜陪同.

１９日　省民宗委主任开哇到门源县下麻莲

清真寺、古城清真寺督导工作,并组织召开工

作汇报会.县委书记孙绣宗,县委常委、统战

部部长、东川镇党委书记王万平陪同.

同日　省信访局副局长周有阜一行督查重

复信访化解信访积案工作.县委常委、县人民

政府副县长丁国胜陪同.

２５日　州委副书记、州政法委书记王华杰

一行到苏吉滩乡、青石嘴镇调研工作.县委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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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政法委书记李洪才陪同.

３０日　州总工会常务副主席阿怀琳一行到

青石嘴镇红山嘴村、浩门镇调研群团协同化试

点建设工作,并召开门源县群团协同化工作座

谈会.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县总工会主席

马德芬陪同.

１２月

７日　省政府秘书长张黄元一行调研浩门

水库及供水工程建设情况.县委副书记、县人

民政府县长马晓峰陪同.

７~８日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州委书记

尼玛卓玛一行到青石嘴镇、浩门镇、麻莲乡、

阴田 乡、东 川 镇 等 乡 镇 检 查 督 导 村 (社 区)

“两委”换届选举工作开展情况,召开门源县

村 (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汇报会.

１１日　州委副书记、州政法委书记王华杰

到西滩乡调研相关工作.县委副书记、政法委

书记李洪才陪同.

１４日　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郭勇一行到浩

门镇、北山乡实地检查考核安全生产工作开展

情况,并召开省安委会第四考核巡查组延伸考

核巡查门源县２０２０年度安全生产工作汇报会.

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丁国胜陪同.

１５日　省纪委监委督导组到仙米乡调研督

导村级换届选举工作.县委副书记朱林,县委

常委、县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司福章,县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盛韶民陪同.

２８日　门源县举行 “冬春季旅游趣海

北”暨祁连山国家公园 (青海门源)第二届

冰雪嘉年华活动启动仪式.

(审稿:马洪龙　撰稿:马福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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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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 书 记:马晓峰

朱　林

李洪才

卫　玮 (援青)

常　　委:司福章 (纪委书记、监委主任)

尹京辉 (组织部部长２０２００１

离任)

马维汉 (统战部部长　２０２００１

离任)

李玉清 (宣传部部长兼总工会

主席　２０２００４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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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石嘴镇党委书记)

王万平 (统战部部长、东川镇

党委书记　２０２００１任职)

马德芬 (宣传部部长、总工会

主席　２０２００４任职)

盛韶民 (组织部部长　２０２０１０

任职)

县委办公室

主　　任:马洪龙

副 主 任:宋海珍 (２０２００６退休)

马乐天

张玉全 (２０２００２离任)

裴建安

张　平

贾文彬

牛宏德 (２０２００６任职)

县委组织部

部　　长:尹京辉 (２０２００１离任)

盛韶民 (２０２０１０任职)

副 部 长:童守斌 (２０２００６离任)

马玉祥

阿杏仁

马占青

李复云 (２０２００９任职)

县直机关党委书记:李复云

县委政法委

书　　记:李洪才

副 书 记:孙卫国

张世军

副书记兼综治办主任:孙卫国

县委统战部

部　　长:马维汉 (２０２００１离任)

王万平 (２０２００１任职)

副 部 长:汪吉福 (２０１９０６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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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仁扎西

马生财 (２０２００６任职)

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局　　长:汪吉福 (２０２００６离任)

副 局 长:马庆龙

县委宣传部

部　　长:李玉清 (２０２００４离任)

副 部 长:吴学文 (２０２００６离任)

裴启翔

王成军

文明办副主任:王成军

县委党校

校　　长:朱　林

第一副校长:李艳莲 (２０２００６离任)

副 校 长:马　蓉 (２０２００６任职)

县档案馆

馆　　长:马艳萍 (２０２００９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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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０６离任)

何　魁 (２０２００９任职)

副 主 任:康秀莲

马应虎 (２０２０１０去世)

杨建清

县人大办公室主任:马生财 (２０２００６离

任)

王永林 (２０２００６任

职)

县人大办公室副主任:张成秀

县人大常委会信访办公室主任:王永林 (兼)

县人大常委会民族宗教和农牧环保委员会

主任委员:汪吉福 (２０２００６任职)

县人大常委会社会建设和财经委员会主任

委员:马银梅

县人大常委会监察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

员:王永林

门源回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县　　长:马晓峰

副 县 长:丁国胜

华卡才让 (２０２０１２离任)

周　洛

马生明

坎本才让 (２０２００９离任)

郑剑萍

喇海峰 (２０２００５任职)

县政府办公室

主　　任:刘芝强

副主任兼政府信息中心主任:马明理

副 主 任:马明理

张生恩

李桂春

王占寿

何辉年 (２０２００６任职)

县发展和改革局

党组书记:沙登清

副 局 长:沙登清

县对口援建办主任:吴贵明 (副县级)

副 局 长:杨广达

祁海涛

马　黎

何辉年 (２０２００６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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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教育局

党组书记、局长:乌兰巴特

副 局 长:孔庆东

冯永菊

程　斌 (副县级、援青)

马俊德 (２０２００６任职)

县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

党组书记、局长:马文海

副 局 长:谢玉海

武斌华

王建昊 (２０２００９任职)

县公安局

党委书记:坎本才让 (２０２００９离任)

王凯庆 (２０２００９任职)

局　　长:坎本才让 (２０２０．０９离任)

党委副书记、政委:雷发宏

党委委员、常务副局长:聂才郎 (正科

级)

党委委员、副局长:王凯庆 (２０２０．０９任

职)

贺生斌

马　龙

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李苏红 (２０２０．

０６离任)

张延福 (２０２０．

０８任职)

看守所所长:马成琪

浩门派出所所长:贺生斌 (２０２０．０７离任)

马俊明 (２０２０．０７任职)

教 导 员:李晓聪 (副科级)(２０２００６离

任)

李启鑫 (２０２００８任职)

青石嘴派出所所长:

教 导 员:任文锋 (２０２００８任职)

青石嘴分局政委:靳正仁

局　　长:孔庆虎 (２０２００８任职)

副 局 长:孔庆虎 (２０２００８离任)

仙米派出所所长:阿放仁

教 导 员:李延海 (２０２００８任职)

旱台派出所所长:张　新 (２０２００８任职)

教 导 员:冯文杰 (２０２００８任职)

东川派出所所长:马生龙 (２０２００６离任)

韩延福 (２０２００８任职)

教 导 员:张生平

麻莲派出所所长:

教 导 员:马俊贞 (２０２００８任职)

元山派出所所长:齐瑞豪

阴田派出所所长:李多周

皇城派出所所长:杨德什吉 (２０２００８任

职)

苏吉滩派出所所长:朱生贤 (２０２００８任

职)

北山派出所所长:欧阳志强

西滩派出所所长:张喜年 (２０２００８任职)

站前派出所所长:齐瑞豪

珠固派出所所长:杜辉明 (２０２００８任职)

经济犯罪侦查大队队长:欧阳志强 (２０２０．

１１任职)

禁毒大队队长:马应真 (２０２０１１任职)

县民政局

党组书记、局长:马生莲

副 局 长:马国才

滕海元

马绍君

县司法局 (社区矫正管理局)

局　　长:张世军

副 局 长:马生贵 (２０２００６离任)

吴学文 (２０２００６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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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门司法所所长:沙登龙

东川司法所所长:董俊杰

泉口司法所所长:刘积朋

皇城司法所所长:尚生玉

苏吉滩司法所所长:蔺宏丽

北山司法所所长:马爱新 (２０２００６任职)

西滩司法所所长:朱　虹

麻莲司法所所长:韩　义

阴田司法所所长:史永军 (２０２００６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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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青 (２０２００９

离任)

谢玉海 (２０２００９

任职)

县财政局

党组书记、局长:陈玉正

副 局 长:黄发玺 (２０２００６离任)

宋海云

马生贵 (２０２００６任职)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党组书记、局长:马国良 (２０２００６任职)

副 局 长:铁万梅

黄文俊 (２０２００６任职)

县自然资源局

党组书记、局长:苏建忠

副 局 长:李盛怀 (２０２００６离任)

王菊庆 (２０２００９离任)

不动产登记中心 (事业编制)主任:

韩永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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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森林公安局

局　　长:李永刚 (２０２００９退休)

副 局 长:王明雄

浩门森林派出所所长:孔庆元 (副科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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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林业和草原局

局　　长:(暂空)

副 局 长:王菊庆 (２０２００９任职)

县生态环境局

党组书记、局长:谢浩成

副 局 长:祁生辉

赵玉英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党组书记、局长:冯永茂 (２０２００７免职)

副 局 长:马吉祥

王建昊 (２０２００９离任)

郭金世

王建涛 (援青)

马银虎 (２０２００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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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杰 (２０２００６任职)

局　　长:孔庆宏 (２０２００６离任)

副 局 长:李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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尕玛才让

马生龙 (２０２００６任职)

农牧水利和科技局

党组书记、局长:童守斌 (２０２００６任职)

副 局 长:马志龙

赵得胜

县文体旅游广电局

党组书记、局长:王延生

副 局 长:王青龙

牛宏德 (２０２００６离任)

王　刚 (援青)

李晓聪 (２０２００６任职)

张庆瑛 (２０２００６任职)

县卫生健康局

党组书记、局长:马国青

副 局 长:董玉娥

姚占宏

马云媛 (２０２００６任职)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党组书记、局长:胡永峰

副 局 长:龙秀昀

县应急管理局

党组书记、局长:秦忠辉

副 局 长:马文林

杨延斌

县审计局

党组书记、局长:沈　昕 (２０２００６退休)

陈义云 (２０２００６任职)

副 局 长:马忠英

步文玲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党组书记:张桂芳

局　　长:马国良 (２０２００６离任)

副 局 长:马　贤

孔庆鸿

李苏红 (２０２００６任职)

县统计局

党组书记、局长:陈宝德

副 局 长:马巧玲

县扶贫开发局

党组书记、局长:杨春旺

副 局 长:马要牢

陶顺莲

县医疗保障局

党组书记、局长:夏青艳

副 局 长:吉军甲

马明清 (２０２００６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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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届四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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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委员会主任:武青光

政协提案和学习文史科教委员会主任:

杜卓玛

法制委员会主任:马绍英

政协经济和农业农村委员会主任:李复成

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暂空)

政协民族宗教和法制委员会主任:梁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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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门源回族自治县
纪律检查委员会

书　　记:司福章

副 书 记:张锦德 (２０２０１２离任)

马福元

孙军浩 (援青)

王振晓 (２０２０１２任职)

常　　委:祁玉兰

李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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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１２离任)

马福元

孙军浩 (援青)

王振晓 (２０２０１２任职)

委　　员:祁玉兰

冯生英

韩雪麟

高晓梅

县纪委监察委派驻第一纪检监察组组长:

韩延智 (２０２００６任职)

县纪委监察委派驻第二纪检监察组组长:

赵延君 (２０２００６任职)

县纪委监察委派驻第三纪检监察组组长:

王新明 (２０２００６任职)

门源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院　　长:韩忠明

副 院 长:董永安

车桂芳 (２０２００８任职)

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立案庭庭长:

齐建中

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王玉浩 (２０２０．１０

任职)

政治部副主任:马　春 (２０２００８任职)

办公室主任:巨君莲 (２０２００８任职)

执行局副局长:马剑龙 (２０２００８任职)

刑事审判庭庭长:马桂香

民事审判庭庭长:刘延林 (２０２００８任职)

审判管理办公室主任:马海花 (２０２００８

任职)

行政审判庭庭长:达海芳 (２０２００８任职)

民事审判庭副庭长:刘延林

孔家庄法庭庭长:奚斌圣

副 庭 长:张晓红 (２０２００８任职)

青石嘴法庭庭长:秦永军

青石嘴法庭副庭长:马雪莲 (２０２００８任职)

审 判 员:马雪莲

车桂芳

门源回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检 察 长:易　钧

副检察长:杨　萍

杨延靖

第一检察部主任:董维秀

第二检察部主任:刘娅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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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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０４离任)

马德芬 (兼)(２０２００４任职)

副 主 席:闫　良

那永玲

团县委

书　　记:马晓琴

副 书 记:姜　伟

县妇联

主　　席:杨玉霞

副 主 席:鲜香玲

县残联

理 事 长:刘爱霞

副理事长:马占武 (正科级)

乡 镇

浩门镇

党委书记:孔庆汉

副书记、镇长:白炳智

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许秀琴

纪委书记:张生英

组织委员:袁　鑫 (２０２００６任职)

人大专职主席:马石贤

副 镇 长:靳　魁

马瑞卿

夏多才仁 (２０２００５离任)

赵晓炳

更卡措 (２０２００５任职)

武装部长:谢浩杰

青石嘴镇

县委常委、镇党委书记:冯生禄

副书记、镇长:马海青

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米　林

纪委书记:王新明

组织委员:张生贵

人大主席团主席:张发录

副 镇 长:马志君

祁生娥

马明清 (２０２００６离任)

朱　智

冯生林 (２０２００６任职)

武装部长:侯统和

东川镇

党委书记:王万平

副书记、镇长:妥延军

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朱景成

纪委书记:赵志花 (２０２００８离任)

组织委员:白学龙

专职人大主席:徐　忠 (２０２００８退休)

副 镇 长:马爱华

马晓琴

王连仕

武装部长:李启顺

泉口镇

党委书记:韦　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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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　　长:马文奎

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张志恩

纪委书记:王延君

组织委员:杨措什杰 (２０２００６离任)

张　萍 (２０２００６任职)

专职人大主席:黄文俊 (２０２００６离任)

副 镇 长:阿才仁

赵利莉

宋维虎

叶西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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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安周加

纪委书记:李复君

组织委员:马艳丽

人大主席:冯兴刚

副 乡 长:秦永春

马占云

张　燕

武装部长:秦成予

苏吉滩乡

党委书记:王宇明

副书记、乡长:裴元俊

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张世山

纪委书记:韩延智 (２０２００６离任)

李盛怀 (２０２００６任职)

组织委员:刘明录

人大主席:金　声

副 乡 长:马学平 (２０２００６离任)

赵宝勋

马福宝

李秀青 (２０２００９任职)

武装部长:许　剑 (２０２００９离任)

北山乡

党委书记:米兴忠

副书记、乡长:王振龙

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李光华

纪委书记:陈玉柱

组织委员:科　敏

人大主席:李进才

副 乡 长:冯生林 (２０２００６离任)

谢浩亮

马宝全

李晓敏 (２０２００６任职)

武装部长:张庆钧

麻莲乡

党委书记:白延寿

副书记、乡长:韩进龙

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祁志新

纪委书记:马学智 (２０２００６任职)

组织委员:冶富梅 (２０２００６任职)

专职人大主席:张庆瑛 (２０２００６离任)

李建栋 (２０２００６任职)

副 乡 长:马占良

杨啟萍 (２０２００６任职)

韩少俊 (２０２００６任职)

武装部长:马银虎 (２０２００６离任)

西滩乡

党委书记:祁宏胜

副书记、乡长:赵永兴

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孔庆武 (２０２０．

０６离任)

纪委书记:仲　霞

组织委员:李淑兰

专职人大主席:马福全

副 乡 长:李建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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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萍 (２０２００６离任)

李生明

吴海宁 (２０２００６任职)

武装部长:马　智 (２０２００６离任)

范尖措 (２０２００６任职)

阴田乡

党委书记:沙登武

副书记、乡长:申顺林

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马俊德 (２０２０．

０６离任)

纪委书记:马福寿

组织委员:巴英栋

专职人大主席:颜丽栋

副 乡 长:何广慧

赵得明

马爱春

武装部长:赵　军 (２０２００６任职)

仙米乡

党委书记:田海洋

副书记、乡长:仲世财

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杨文东

纪委书记:解统菊

组织委员:周吉武 (２０２００６离任)

索　霞 (２０２００６任职)

专职人大主席:陈文生

副 乡 长:孔庆存

苏廷玺 (２０２００３免职)

窦生云

马翔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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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马占俊

纪委书记:丁有晟 (２０２００６任职)

组织委员:陈明钰

专职人大主席:陈　志

副 乡 长:史继蓉

邓国本

马成龙 (２０２００６任职)

武装部长:孔繁源

(审稿:贺永魁　供稿:杨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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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治

中共门源县委员会

主要工作

概述　２０２０年,县委常委会以巩固深化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开展作风

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专项行动为契机,重视和加

强自身建设,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

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在思想上拥护核心、政治上维护

核心、行动上紧跟核心.在坚强的政治保障

下,常委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

的能力和定力不断加强,自觉地践行党的初心

和使命,夙夜在公谋发展、实事求是抓工作、

勠力同心强合力,以 “无我”和 “赶考”的状

态全力推动门源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常委

会落实 «县委常委会工作规则 (试行)» «县

委全体会议工作规则»,全年共召开县委常委

会会议２６次,传达学习中央和省州会议及领

导讲话精神、研究讨论和审议议题等共 ２８７

项,就落实中央和省州委决策部署、推动高质

量发展、改善民生、脱贫攻坚、生态环境、管

党治党等方面进行研究部署.

◆党的政治建设　常委会坚持把党的政治

建设放在首位,把准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

治原则,突出问题导向、领导带头、践行见

效,确保全县各项事业稳步发展.以作风突出

问题集中整治专项行动为契机,多渠道并举推

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走深走实.把开展作风突

出问题集中整治专项行动作为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载体,把

学习提高、自查自纠、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

穿全过程,做到规定动作不走样、自选动作有

特色,全年检视问题５条,立行立改３条,专

项行动取得实效.坚持先学一步、学深一层,

在学深悟透、融会贯通上带好头、作表率,先

后召开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３１次,示

范带动 全 县 ２８２ 个 党 组 织 ５３４１ 名 党 员 运 用

“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组织生活会等载体开

展经常性学习,分类分批次采取集中培训、专

题研讨、辅导讲座等形式加强日常培训,运用

学习强国、金门源、 “两微一端”等平台拓展

“互联网＋”学习,通过夜读班、交流研讨等

形式,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在门源大地落地生根、结出硕果.以良好的

政治生态为引领,推进全县自然生态、社会生

态持续向好.按照年初确定的 “一个中心、三

个重点、一个全面”发展思路,推动 “三个生

态”协同抓、共同抓,产生综合效应.制定出

台 «关于进一步加快门源县修复净化政治生态

３０条措施» «县委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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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分阶段组织召开门源县加快修复净化

政治生态推进会、门源县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学习会暨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打造自然生态绿水

青山推进会和门源县加快修复净化社会生态推

进会,亮出鲜明态度,拿出过硬措施,采取果

断行动,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党的政治

纪律和政治规矩、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

化、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等方面持续用

力、久久为功,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

矩的上下级关系,干干净净的政商关系进一步

形成,三个生态建设持续向好.以省委第四巡

视组巡视 “回头看”工作为抓手,推进各类问

题整改见底见效.以问题整改为切入点,全力

抓好监督检查,安排各县级领导对１２个乡镇

和县直有关部门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及省委第四巡视组巡视 “回头看”反馈意见整

改情况进行督导,推动巡视巡察反馈意见整

改,用问题整改 “小杠杆”,撬动严肃党内政

治生活、促进全面从严治党 “大课题”.两轮

中央环保督察交办的３１件信访投诉案件全部

办结,省级脱贫攻坚成效考核涉及门源县的３

个问题已整改完毕,对其他反馈问题进行对标

整改.省委第四巡视组巡视 “回头看”反馈的

１１个方面２６项问题,经细化为６２个具体问题

后,整改到位５８个.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

核心,不断加强和完善民主与法制建设.常委

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落实地方党委工作条例,支持和保障县人大、

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党组履行职责、开

展工作.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大工作,在提高

质量 “立良法”、突出重点 “强监督”、发挥代

表作用 “夯基础”上下功夫,指导制定 «县人

大党组关于切实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

法工作的实施意见» «关于建立县人民政府向

县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实

施意见» «门源回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对政府组成人员进行履职评议的暂

行办法»等,县乡人大依法履职、服务发展的

成效更加明显.支持县政府深化行政体制改

革, «门源县浩门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工作实

施方案»获省委、省政府批复实行,安排制定

实施 «‹门源县深化综合医改暨医疗健康服务

共同体建设方案›及６个配套方案»,政府依

法行政、狠抓落实的水平得到提升.支持县政

协打造务实有为协商议政平台,安排组织开展

“全县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试点项目

推进情况”等专题视察活动,政协委员全程监

督全县国土绿化、植树造林工作,发挥民主监

督职能,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水平

得到提升.加强 “法治门源”建设,构建覆盖

县乡村三级法律援助体系,推动严格执法、公

正司法、全民守法.支持法院、检察院深化司

法体制改革,解决执行难问题,社会公平正义

得到有力维护.党管武装、民兵预备役和国防

教育等工作巩固加强,门源县连续第四次荣获

“全省双拥模范县”荣誉称号.深入推进群团

协同化建设共建试点工作,工会、共青团、妇

联等群团工作高效开展,全县上下齐心协力干

事创业的氛围日益浓厚.

◆脱贫攻坚　把脱贫攻坚作为第一民生工

程,抓好 “两不愁三保障”脱贫成果的巩固提

升、脱贫攻坚各类问题得到整改、各项具体工

作的有效落实.组织召开门源县２０２０年扶贫

开发工作会议、门源县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工作

会议、６次县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安

排部署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收官之战的重点工作

任务,年初对全县１０９个行政村基础设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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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服务设施、住房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短板,

通过采取县扶贫部门和乡镇联查、行业部门核

查、百名下乡干部详查、结对帮扶单位和帮扶

干部访查、驻村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员细查

的 “五查法”,进行全面排查梳理,制定实施

«门源县脱贫攻坚 “补针点 睛”专 项 行 动 方

案»,县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和各乡镇、各

行业部门签订脱贫攻坚 “补针点睛”专项行动

目标责任书,落实专项资金,完成 “补针点

睛”工作,确保小康路上不漏一户、不落一

人.制定实施 «门源县脱贫攻坚巩固提升 “十

大行动”方案»,尤其针对疫情防控对外出务

工和产业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对建档立卡户

开展外出务工意愿、就业服务和产业发展需求

信息采集工作,制定实施 «门源县支持企业加

快复工复产十项措施»,采取针对性的帮扶措

施,在稳定已设立公益性岗位的基础上,２０２０

年４４个退出贫困村利用光伏扶贫电站收益,

针对建档立卡劳动力新设置村级公益性岗位

８５５个,其中长期性３６５个、临时性４９０个,

６５个非贫困村利用村集体经济收益设立公益性

岗位２６６个,针对建档立卡劳动力共设置公益

性岗位２８５７个,努力降低疫情影响,全县建

档立卡 劳 动 力 务 工 就 业 ３９１９ 人.制 定 实 施

«门源县２０２０年消费扶贫行动实施方案»,在

“消费扶贫专柜专馆专区” “扶贫８３２” “青品

汇”等平台录入认定扶贫产品５０种,在县电

商中心设立消费扶贫专区,通过线上线下销

售、企业自主销售、行政事业单位采购、机关

干部购买等多种方式推动消费扶贫工作,实现

扶贫产品销售额１３亿元,有效促进建档立卡

群众稳定增收.统筹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产

业就业项目、建档立卡户属性调整巩固提升入

户产业项目、村集体经济发展等重点扶贫项

目.制定实施 «门源县稳定脱贫巩固保障实施

方案»«门源县扶贫资产后续管理方案»«门源

县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实施方案» «门源

县建档立卡户造血能力提升长效机制实施方

案»«门源县精准防贫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试

行)»,县财政筹资２５４万元,与太平洋保险

公司合作,依托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和行业

系统,构建农牧区贫困统计监测体系,建立事

先预警、事中监控、事后评估的精准防贫管理

机制,瞄准非贫低收入户和非高标准脱贫户,

抓住因病、因学、因灾等致贫返贫关键因素,

从源头上筑起防止发生贫困的 “截流闸”和

“拦水坝”.年内对１５０户 “两非户”发放精准

防贫保险金５９９万元.开展扶志扶智行动,

制定实施 «门源县２０２０年推动移风易俗树立

文明乡风实施方案»,修改完善 «村规民约»

«居民公约»,加快建设 “一约四会”等村民自

治组织,构建 “三治融合”基层社会治理新体

系.继续发挥宣传引导作用,印发 «乡村振

兴文明底色» «同心向党爱我家乡»等宣

传资料,评选表彰脱贫光荣户４４户、精神脱

贫示范户１０户,开展 “扶贫日”系列活动,

引导群众从思想上除 “穷根”,树立脱贫致富

的信心和勇气.

◆县域经济　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

向绿色有机引领、重大项目攻坚、产业扶持培

育等重点工作精准发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理念,按照 “稳粮

油、扩优势、抓特色、创品牌”的发展思路,

持续在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上下功夫,推动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在继续发展以青稞、油菜

为主导的传统优势特色产业的同时,推广火焰

蔘、香菇等新品种,西门塔尔肉牛、浩门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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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牦牛、湖羊、林麝、冷水鱼为主的特色养殖

业不断向质量、效益与生态安全并重的方向转

变.全县培育农畜产品加工企业３０家,新登

记注册农畜产品商标１６个.成立蔬菜联盟、

香菇协会,申报全国主要农作物全程机械化示

范县,推动农畜产品精深加工业发展,做大做

强高原绿色农畜产品品牌,提升农畜产品竞争

力与品牌影响力.秉持绿色、循环、低碳发展

理念不动摇,淘汰落后产能,强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实现工业经济平稳运行.工业增加值

呈增长趋势,相关企业 “进规入统”工作有序

推进,落实 “六稳六保”惠企政策,电子商务

稳步推进,实施总投资５００万元的国家电子商

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巩固提升项目,年内实现电

商交易额３３７２６３万元,同比增长 ３９１１％.

加强网络直播推介带货宣传力度,提升特色产

品对外知名度.

◆旅游业　以打造 “三全”旅游示范区为

契机,投资 ７８６０万元,实施旅游项目建设,

照壁山旅游基础设施项目、全民健身中心和非

物质文化展演中心、青石嘴游客服务中心、百

里花海景区主体工程完工,苏吉湾景区、东川

鱼儿山景区、花海鸳鸯景区、门源古城、聚阳

沟景区等建设项目有序推进;拓宽景区建设市

场化运作渠道,想方设法做足 “冰雪”文章,

举办第一、二届 “冰雪季门源见”冰雪嘉年

华活动等,实现冬季旅游 “零突破”,使门源

生态旅游业向四季游不断延伸,提升门源生态

旅游的吸引力;门源县被纳入全省首批省级全

域旅游示范区,入榜全国 “最美县域”榜单,

年内共接待游客１５６９８万人次,实现旅游综

合收入６４５亿元.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

念,将门源的发展置于全省全州大背景、大格

局中审视和定位,抓住用好历史性窗口期,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扩大有效投资为

抓手,统筹整合各方资源,抓能源产业、基础

设施、生态环境、民生和公共服务、旅游发展

等领域重大项目的申报储备和组织实施工作,

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支撑.落实省州投资 “审

批破冰”工程相关要求,制定出台 «门源县加

快项目工作推进办法 (试行)» «门源县争取

项目资金考核奖补办法 (试行)»,鼓励抓项

目.启动 «门源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 «门源县贯彻落实新时代推进西

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决策部署的实施方案»编

制工作.将州县 “两会”精神项目化,紧盯国

家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省委 “五个示范省”和州

委 “五个海北”建设等重大战略 “机遇期”,

实施各类新续建项目２０７项,组织储备２０２１

年重点项目９７项、投资３８５亿元,为 “十四

五”规划实施打下基础.

◆社会民生事业　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紧盯群

众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回应群众关切,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全年累计实现民生支

出２２２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的８１％.新冠

疫情期间,门源作为全省除西宁地区之外唯一

出现确诊病例的县份,面对压力和挑战,把疫

情防控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强化统筹部

署,逐级压实责任,按照 “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的防控策略,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实行县

级领导跟踪督导联点乡镇、包联学校疫情防控

工作责任制,安排３９个县直机关单位、２１个

省州驻县单位抽调人员进驻各居民小区,开展

疫情联防联控工作,凝聚疫情防控工作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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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全员核酸检测备用采样点,推进核酸实验

室建设,县疾控中心、州二医院核酸实验室通

过省级验收并投入使用;制定印发 «门源县疫

情防控救治预案» «门源县秋冬季疫情防控应

急预案»等疫情防控预案,组织相关单位、人

员进行演练,确保应急防控队伍拉得出、打得

赢.通过科学防控,门源县３例输入性病例全

部治愈出院,未发生二次感染病例和疑似病

例,得到国务院督查组和省州委的充分肯定,

在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会上,３名同志被

授予先进个人称号,州二医院党支部获先进集

体称号.

◆民生保障　把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为

改善民生的长久之计,提高办学条件,优化充

实教育资源,提升教师素养,推动学前教育、

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快速均衡发展,推进思政

教育、德育教育,扎实推进理想信念教育、爱

国主义教育、生态文明教育进校园,落实培根

铸魂、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把为群众提供良

好的医疗服务作为当务之急,整合县、乡、村

三级医疗服务体系,组建门源县医疗健康服务

共同体,县医疗健康服务共同体总院揭牌成立,

紧密型县域医疗服务共同体试点县建设扎实推

进;利用山东援建力量,在海北州第二人民医

院开设鲁青眼科专科医院,相关设备在省内处

领先水平.安排相关部门通过 “减免缓返补”

等政策措施,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帮助企业渡

过难关.多渠道挖掘就业岗位,扩大就地就近

就业规模,全县就业形势保持稳中趋好的态势.

◆基础设施建设　实施总投资７８０万元的

６个高原美丽乡村建设村,编制完成全县农牧

民居住条件改善工程实施方案.新建公共厕所

５６座,建设完成青石嘴至石头沟公路、麻莲乡

瓜拉村砖厂至白崖沟村道路、珠固乡雪龙滩通

村砂路等交通道路和桥梁、安保工程,农村基

础设施得到改善.老旧小区的改造、格林二期

等中高档小区的建设和旭红广场等商贸市场的

建成运营,城镇居民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和谐稳定工作　常委会扛起党委抓基层

社会治理主体责任,组织召开门源县加快修复

净化社会生态推进会,落实县级领导信访包案

化解制度、矛盾纠纷 “一台账三清单”等制

度,发挥多元解纷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作用,

共受理各类矛盾纠纷６８２起,调处６８１起,调

处成功率９９９％.强化情报信息搜集研判,处

置青石嘴镇与门源种马场之间的草原纠纷.加

强网络舆情监管力度,受理处置网络舆情２８

件.开展 “六清行动”,整改办结１４４条线索

和７２条乱点乱象,全县刑事立案２０４件,同

比下降６４％;发生八类主要刑事犯罪案件３

起,同比下降６２５％.探索党建引领乡村治理

新路径,创 建 浩 门 “枫 桥 式 派 出 所”、东 川

“枫桥式司法所”,打造青石嘴镇等三个 “公共

法律服务站”党建工作品牌,探索建立 “五长

制”社区治理模式、青石嘴镇多元解纷一站式

诉讼服务中心、东川镇 “３６５调解室”等一批

基层社会治理新品牌.强化法治宣传教育,突

出依法治县,以宣传 «民法典»为主线,推动

“双普法”责任制落实,提高群众法治信仰、

法治意识,以 “法安天下德润民心”为主题

的 “法德大舞台”成为青海 “七五”普法特色

普法 品 牌.创 建 民 族 团 结 进 步 “示 范 小 区”

“示范楼栋”等创建品牌,营造各族群众共居、

共学、共事、共乐的良好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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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文明建设　以现代文化为引领,抓

实公共文化服务,保障群众文化权益,满足广

大人民群众多样性、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

加大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

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多角度讲好门源时代故

事.优化媒体资源管理运行,成立门源县融媒

体中心,构建集新闻宣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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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网上主流舆论和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阵

地,完成基层 “最后一公里”信息送达.开辟

«战疫情我们在行动» «我脱贫我光荣»

«援青１０年感恩奋进» «话脱贫奔小康»等

专栏,为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舆论保障.加大

县内网站、公众号和自媒体管控,印发 «门源

县新闻稿件采编审签发制度»,牢牢掌握意识

形态的领导权、主动权、话语权.通过督查考

核、监督评议等办法和手段,把党管意识形态

原则落到实处,打好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战.开

展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校园、农牧区

“五星级文明户”创建工作及第四届全县道德

模范、第五届最美青少年评选表彰工作,加大

改陋习、树新风宣传教育力度,开展婚丧嫁娶

等革新行动,刹住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盲目攀

比等陈规陋习,树立文明节俭办事的新风尚.

◆文化品牌打造　统筹布局全县文化设

施,有序推进县、乡、村三级文化服务网络建

设, “三馆一站”免费开放,开放全民健身中

心和非物质文化展演中心.实施广播电视惠民

工程,加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和三区人才选

派力度,公共文化体育服务能力得到提升.深

化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实现１２个乡镇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全覆盖.邀请从门源走出去

的文艺家和门源本土文艺家召开文艺工作座谈

会,进行采风交流活动,举办绘画、书法摄影

作品展.人民日报刊登 «青海门源加强源头管

控,护一方平安» «回到大山,是为翻过这座

“山”»«画中行»等稿件,展示门源对外良好

形象.多维度打造门源文化品牌.以 “爱党爱

国爱门源”为主题,陆续开展经典诵读、征文

及绘画书法摄影展、农牧民歌咏比赛、岗位大

练兵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实践活动,

凝聚全县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共识,鼓励干部

群众奋发有为,鼓足干劲,以时不我待的精神

状态和志在必得的奋进姿态投身建设新门源的

生动实践中.实施文化惠民工程,组建十九届

五中全会宣讲团,以 “文艺＋”形式,精心编

排节目,开展惠民演出、文化下乡、文化进万

家等活动,群众文化生活不断丰富.

◆生态环境建设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

化 “三个最大”省情认识,扛起生态文明建设

政治责任,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让

金山银山成色更足.汲取木里矿区非法开采事

件教训,站在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党的使命宗

旨重大政治问题的高度,按照全省木里矿区以

及祁连山南麓青海片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三年

行动的统一部署,组织召开浪力克、银灿铜矿

生产生活设施拆除清运恢复暨祁连山生态环境

综合整治工作现场推进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学习会暨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打造自然生态绿

水青山推进会,制定 «祁连山地区 (门源片

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三年行动计划» «门源

县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工作整改责任分工方

案»,对县域内的７８个矿山、７个国省道重大

项目配置料场开展集中拉网式、全覆盖大调研

大排查大整治,形成生态环境风险隐患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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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一个问题一个方案一名责任人一抓到

底”的要求,点对点抓整改,为门源这一方绿

水青山站好岗、放好哨.聚焦污染防治,筑牢

守护底线,推进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

改工作,一批中央和省州高度关注、群众反映

强烈的环保问题得到解决.打击各类违法排污

问题,集中开展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和河湖

“清四乱”整治工作,强化大通河干支流水环

境风险防控,实施县乡村三级饮用水水源地保

护区划分与规范化建设项目,改善水生态环境

质量;完成门源县城集中供热一、二热源除尘

脱硫脱硝改造及在线监测设施项目、浩门镇污

水处理厂原位提标改造和截污纳管项目,建成

东川镇生活垃圾填埋场、泉口镇垃圾热解处理

和青石嘴镇垃圾热解处理站,开工建设生物园

区污水处理厂和祁连山生态牧场污水处理厂项

目,持续把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

试点项目作为重中之重来抓,完成总工程量的

８２％.以 “一 年 净、两 年 绿、三 年 美”为 目

标,成立了 “一治两创”工作机构,集中力

量,推进农牧区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创建全国

县级文明城市、创建新时期爱国卫生运动及省

级卫生县城工作,采取 “方阵管理法”对村级

环境卫生整治情况进行动态排名管理,县乡村

环境卫生成果得到持续巩固,街巷整洁、河畅

水清、岸绿景美成为门源常态底色.开展了５

万人国土绿化大会战,完成义务植树５０万株,

国土绿化任务５７８７公顷,浩门镇森林城镇创

建项目已全面完工.开展祁连山国家公园 (门

源片区)体制试点工作,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

科普馆、生态监测站及公园入口社区小景观完

成选址.

◆从严治党　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

党,不断提高管党治党的科学化水平,推动全

面从严治党向各层级各领域延伸,为全县改革

发展稳定提供坚强政治保障.建强基层组织,

筑牢基层战斗堡垒.以突出政治功能、提升组

织力为重点,把基层组织建设作为夯实党的执

政基础的根本之策来抓,结合巩固深化主题教

育、“组织体系建设三年行动”,对全县２３３个

党支部进行阵地标准化建设,夯实党建工作基

层基础;建立 “七联共建”机制和社区 “红色

党委”,推动城乡基层党组织功能整体提升,

形成优势互补、共同提高的基层党建工作新格

局;强化 机 关 党 建 工 作 “亮 灯 行 动”,建 立

“三制联动”工作运行机制,机关党建规范化、

长效化管理不断强化;开展共产党员信仰宗教

排查工作,筑牢党员干部信仰信念根基;完成

“两新”组织大排查工作,对全县６０４家正常

运营的非公企业和登记在册的８３家社会组织

分类建立台账,打造省、州级 “两新”组织党

建示范点各１个;扎实开展村 (社区) “两委”

换届工作,持续推进落实村 (社区)党支部书

记、主任 “一肩挑”工作,全县 １０９ 个行政

村、８个社区党组织换届工作圆满完成,村

(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有序开展.抓好村集

体经济提质复壮,全县１０９个行政村都实现１０

万元以上的收益.突出政治标准,注重从基层

一线、脱贫攻坚和急难险重岗位选拔使用干

部,结合一线重点工作推荐７２名表现优异的

干部,建立干部动态资源库,选拔疫情防控、

脱贫攻坚工作表现突出干部６名;着眼于年轻

干部队伍建设,梳理出８５后优秀干部３２８名,

选拔９０后干部１３名;加强乡镇、部门干部交

流,交流领导干部４７名,对长期在同一个单

位 (地区)岗位上工作的２４名站所长及工作

人员进行调整交流,选派１１名干部到省州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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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单位挂职锻炼;激励干部担当作为,二次

晋升二级主任科员３５名,晋升警务序列干部

１１０名;制定印发 «门源县公务员平时考核实

施方案»,对平时考核的指标、程序、等次比

例、结果运用等方面进行优化、细化、简化;

规范领导干部执行请销假报备制度,每季度对

领导干部请销假工作执行情况进行通报,促进

各级领导干部自觉严守纪律规矩、转变工作作

风.印发 «关于全县公职人员禁酒控酒的通

知»,严防因酒误事,“禁酒令”被收入党刊文

章.强化作风建设,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汲取

系列腐败案件惨痛教训,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

在前面,印发 «县委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清单»,通过召开县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

作领导小组会议、县委书记集体约谈会等多种

方式,压实各级党委 (党组)主体责任、纪检

监察机关监督责任和县党政班子成员 “一岗双

责”职责,开展省委第四巡视组巡视 “回头

看”反馈意见整改和以案促改工作,推动全面

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

人,注重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准确把握运用

监督执纪 “四种形态”,全年给予党纪处分８

人,政务处分５人,双处分３人,诫勉谈话１５

人,批 评 教 育 和 处 理 ７５ 人 次, 同 比 下 降

２７９％.强化廉政宣传教育工作,探索形成

“清风门源”１＋６工作模式等,召开全县干部

警示教育大会、县级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座谈

会,开展各党委 (党组)警示教育活动,实现

县乡村三级党员、干部警示教育全覆盖;执行

«海北州建立干部澄清保护机制的实施方案

(试行)»,为１名受到诬告错告的干部澄清正

名;注重做好受处分干部后半篇文章,召开门

源县受处分干部集中回访座谈会,对２０１６年

以来受到党纪政务处分的５６名在职干部进行

集中回访,实现受处分干部回访全覆盖,释放

出 “执纪必从严、尽职可容忍、纠错给出路”

的信号.扎实开展巡察工作,制定 «门源县选

用优秀年轻干部开展县委巡察工作实施办法

(试行)»,选用优秀年轻干部建立巡察工作人

才库,强化巡察队伍力量,使巡察工作成为县

委发现问题的 “尖兵”、纪律审查的 “前哨”.

◆信息工作　在调研信息的撰写上下功

夫,信息能够反映工作的创新和亮点.主动向

领导了解信息需求,注意领导决策的动向,做

到思路能超前、决策会追踪、经验常总结、问

题善分析,提高信息工作与决策思维的贴近

度.按照领导要求观察和思考问题,反映领导

最关心的问题,提高信息的针对性和参考性.

根据信息具有的宏观性、政策性等显著特点,

坚持从 “四个围绕” (围绕上级党委、政府的

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反馈信息;围绕县内一

段时期的工作重点反馈信息;围绕群众关心的

难点、热点问题反馈信息;围绕县委、县政府

出台的相关政策措施编报信息)着手,挖掘信

息的内涵,做到上报信息符合上级的要求,提

高信息采用率.对重大突发性事件、紧急灾情

疫情、重大交通事故、重要社会动态等重大紧

急信息,做到反应敏捷、采编迅速、报送及

时,并针对采编信息的内容进行跟踪,及时续

报.共编写上报各类信息４１０余条, «门源动

态»５２期.

◆督查工作　强化督促检查,确保工作落

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减负的重

要指示精神,对全县性督促检查工作进行统筹

规范,围绕中央和省州县党委、政府要求,以

及全县阶段性重点工作,有序安排督查事项,

６７

门源年鉴 (２０２１)




解决督促检查频率过高、多头督查、重复督查

等问题,精准有效推动督促检查工作.联合有

关部门,先后对五个主体责任、脱贫攻坚、生

态环保等２０余项事项落实情况,进行７次联

合督查,印发督查通报,提出整改意见,确保

上级决策部署得到有效贯彻落实.关注网络舆

情,督促有关部门办理网上领导信箱留言,回

复率１００％.认真搜索和处理网络负面帖子,消

除不良影响,维护意识形态领域的稳定.２０２０

年,印发 «督办通知»３０期、 «督查通报»５

期,回复网络舆情２６期.

◆机要工作　坚持２４小时在岗值班,确

保通信畅通.遵循 “及时收文、及时分发、急

事急办、特事特办”原则,对重要公文、一般

公文分别做到重点处理和定期催收,实行全程

动态跟踪,保证公文传阅的及时性、准确性和

保密性.密码工作未发生一起错漏、迟办等事

故.全年累计收到各类公文８６０件,其中中央

来文４７件,省级来文２０８件,州级来文５２０

件,通报类来文８５件,其中密件２１７件.按

照电子公文发文流程,做好电子公文传输管理

工作,做到不错不漏、不迟不误,为县委各项

工作顺利开展提供支持.累计发出公文 ５２１

件,其中县委发文２５２件,县委办公室发文

２６９件.按照归档文件装订标准,统一档案格

式规 范,做 到 分 类 科 学、装 订 规 范、排 列

有序.

◆保密工作　落实关于保密工作的相关文

件精神,按照 “明确责任,落实制度,加强管

理,保住秘密”的工作思路,强化干部职工的

保密意识教育,建立健全规章制度,规范保密

管理,推进保密工作向着规范化、制度化方向

发展.保密委员会定期听取保密工作汇报,研

究解决保密工作的实际困难和重大问题,确保

技术装备到位、经费保障到位,为开展保密工

作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开展安全保密工作检查

和保密知识专题培训,制作发放宣传品,督促

各部门各单位落实保密工作措施,自觉履行保

密义务和责任.机要和保密局人员落实２４小

时在岗制度,未发生漏办、错办文件等问题,

全年无失密、泄密事件发生.

◆政研工作　围绕县委的中心工作及重要

决策,聚焦年度重点工作和难点问题,主动谋

划,提前介入,牵头制定县级领导领题大调研

活动的相关通知,确定２７个重点调研课题,

按照课题性质明确牵头领导和配合单位,开展

调研工作.全年编发 «门源调研»７期.其中

«学深悟透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修复净

化门源政治生态不舍寸功»等领导署名调研文

章在 «青海日报» «党的生活» «昆仑之剑»

«海北工作»等省州刊物发表.

重要会议

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述学、评学、考学专

题会议　１月８日召开.县委常委孙绣宗、马

晓峰、朱林、李洪才、司福章、马维汉、李玉

清、冯生禄参加.

“山水林田湖草”项目工作推进会　１月８

日召开.县委常委孙绣宗、马晓峰、朱林、李

洪才参加.

全县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

结大会　１月１３日召开.县委常委孙绣宗、马

晓峰、朱林、李洪才、司福章、马晓锋、李玉

清、冯生禄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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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源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处置工作指挥部

第二次会议　２月３日县委书记孙绣宗主持召

开.县委常委马晓峰、朱林、李洪才、马晓

锋、李玉清、丁国胜、冯生禄、王万平参加.

门源县返青人员分析研判新冠肺炎源头管

控安排部署会　２月１４日县委书记孙绣宗主持

召开.县委常委马晓峰、朱林、冯生禄、王万

平参加.

门源县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暨领导小组２０２０

年第一次会议　２月１７日县委书记孙绣宗主持

召开.县委常委马晓峰、李洪才、司福章、丁

国胜、冯生禄、王万平参加.

中共门源县委十六届七次全体 (扩大)会

议　３月５日县委书记孙绣宗主持召开.县委

常委马晓峰、朱林、李洪才、司福章、马晓

锋、李玉清、丁国胜、冯生禄、王万平参加.

　　３月５日,中共门源县委召开十六届七次全体 (扩大)会议 (段维梧　摄)

　　十六届县纪委五次全体 (扩大)会议　３

月６日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司福

章主持召开.县委常委孙绣宗、马晓峰、朱

林、李洪才、马晓锋、李玉清、冯生禄、王万

平参加.

全县组织政法宣传统战工作会议　４月１０

日召开.县委常委孙绣宗、朱林、李洪才、司

福章、李玉清、王珏、冯生禄、王万平参加.

省委第四巡视组对门源县巡视 “回头看”

工作动员会　４月１３日县委书记孙绣宗主持召

开.县委常委朱林、李洪才、卫玮、司福章、

李玉清、王珏、冯生禄、王万平参加.

２０２０年全县项目工作推进会　４月２１日

召开.县委常委孙绣宗、马晓峰、朱林、李洪

才、卫玮、冯生禄、王万平参加.

全县人居环境集中整治推进会暨创建省级

卫生县城工作启动会　４月２３日县委副书记、

组织部部长朱林主持.县委常委孙绣宗、李洪

才、卫玮、司 福 章、王 珏、冯 生 禄、王 万 平

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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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源县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整改落实 “回头看”情况汇报座谈会　５月９

日县委书记孙绣宗主持召开.县委常委马晓

峰、朱林、李洪才、卫玮、司福章、马晓锋、

冯生禄、马德芬、王万平参加.

门源县警示教育座谈会　５月１２日县委书

记孙绣宗主持召开.县委常委马晓峰、朱林、

李洪才、司福章、丁国胜、王珏、冯生禄、马

德芬、王万平参加.

门源县州纪委脱贫攻坚联合监督检查问题

反馈暨集体约谈会　５月２１日县委副书记、政

法委书记李洪才主持召开.县委常委司福章、

丁国胜、王万平参加.

省委第四检查组进驻门源检查工作见面会

５月２８日县委书记孙绣宗主持召开.县委常委

马晓峰、朱林、李洪才、卫玮、司福章、丁国

胜、王珏、冯生禄、马德芬、王万平参加.

门源县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

意见整改工作动员部署会　６月３日县委副书

记、政法委书记李洪才主持召开.县委常委孙

绣宗、马晓峰、卫玮、丁国胜、冯生禄、马德

芬、王万平参加.

县委常委班子 “深入反思系列腐败案件,

着力打造政治生态的绿水青山”专题民主生活

会　６月１２日县委书记孙绣宗主持召开.县委

常委马晓峰、朱林、李洪才、司福章、马晓

锋、丁国胜、冯生禄、马德芬、王万平参加.

“金门源”大讲堂暨庆祝七一 “遇见初

心”主题党课宣讲会　７月１日召开.县委常

委孙绣宗、马晓峰、朱林、李洪才、卫玮、司

福章、丁国胜、王珏、冯生禄、王万平参加.

门源县加快修复净化政治生态推进会　７

月１日召开.县委常委孙绣宗、马晓峰、朱

林、李洪才、卫玮、司福章、丁国胜、王珏、

冯生禄、马德芬、王万平参加.

“清风门源廉政文化宣传月”活动启动

仪式　７月９日召开.县委常委孙绣宗、马晓

峰、朱林、李洪才、卫玮、司福章、丁国胜、

王珏、冯生禄、王万平参加.

门源县 “一治两创”工作推进会　７月１０

日召开.县委常委孙绣宗、马晓峰、朱林、李

洪才、卫玮、司福章、王珏、冯生禄参加.

门源县生态环境大调研、大排查、大整治

专项行动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　８月２１日县委

书记孙绣宗主持召开.县委常委朱林、李洪

才、司福章、马德芬、王万平参加.

门源县祁连山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推进

会　９月１日县委书记孙绣宗主持召开.县委

常委朱林、李洪才、卫玮、王珏、冯生禄、王

万平参加.

省委第四巡视组对门源县巡视 “回头看”

情况反馈会议　９月２日召开.县委常委孙绣

宗、朱林、李洪才、司福章、王珏、冯生禄、

马德芬、王万平参加.

门源县浪力克、银灿铜矿生产生活设施拆

除清运恢复暨祁连山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现

场推进会　９月４日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

朱林主持召开.县委常委孙绣宗、李洪才、卫

玮、司福章、王珏、冯生禄、马德芬、王万平

参加.

门源县第四届道德模范暨第五届最美青少

年颁奖典礼　９月８日召开.县委常委孙绣宗、

李洪才、马晓锋、王珏、冯生禄、马德芬、王

万平参加.

全县作风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动员

部署会议　１０月２２日县委副书记朱林主持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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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马晓峰作讲

话.县委常委卫玮、司福章、王珏、盛韶民、

冯生禄、王万平参加.

县委十六届八次全体 (扩大)会议　１０月

２８日县委书记孙绣宗主持会议并讲话.县委副

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马晓峰对 «关于贯彻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推进地方治理制度创新

和治理能力建设的实施方案»作说明.县委副

书记朱林传达中共海北州委十二届八次全体

(扩大)会议暨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县委常委

李洪才、卫玮、司福章、盛韶民、冯生禄、马

德芬、王万平参加.

全县村 (社区) “两委”换届选举工作领

导小组第一次会议　１０月２９日县委副书记朱

林主持召开.县委书记孙绣宗参加会议并讲

话.县委常委李洪才、司福章、盛韶民、冯生

禄、马德芬、王万平参加.

县委常委班子 “从严从实抓好巡视反馈意

见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　１１月４日县委书记

孙绣宗主持召开.县委常委马晓峰、朱林、李

洪才、司福章、马晓锋、盛韶民、冯生禄、王

万平、马德芬参加.

门源县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打造自然生态绿

水青山推进会　１１月１２日县委书记孙绣宗主

持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

马晓峰作总结并安排下一步工作.县委常委朱

林、李洪才、丁国胜、盛韶民、冯生禄、马德

芬参加.

全县村 (社区) “两委”换届选举工作推

进会议　１２月７日县委书记孙绣宗主持召开.

县委常委朱林、司福章、盛韶民、冯生禄、王

万平参加.

县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暨浩

门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工作动员部署会　１２月

１０日县委副书记朱林主持召开.县委常委孙绣

宗、朱林、李 洪 才、司 福 章、盛 韶 民、马 德

芬、王万平参加.

门源县加快修复净化社会生态推进会　１２

月２２日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马晓峰

主持召开.县委书记孙绣宗参加会议并作讲

话.县委常委朱林、卫玮、司福章、丁国胜、

盛韶民、冯生禄、马德芬、王万平参加.县委

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李洪才对下一步工作作

安排.

“冬春季旅游趣海北”暨祁连山国家公

园 (青海门源)第二届冰雪嘉年华活动启动

会　１２月２８日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

马晓峰主持召开.县委书记孙绣宗讲话.县委

常委朱林、李洪才、卫玮、司福章、丁国胜、

盛韶民、冯生禄、王万平参加.

重要文件

«门源县贯彻落实 ‹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

弄虚作假督察工作规定›的 方 案»　２月２４

日,县委办公室印发 «门源县贯彻落实 ‹防范

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督察工作规定›的方

案», «方案»要求立足门源经济社会发展实

际,聚焦统计法定职责履行、统计违纪违法现

象治理、统计数据质量提升,注重实效、突出

重点、发现问题、严明纪律,遵循统计工作规

律,推动统计改革发展,为县域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做好统计制度保障.

«门源县贯彻落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的实施 方 案»　４月 ８日,县委办公室印发

«门源县贯彻落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

施方案», «实施方案»要求创新预算管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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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更加注重结果导向、强调成本效益、硬化

责任约束,推动绩效理念和方法深度融入预算

管理,改变预算资金分配的固化格局,着力提

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为推动全县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门源县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实施方案»　４

月１５日,县委办公室印发 «门源县乡村治理

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按照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总体部署,以乡村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为主攻方向,不断提升基层

治理水平,以增进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为基本前提,建立健全党组织领导

的 “五治”融合的治理模式,坚持创新新时代

“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防范化解重

大矛盾风险隐患,建立完善乡村治理各项制

度,为建设更加富裕文明和谐美丽幸福新门源

提供坚强有力的保障.

«关于建立县人民政府向县人大常委会报

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实施意见»　４月

２３日,县委印发 «关于建立县人民政府向县人

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实施意

见», «实施意见»要求,牢固树立新发展理

念,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

县、问题导向稳步推进的原则,建立健全有序

规范的县人民政府向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

管理情况制度,加强人大和社会对国有资产的

监督,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为国有资

产管理和治理体系建设奠定坚实基础,使国有

资产更好服务门源经济社会发展、造福全县各

族人民.

«门源县 “七联共建”推动基层党组织服

务水平整体提升实施方案»　４月２９日,县委

办公室印发 «门源县 “七联共建”推动基层党

组织服务水平整体提升实施方案», «实施方

案»要求紧紧围绕基层党组织联建、党员教育

管理联管、党内政治生活联办、党支部人才联

育、教育服务资源联享、村集体经济产业联

促、村级社会治理联抓 “七联共建”的内容,

深入推进党支部工作直接联系点党组织功能整

体提升.

«县委落 实 全 面 从 严 治 党 主 体 责 任 清 单»

　１１月２０日,县委办公室印发 «县委落实全

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清单»,«责任清单»要求

县委领导班子从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

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等方面落

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县委书记要履行本

地区全面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职责,对全面从

严治党工作负主要领导责任,县委领导班子其

他成员根据工作分工,对职责范围内的全面从

严治党工作负重要领导责任.

«门源县科级领导班子和科级干部年度考

核工作办法 (试行)»　１２月２日,县委办公

室印发 «门源县科级领导班子和科级干部年度

考核工作办法 (试行)», «办法 (试行)»要

求科级领导班子和科级干部年度考核工作,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

党的组织路线,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坚

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奖勤罚

懒、奖优罚劣,调动科级领导班子和科级干部

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树立讲担当、重担

当、改革创新、干事创业的鲜明导向.

重要人事变动

１月２１日,接北委 〔２０２０〕１９号文通知,

王万平任中共门源县委委员、常委.

１月３０日,接北委 〔２０２０〕１９号文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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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万平任县委统战部部长.

３月１３日,经中共门源县十六届委员会第

７６次常委会会议讨论,决定朱林兼任门源县委

组织部部长.

４月２４日,接北委 〔２０２０〕８３号文通知,

马德芬任门源县委委员、常委;免去李玉清门

源县委常委、委员职务.

４月２６日,经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４日中共门源

县十六届委员会第８０次常委会会议讨论决定:

马德芬任门源县委宣传部部长;王万平兼任门

源县政协党组副书记.免去李玉清门源县委宣

传部部长职务.

５月２８ 日,接 北 委 〔２０２０〕１０２ 号 文 通

知,喇海峰为门源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人选.

６月２４ 日,接 北 委 〔２０２０〕１２６ 号 文 通

知,免去马玉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二级巡视

员职务.

６月２４日,经县委研究,免去马玉柱县人

大常委会党组书记职务.

８月６日,经县委研究,决定何魁任县人

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８月２８日,经门源回族自治县第十七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选举何魁为门源回族自

治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

１０月９ 日,接 北 委 〔２０２０〕１８６ 号 文 通

知,盛韶民任县委委员、常委.

１０月１９日,接北委 〔２０２０〕１９４号、北

组干任 〔２０２０〕８２号文通知,免去华卡才让县

人民政府副县长、三级调研员职务.

１０月２８日,经中共门源县十六届委员会

第９１次常委会议讨论,决定盛韶民任县委组

织部部长;免去朱林县委组织部部长职务.

外出学习考察活动

４月２３~２４日,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

县长丁国胜前往西宁市参加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专题培训班.

４月２７~３０日,县委副书记卫玮前往山东

省威海市开展招商引资对接工作.

５月６~９日,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

长王珏前往中粮集团汇报援建工作.

５月１８~２２日,县委常委、县人武部政委

马晓锋前往海北州参加海北军分区集中轮训.

６月１~５日,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朱

林在省委党校参加全省干部工作业务专题培

训班.

６月１２~１６日,县委副书记卫玮参加山东

省援青干部管理组前往西藏考察学习活动.

６月８~１２日,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

县长王珏前往中粮集团协调中粮扶贫采购有关

事宜.

７月７~８日,县委副书记卫玮前往西宁开

展冷水鱼养殖洽谈等事宜.

７月１３日,县委副书记卫玮赴化隆县洽谈

援青建设项目.

７月２０日,县委书记孙绣宗,县委副书

记、组织部部长朱林,县委常委、县纪委书

记、监委主任司福章赴海东市参加学习活动.

７月２３~２４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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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政府副县长王珏前往西宁参加第二十一届

“青洽会”相关活动.

８月４~７日,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朱

林前往西宁等地参加全省农村牧区、城市、公

立医 院 “两 新”组 织 基 层 党 建 工 作 现 场 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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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会.

８月２６日,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监委

主任司福章赴海东市参加乡镇纪委 “三化”建

设现场观摩会.

８月３１日至９月１１日,县委常委、县人

民政府副县长丁国胜前往上海市参加全省财政

业务专题研讨班.

９月９~１５日,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

县长王珏前往西宁参加省对口援建十周年系列

活动.

９月２１日,县委书记孙绣宗,县委副书

记、组织部部长朱林,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

记李洪才,县委常委、青石嘴镇党委书记冯生

禄,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东川镇党委书记

王万平前往西海镇参加全州村集体经济 “破零

复壮”工程领导小组会暨观摩推进会.

９月２１日至１０月１０日,县委副书记卫玮

前往山东对接援青工作.

９月２１日至１０月１０日,县委常委、县人

民政府副县长王珏前往北京参加中粮集团 “三

支队伍”培训.

１０月１２~１４日,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县总工会主席马德芬赴甘肃省张掖市、玉门市

考察学习融媒体中心建设工作.

１０月２２日,县委副书记朱林,县委常委、

县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司福章,县委常委、组

织部部长盛韶民前往西海镇参加海北州作风突

出问题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工作专题学习会.

１０月２３~２７日,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

监委主任司福章,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

长丁国胜前往西海镇参加州十四届人大代表第

四期培训班.

１０月２８日,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

长丁国胜前往省自然资源厅参加全省国土空间

规划专题研修班.

１０月２８~３０日,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

副县长王珏组织县农牧、电商、相关单位负责

同志前往合肥市参加全国粮食行业产业扶贫

展会.

１１月２~５日,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

县长丁国胜前往河南省参加 “２０２０年中国 (河

南南阳)食用菌产业发展大会暨西峡交易

会”.

１１月２~６日,县委副书记卫玮,县委常

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王珏前往西宁参加２０２０

年度援青干部人才培训班.

１１月１０~１２日,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东川镇党委书记王万平前往玉树州考察寺院管

理工作.

１１月２４~２７日,县委副书记卫玮带领县

卫生健康局随州卫健委赴济南市对接远程诊疗

试点工程.

１１月３０日至１２月４日,县委常委、县人

民政 府 副 县 长 王 珏 前 往 中 粮 集 团 衔 接 援 建

工作.

１２月７~１１日,县委副书记卫玮前往山东

参加２０２０ 海 北—山 东 双 向 文 化 交 流 活 动 暨

“黄河同脉鲁青一家”海北 州 民 族 歌 舞 展 演

活动.

１２月１４~１８日,县委常委、县人武部政

委马晓锋前往省军区参加培训.

(审稿:马洪龙　撰稿:马福寿)

组织工作

概述　以 “七个一”机制排查整顿软弱涣

散党组织,对２０个软弱涣散党组织整顿提升

情况进行 “回头看”.发展党员２６２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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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新”组织大排查工作.整合山东援建项目

资金和州县项目配套资金８９０万元用于实施农

牧民综合培训中心建设项目和党群综合服务中

心建设项目,下拨和申请上级资金２０６万元用

于５３个村２个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维修.青海

省 “高端创新人才千人计划”培养人才绩效考

核方案»,从严管理高端创新人才.

◆党建工作　组织召开县委党的建设工作

领导小组会议、全县组织宣传统战政法工作会

议以及加快修复政治生态推进会等会议,制定

印发 «党建工作领导小组２０２０年工作要点»

«２０２０年全县组织工作要点»,理清工作思路,

明确工作方向.以签订抓基层党建工作目标责

任书、对党组织书记进行约谈提醒等方式,倒

逼党组织书记增强做好党建工作的政治自觉和

行动自觉.制定并推行 “党建重点工作月提示

制度”,优化基层党建工作督查机制,采取清

单认领、提醒督导、实时指导的方式,以指导

促提升,以督查促落实.

◆思想政治引领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征订４万元的党报

党刊和电教辅导教材,加强党员干部对党性的

认识和政策理论的理解与把握.开展门源县机

关企事业单位 “党员进党校集中轮训工程”培

训、农牧民党员冬春轮训、党务工作者培训和

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题网班等工作,做到培训全

覆盖无遗漏.从县管党费中列支１６８万元为

全县党员人手制作发放 «党员组织生活 “一本

纪”»,从微从细规范党员党内政治生活.对

主题教育开展情况进行 “回头看”,组织召开

“深入反思系列腐败案件,着力打造政治生态

的绿水青山”专题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

◆补短板强弱项　推进支部规范化建设,

引导党支部把 “三会一课”、民主 (组织)生

活会、谈心谈话、民主评议党员、党日活动等

制度的落实与当前人居环境整治、脱贫攻坚工

作、村集体经济提质复壮等中心工作相结合,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执行 “三级联述联评联

考”制度、“双承诺”、无职党员设岗定责等制

度,将党组织基本制度和相关配套制度上墙,

规范党支部工作.以 “七个一”机制排查整顿

软弱涣散党组织,对２０个软弱涣散党组织整

顿提升情况进行 “回头看”.落实村党组织书

记县级党委备案管理制度,以 “２２３”人才储

备计划更新后备干部库.２４名村 “两委”成员

和后备干部报名参与学历素质提升工程,先后

有１００余人参加省州培训、４００余人参加县级

培训,全县发展党员２６２名.完成 “两新”组

织大排查工作,对全县６０４家正常运营的非公

企业和登记在册的８３家社会组织分类建立台

账,打造省、州级 “两新”组织党建示范点各

１个.在 “七一”期间拨付４３３万元经费用于

各级党组织开展活动和慰问党员,开展 “遇

见初心”主题党课宣讲活动.组织党员开展

各类评比活动,探索推行积分制管理党员机

制,执行村干部坐班制度.

◆实施强基工程　强化基层党组织功能提

升,整合山东援建项目资金和州县项目配套资

金８９０万元用于实施农牧民综合培训中心建设

项目和党群综合服务中心建设项目,申请上级

资金２０６万元用于５３个村２个社区综合服务中

心维修.为２４名县级党员领导干部,１８名党

(工)委书记,３０名党组书记,３２名县乡组工

干部、２０３个省州县党组织与全县１０９个村建

立党支部工作直接联系点,党员领导干部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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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头到基层调查研究、讲党课、发现和解决问

题等方式,在党支部工作直接联系点履行职

责,对工作开展不及时的联系人以发函提醒的

方式督促落实责任.探索推行 “红色大党委”

堡垒机制,引导社区建立资源、需求、项目三

张清单,使社区 “点单”,共建单位 “接单”

成为常态.７３个机关党组织的１２００余名党员

陆续到８个社区报到服务,各社区建立需求清

单８０余条、项目清单１６０余条、资源清单１２０

余条.开展 “两个覆盖”排查工作,规范党组

织设置,划分各类党小组１２５个,新建、筹建

机关党委４个,筹建党总支２个,新建非公经

济党支部１个,部分党支部按机构改革进度更

名、撤销、合并.以项目化推进破解基层党建

工作难题,先后有２９个部门和乡镇结合业务

工作制定申报３５个党建品牌.整合中央财政

及州县级配套资金１０１０万元扶持２１个村发展

村集体经济,对２０１９年中央财政扶持壮大村

级集体经济的１５个村资金使用和产业培育收

益情况进行 “回头看”.组织各级党组织和全

县广大党员投身疫情防控,期间指导成立５个

临时党支部,落实工作经费３３８万元,收到

特殊党费和党员捐款５９１万元,全部上交至

省、州委组织部.

◆干部人才队伍建设　结合一线重点工作

推荐７２名表现优异的干部,建立干部动态资

源库,选拔疫情防控、脱贫攻坚工作表现突出

干部６名.着眼于年轻干部队伍建设,梳理出

“８５后”优秀干部３２８名,选拔 “９０后”干部

１３名.加强乡镇、部门干部交流,交流领导干

部３２名,选派１１名干部到省州县相关单位挂

职锻炼.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晋升二级主任科

员３５名.加强干部教育和管理,结合疫情防

控情况,开设门源县科级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网班,促进线上线

下培训有机融合.制定印发 «门源县公务员平

时考核实施方案»,对平时考核的指标、程序、

等次比例、结果运用等进行优化、细化、简

化.收集更新完善全县公务员信息,加强对干

部的了解,落实请销假制度,每季度对领导干

部请销假工作执行情况进行通报.关心关爱干

部,落实干部年休假、体检等制度,召开激励

干部担当作为集中回访座谈会.加强和改进离

退休干部工作,规范对１４２２名离退休干部的

思想政治建设、组织建设、服务管理、发挥作

用等机制,拨付退休干部公用经费 (含慰问经

费)３６６６万元.开展人才项目和人才政策需

求信息征集工作,共征集１１项人才项目.组

织召开门源援青工作十周年安排部署会,撰写

完成 «门源县对口支援工作综述».开展 “高

端创新人才千人计划”政策落实绩效检查工

作,制定印发 «青海省 “高端创新人才千人计

划”培养人才绩效考核方案»,从严管理高端

创新人才.

◆集中整治专项行动　加快修复 “三个生

态”,开展作风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专项行动,

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本着早安排、早部

署、早发现、早整改的原则,对标对表,梳理

省委３大类２１条重点纠治问题和全县１大类６

条重点纠治问题,制定方案和学习清单,借助

中心组理论学习 “领学”平台和 “金门源”等

多媒体 “广学”平台,将 «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三卷、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要 论 述、省 委 书 记 王 建 军 “三 问”,对

“三个最大”省情定位的论述等列为必学内容,

通过集中领学和自主研学等方式,把牢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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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以学习强思想、以思想转作风,争做 “两

个维护”忠实践行者,推动专项行动走深走

实.开展集中学习４次、交流研讨１次.聚焦

作风突出问题,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

去,找准问题,追溯根源,开展检视问题工

作,班子检视问题３条,各成员每人２条,以

问题为导向,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

抓整改工作,抓作风建设.

◆换届选举工作　制定印发 «关于做好

２０２１年全县村 (社区)党组织和村 (居)民委

员会换届选举准备工作的通知»,成立村 (社

区)换届选举工作领导小组,设立工作督导指

导、纪律监督检查、舆论宣传引导、信访矛盾

排查和应急处理处置５个专项分组.根据县级

党员领导干部 “１＋１０”联系服务群众模式和

«门源县 “七联共建”推动基层党组织服务水

平整体提升的实施方案»建立的县级领导及各

党委 (党组)书记党支部工作直接联系点的要

求,压实县级领导及各党委 (党组)书记联系

服务责任,督促指导各乡镇、各村 (社区)摸

排 “两委”班子现状、后备人选储备、党员群

众思想动态以及可能影响换届选举的突出问

题,以 “金门源” “门源党建”微信平台推送、

组织村 (社区)党组织书记培训等方式大力宣

传换届选举重要意义、相关法律法规和推动实

现村 (社区)主要负责人 “一肩挑”工作的意

义等,８５个村和８个社区实现 “一肩挑”,占

总数的７９５％.按照调研摸底先行、矛盾化解

先行和软弱涣散整顿先行的原则,对主题教育

中整顿提升的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进行 “回头

看”,开展整顿提升,确保软弱涣散党组织整

顿转化工作扎实开展、不走过场,为换届工作

打下基础.开展村 (社区) “两委”换届选举

前期准备工作,把好后备干部储备关、资格联

审关和 “三资”审计、 “三务”公开关,确保

换届选举工作顺利进行.储备后备干部１５００

名,其中村 (社区) “两委”主要负责人 “一

肩挑”人选１１４名,村 (社区)党支部委员

３８７名,３５岁以下７７名占１５２％,高中以上

学历１４４名占２８５％,女性１１１名占２２％.完

成全县后备干部资格联审工作,在联审过程中

对部分不符合条件的人选进行调换.完成１０９

个村集体账目审计工作,占全县村 (社区)总

数的９３１６％.

(审稿:李复云　撰稿:贺永魁)

宣传工作

概述　结合巩固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成果和作风突出问题集中专项行动,

整合县委常委会集中学、中心组学习会专题学

等学习方式,组织开展学习３１次,通过讲党

课、观看爱国题材影片和警示教育片、召开专

题宣讲报告会等形式,深化中心组学习内涵和

高度,锤炼党员领导干部党性修养.组织召开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读书班,开展交

流研讨,拓宽学习思路,提高学习质量.创新

学习模式,结合 “爱党爱国爱门源”系列活

动,开设 “金门源”大讲堂,组织全县副科级

领导干部参加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

围绕中央一号文件、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省

州全会精神、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移风易

俗、民族团结、法制建设、党风廉政等内容,

发挥宣讲团、文艺巡演队、法德大舞台作用,

利用党风廉政宣传月等时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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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门开展宣传活动.加大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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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平台推广使用力度,督促党员干部提升

学习率,将 “学习强国”平台学习任务作为一

项必修课题,做到 “每日必学”,使其充分发

挥 “指尖上的加油站”作用.面向全县广大干

部群众编印涵盖党的创新理论、精神文明建

设、脱贫攻坚、人居环境整治、民族团结、法

治建设等内容的 «同心向党爱我家乡»宣传

册４３万册,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凝聚人心、滋润人心、照亮人心.

◆乡风文明建设　制定印发 «门源县２０２０

年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实施方案»,在

全县各乡镇推进乡风文明建设,注重共性内容

和个性内容相结合,完善 «村规民约» «居民

公约»,加快建设 “一约四会”等村民自治组

织,构建 “三治融合”基层社会治理新体系.

开展婚丧嫁娶等革新行动,由村民自治组织主

动介入,对红白喜事操办的程序、规模、礼

金、宴席等进行全程监督,加大改陋习、树新

风宣传教育力度,刹住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盲

目攀比等陈规陋习,树立文明节俭办事的新

风尚.

◆新时代文明实践　制定印发 «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方案»,积极构建 “实践

中心—实践所—实践站”三级组织体系,统一

悬挂标识,制定相关制度,推动形成新时代文

明实践合力.挂牌成立县级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实现１２个乡镇全覆盖.

◆精神文明创建　印发 «门源县２０２０年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实施方案»,开展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文明校园创建工作,改进创建考核

评价和动态管理办法,推动文明创建工作向纵

深拓展、向社会延伸.重点推进农牧区 “五星

级文明户”创建活动,深化文明家庭建设水

平,把文明风尚普及到社会的基本细胞中.全

年创评 “五星级文明户”４１７０户、 “五星级文

明标兵户”７７户,并开展总结表彰活动,做到

用家庭的 “小气候”温润和谐社会的 “大气

候”.开展第四届全县道德模范、第五届最美

青少年评选表彰工作,表彰全县第四届道德模

范１０人、第五届最美青少年１０人.开展 “中

国好人榜”、全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最美志愿

者等先进典型推荐工作,加强社会公德、职业

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宣传教育,激发公

民道德意愿,增强社会道德自觉,履行公民道

德建设责任,共同推动公民道德建设工作再上

新台阶.

◆文明城市创建　按照 “负面清单”制度

要求,完善城市管理机制,结合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和新时代爱国卫生运动及省级卫生县

城创建工作,印发 «门源县 “一治两创”工作

实施方案»,开展城乡环境卫生整治行动.加

大全社会公益广告刊播力度,整治和更换破损

公益广告牌、户外大型广告牌、公交港湾广告

牌,提升城市颜值和综合竞争力.

◆ “爱党爱国爱门源”系列活动　通过多

个渠道的多种活动载体,以 “爱党爱国爱门

源”为主题,开展经典诵读、征文及绘画书法

摄影展、农牧民歌咏比赛、岗位大练兵等形式

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实践活动,凝聚全县干

部群众思想共识,鼓励干部群众奋发有为、鼓

足干劲、以时不我待的精神状态和志在必得的

奋进姿态投身到建设富裕文明和谐美丽幸福新

门源的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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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体中心建设　制定印发 «门源县融

媒体中心建设实施方案»,构建融媒体中心

“一台、一网、两微一端、一刊、一抖、一快、

多号”的全媒体传播矩阵,９月,通过省级验

收. “大美门源”客户端正式启用,下载注册

５０００余人.通过公开招聘,吸纳７名优秀人才

补充到融媒体中心,提升干部队伍整体素质.

◆内外宣传　围绕县委 “一个中心、三个

重点、一个全面”的发展思路,深化三个生态

的绿水青山建设的宣传报道工作,在金门源微

信平台、学习强国、青海日报、西海都市报以

及省州电视台和相关网站开展专题报道.围绕

脱贫攻坚、疫情防控、生态文明等工作,在县

电视台、 “金门源”微信公众平台开设专栏,

全方位宣传门源与全国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

的实践活动和取得的成绩,宣传党中央决策部

署、省州县疫情防控处置工作指挥部决策部署

以及门源县联防联控的措施成效、保障物资储

备供应的情况等内容,宣传脱贫攻坚、疫情防

控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创作抗疫文艺作品,

高扬主旋律,振奋精气神.邀请中央及省州各

级新媒和报社记者走进门源,挖掘新闻素材,

讲好门源故事.在人民日报、新华网、学习强

国、今日头条,省垣及其他媒体刊登稿件６２０

余条,人民日报刊登 «青海门源加强源头管

控,护一方平安» «回到大山,是为翻过这座

“山”»«画中行»等稿件.

◆文化文艺创作工作　邀请从门源走出去

的文艺家和门源本土文艺家召开文艺工作座谈

会,进行采风交流活动,举办绘画、书法摄影

作品展.引导文化工作者下沉基层、深入群

众,创作推出一批生动活泼、老少皆宜、温暖

人心的文艺作品.创作出版发行 «金门源»系

列丛书３期,在国家级刊物 «西部散文选刊»

发表门源县作家作品６篇.门源县摄影家的８

幅作品分别荣获 “影像祁连山”生态摄影大赛

二等奖、四等奖、鼓励奖等奖项.诗集 «祁连

山辞典»入选中国作协少数民族重点作品扶持

项目.小说 «闪电»入选由中国金融作协选编

的 «当代金融文学精选丛书». «春日疫情来

袭»«庚子年惊蛰日»等１０首诗词被录入 «战

疫全国２０２０年抗击疫情诗词作品集».门源

文艺爱好者的２０余幅美术、书法、摄影作品

入选 «海北美术书法摄影作品集».

(审稿:裴启翔　撰稿:童宪芳)

统战 (民宗)工作

概述　县统战民宗部门根据部 (局)人事

变动,重新调整班子成员责任分工,压实 “五

＋四”主体责任.强化干部职工理论学习和业

务培训,严抓部门党风廉政建设,结合全县作

风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和部 (局)工作

实际,主动对照省、州、县梳理出的系列突出

问题,查摆班子问题,并对标整改,做到突出

问题专项整治到位、工作整改到位,合力推动

各项工作,提升业务工作能力和理论指导实践

能力.聚焦 “谋发展、固稳定、惠民生、促和

谐”,按照 “人文化、实体化、大众化”要求,

推进全县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完成１７座

清真寺院风貌改造工作,对全县从事清真食品

生产经营活动的个体商户、企业等进行全省统

一清真标识的换发,完成浩门镇地区的清真标

识更换工作.在调研和意见建议征求基础上,

制定 «门源县非公经济人士综合评价办法 (试

行)»,增进政治共识,营造全县亲商安商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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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护商浓厚氛围,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引导统一战线

成员发挥自身优势,凝心聚力、共同奋斗.

◆参政议政　多次前往东川镇尕牧龙下村

开展 “牢记党的宗旨,关注结对帮扶村发展”

“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等主题党日

活动,开设专题党课.采取捐赠物资、宣讲扶

贫政策及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座

谈脱贫对策、鼓励贫困户增强生产生活自信心

等扶智扶志方式,开展结对帮扶工作.年内户

均走访４次以上,先后向尕牧龙下村党支部赠

送价值 ３４００ 元的联 想 E７５ 电 脑 一 台,价 值

２０５０元办公设施及耗材.集中慰问尕牧龙下村

党支部４１名老党员、老干部、困难党员.按

照州委统战部、州民宗委安排部署,在落实宗

教寺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两个暂停”基

础上,统筹寺院疫情防控和部 (局)各项工作

重点,利用全县 “鼓干劲、稳脱贫、转观念、

迎小康”百名干部下乡活动,进寺院宣讲法

治,突出 “五个结合” “五个增强”,强化教职

人员及信教群众法治意识,提升寺院法治化管

理水平.结合全县５万人国土绿化大会战植树

造林活动,完成泉口镇花崖村划定区域义务植

树及老虎沟滩地区１６７公顷的 “民族团结林”

植树造林任务.落实３６０万元少数民族发展资

金,整合用于泉口镇大湾村发展养殖业,青石

嘴镇青石嘴村、大滩村 “补针点睛”补短板村

级道路工程建设及东川镇香卡村、却藏村贫困

村村级道路整治工程建设.落实３０万元民族

宗教社会治理创新专项资金,用于麻莲乡瓜拉

清真寺危旧殿堂维修和珠固乡珠固寺危墙体加

固项目.开展投资２１６万专项资金的宗教寺院

社会治理创新项目前期可研、设计、投资估算

等工作,完成７座,投资８２４４万元.推进全

县宗教活动场所人居环境集中整治工作,年内

完成６座寺院的 “水冲式”厕所建设工作,解

决宗教活动场所环境卫生方面存在的突出问

题,提高宗教活动场所环境卫生管理水平,提

升 “绿色寺院”创建水平.

◆民族宗教事务工作　 “两节”期间慰问

２０名统战对象、１０座宗教寺院,慰问资金２

万元.穆斯林开斋节期间,对全县１３座清真

寺、１４名宗教界人士开展慰问活动,送去慰问

资金２万元.择优推选浩门镇南关清真寺、珠

固乡珠固寺等７座寺院为２０１９年度全州 “三

比一促”活动优秀寺院,浩门镇小沙沟清真寺

阿訇马国虎、仙米乡仙米寺僧人贾尕欧 (塔兄

多杰)等６名教职人员为２０１９年度全州 “三

比一促”活动先进宗教教职人员.按照优秀寺

院５００００元、先进宗教教职人员３０００元标准,

拨付发放 “三比一促”奖金３６８万元.表彰

奖励２０１９年度宗教工作绩效考评优秀乡镇、

先进部门、一二三等奖寺院民管会和优秀教职

人员,颁发奖牌和荣誉证书,兑现１１３万元的

年度宗教工作绩效考评奖金.向各宗教寺院发

放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７５册,«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１５０册.承办全省第三

届伊斯兰教新编 “卧尔兹”巡回宣讲门源宣讲

大会,先后举办全县宗教人员和宗教干部培训

班、“认清偏激思想危害、弘扬慈善中道传统、

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主题 “卧尔兹”演讲活

动、伊斯兰教协会第五届第二次常务理事会

等,参训、参会９００余人次.向各宗教寺院发

放各类宣传资料３０００余份,教育引导宗教界

人士及广大信教群众致力全县疫情防控、维护

稳定、民族团结等重大工作,服从、服务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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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社会发展,增强 “爱党爱国爱门源”的思想

自觉和行动自觉.县伊斯兰教协会发出 «反对

铺张浪费,倡导勤俭节约»倡议书,倡导移风

易俗,致力宗教领域精神脱贫.发挥宗教教职

人员的职能作用,通过 “主麻日”卧尔兹演

讲,宣传贯彻县委办、政府办印发的 «关于推

动移 风 易 俗 树 立 文 明 乡 风 的 指 导 意 见 (试

行)»,教育引导广大信教群众积极响应党和

政府号召,遏制红白喜事大操大办、铺张浪费

陋习,倡树喜事新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

文明理事的社会新风.抓好宗教领域稳控、扫

黑除恶等工作,召开专门维稳工作会议２次,

就年度相关重点工作做出安排,开展全县宗教

领域维稳、寺院消防安全检查、安全生产三年

专项行动等各项工作.全年更改公民民族成份

１３名,完成历年朝觐人员的资料审核及信息补

录工作,审查清理不符合朝觐条件人员２３名,

规范朝觐工作秩序.对全县２７２名持证阿訇开

展资格审查和换证工作,共审核上报符合条件

的阿訇２６１名.结合资格证审核换发工作,与

全县阿訇和各清真寺民管会成员签订不持有

“马有德偏激观点”书面承诺书.完成１７座清

真寺院阶段风貌改造工作,对全县从事清真食

品生产经营活动的个体商户、企业等进行全省

统一清真标识的换发,拆除公共建筑外风貌物

３处２０个,去除相应标识３６０余处,去除不规

范门店标识１３处,完成浩门镇地区的清真标

识更换工作.制定 «门源县使用全省统一清真

标识管理办法 (试行)»,加大长效管理力度.

配合县委组织部、县直机关工委,以联审会签

形式完成全县５５１名拟发展党员、村 “两委”

后备干部资格审查工作,严把 “入口关”,从

源头上加强管控治理.在仙米寺开展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精神及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精神集中宣讲活动,引领宗教界人士 “爱国爱

教爱家乡”,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自觉

和行动自觉.县政协、统战民宗部门共同组织

全县宗教界委员及宗教界代表人士召开座谈

会,强调宗教界在村级换届工作中的 “六个严

禁”,引领宗教界人士发挥正面导向作用,服

从换届大局,营造风清气正换届环境.制定

«门 源 县 宗 教 教 职 人 员 综 合 评 价 办 法 (试

行)»,教育引导宗教界人士发挥作用、正言

正行.挖掘自治县多年来 “团结开寺”的先进

做法,总结提炼 “团结开寺”典型经验,不断

探索巩固深化 “团结开寺”成果的有效路径,

以巩固提升 “团结开寺”成果,引领信教群众

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探索打造在全州及

至全省可推广、可复制的宗教地方治理 “门源

样板”.

◆宗教领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通过

联点包寺,对全县２９２名宗教教职人员以及７５

座寺院２２４名寺院民管会成员去向、在外省情

况以及返门情况等进行全面排查登记造册,对

他们的思想动态进行实时跟踪掌握.印发有关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宣传资料、县疫情防控处置

工作指挥部通告等２５００余份,督查寺院５０余

次,教育引导广大宗教教职人员及信教群众服

从全县抗 “疫”斗争大局和县、乡党委政府疫

情防控工作安排.教育广大宗教教职人员和信

教群众加强自我防护,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提

高思想认识,客观理性对待有关疫情形势和县

委、县政府防控措施,做到不造谣、不传谣、

不信谣.根据省、州要求,从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６

日１２时开始,对全县各宗教寺院落实 “两个

暂停”措施,至７月２５日恢复开放期间,主

动叫停１４５０余场次规模以上传统宗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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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全县穆斯林信教群众平稳度过斋月、开斋

节会礼等宗教节庆.防疫期间对各寺院发放８４

消毒液８００余千克,各寺悬挂疫情防控宣传横

幅７６条,全县宗教界人士、信教群众、宗教寺

院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向全县疫情防控一线各村

劝返点、交通检查点、医院等捐款捐物６５万

余元,向省、县红十字会爱心捐款１１７万余元.

从７月２５日开始对全县７５座宗教寺院逐步有序

开放,满足全县广大信教群众需求.下半年,

跟进各宗教寺院各项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落实,

特别强调春节期间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要求,

强调寺院民管会节假日值班值守、防火防盗及

平时宗教活动中的疫情防控措施落实.

◆经济领域统战工作　承办海北州第六届

民营企业家联谊会,搭建互惠共赢合作平台,

促进民营企业 “抱团”发展.在调研征求全县

非公经济及宗教领域意见建议基础上,制定

«门源县非公经济人士综合评价办法 (试行)»,

增进政治共识,营造全县亲商安商富商护商浓

厚氛围,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

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引导统一战线成员发挥

自身优势,凝心聚力、共同奋斗.县工商联对

接山东省威海市工商联考察团,到青海生态源

物流服务有限公司、门源县百里花海蜂业有限

公司、门源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等企业实

地考察企业生产经营情况,洽谈对接有关项目

合作和对口援建意向,威海市相关民营企业向

县美家巾帼超市、贫困学生捐赠资金７万元.

在全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全县各民营

企业响应县工商联 «全县非公经济领域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倡议书»,规范企业自身管理,

有序复工复产,履行社会责任,开展捐款捐物

献爱心助力疫情防控.青海浩云旅游文化开发

有限公司、海北恒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西部

旅游商贸有限公司等２９家民营企业、在省外创

业的７００余家拉面馆经营者,累计为疫情防控

捐款１３４４４万元.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以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

中五中全会、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会及省州

全会和海北州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五年再提升经

验交流推进会精神,按照 «海北藏族自治州民

族团结进步条例»及其 «实施办法» «海北州

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考核命名及表彰

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聚焦 “谋发展、固稳

定、惠民生、促和谐”,按照 “人文化、实体

化、大众化”要求,推进全县民族团结进步创

建工作.制定印发 «２０２０年门源县民族团结进

步创建工作要点»,完成全县民族团结进步事

业基础数据统计工作;围绕全州五年来民族团

结进步事业创建发展情况,配合全州创建工

作,完成省级第三方评估组调研工作.８月份

举办以 “唱响民族团结进步主旋律,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第４３个民族团结

宣传月活动,打造民族团结进步 “示范小区”

２个、 “示范楼栋”４个,推动 “民族团结进

步＋”融合发展,促进各族群众广泛交往、深

度交流、全面交融.制作民族团结户外大型广

告牌５个、视觉形象宣传牌４个,引导各族群

众营造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氛围.

完成海北州重新申报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

省级第三方评估、国家复检复验等阶段性重点

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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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月２６日,县统战部兑现宗教工作绩效考评结果 (马朝杰　摄)

　　◆对接开展侨务工作　根据海北州侨务办

公室 «关于开展海北州归侨、侨眷等调查摸底

工作的通知»要求,开展归侨、侨眷等情况摸

底,加强归侨、侨眷的管理与服务工作.落实

国家有关招生、贫困救助政策,维护归侨、侨

眷和海外侨胞在国内的合法权益.实施投资３０

万元的阴田乡米麻隆村卫生室、青石嘴镇大滩

村第一卫生室等６个村 “海莲心”村卫生室建

设项目.

(审稿:王万平　撰稿:马朝杰)

直属机关工委

概述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创新学习

载体,深化理论武装,坚持学做结合、以学促

做,把党员干部在脱贫攻坚、生态保护、 “一

治两创”、项目建设等工作中的责任担当作为

检验干部学习教育成效的主战场和实践地,教

育党员干部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

信”、做到 “两个维护”.通过专题培训、实践

锻炼、考察学习等方式,强化干部能力素质提

升.举办 各 类 专 题 培 训 班 １９ 期,培 训 学 员

１１００余名.为各党组织征订 «中国共产党党和

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党的生活»«中

国组织人事报»等学习读本和电教辅导教材,

加强党员干部对党性的认识和政策理论的理解

与把握.为县直机关党员人手制作发放 «党员

组织生活 “一本纪”»,从严从细规范党员参

加组织生活.

◆组织体系建设　制定年度机关党建工作

要点、党支部规范化建设标准等,推行月重点

工作提示制度.建立县直机关党建工作 “四级

四岗”责任清单,明晰机关工委、各级党组织

的责任清单、任务清单,形成横向到边、纵向

到底的责任链条.开展以规范六项基础工作,

执行五项组织生活制度为重点的机关党建规范

化建设.指导建立机关基层各级党组织７个,

撤销更名党支部１１个,对１５个党员人数在２０

人以上的党支部划分４７个党小组.拨付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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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建设补助经费１０万元,建设符合六有标准

的党员活动阵地.严格发展党员程序,结合制

订的发展党员 “三项清单”,用清单管理模式

把复杂业务直观化、流程化,提高发展党员工

作的质量.培训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１１０

名,发展党员４６名.加强各支部党费收缴工

作,收缴党费４６１万元.

◆监督管理　推行月机关党建重点工作提

示制度,制定 «县直机关党建督查清单»,明

确督查内容、细化考评指标.建立 “月提醒、

季督查、随时深入指导、随机抽查、年度考

核”的督导机制,从落实党支部 “三会一课”、

主题党日、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谈心

谈话等各项党内组织生活制度入手,督促各党

支部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抓好任务落实,促

进机关党建规范化、制度化.在狠抓各级巡视

巡察督查检查反馈问题整改落实的基础上,结

合机关党建工作实际,开展机关党建 “灯下

黑”问题专项整治 “亮灯行动”,提升机关党

组织的组织力.

◆重点工作　贯彻落实 «中国共产党党和

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以发出提醒函、

电话通知等方式落实基层党组织换届提醒制

度,共有２４个党支部完成党支部改、增、补

选.建立党务工作者登记备案制度,创新党务

知识培训方式,在集中开展专题培训的基础上

开设县直机关工委 “办公室小课堂”,培训机

关党务工作者１７０多人次.探索推行 “红色大

党委”堡垒机制,引导社区建立资源、需求、

项目三 张 清 单,使 社 区 “点 单”,共 建 单 位

“接单”成为常态.以组建党员先锋队、志愿

服务队、设置党员示范岗等方式,在疫情防

控、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工作中,发挥党组织

的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疫情防控

工作中,捐款和交纳特殊党费１８６万元,成

立临时党支部５个,组建党员先锋队、服务队

等２４０个,对全县所有小区开展全覆盖地毯式

疫情管控,彰显党员干部冲锋在一线、实践在

一线、作用发挥在一线的良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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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及全州

档案工作要点,对部分单位档案管理员以理论

联系实际的方式进行培训,对文书档案、会计

档案、科技档案进行现场指导,并指导档案室

的建设规范及安全防范.对重点项目第二次全

国污染源普查档案现场指导,整理档案５０盒,

全部移交进县档案馆.山水林田湖草由２人专

门跟踪指导,正在实施当中.

◆基础工作　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

和档案 “三个体系”建设,将档案考核工作纳

入全县年度目标责任制考核工作之中.年初将

档案考核内容合理分配设置,以县委办公室、

县政府办公室名义下发各立档单位,年中督促

检查,年终与全县综合目标责任书同步考核、

兑现奖罚,促进各立档单位对档案工作的重视

和健康发展.依法行政,强化档案行政职能,

采取 “双随机一公开”的形式,随机抽取执法

检查对象.年内督查１次,考核１次.督促各

乡镇、各立档单位将疫情防控档案收集整理后

移交县档案馆.强化档案资源体系建设,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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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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

新接收民政局、泉口、仙米、麻莲、皇城、青

石嘴等婚姻档案 １４６９１件,检索工具 ２１本.

强化档案利用体系建设,坚持 “以人为本、贴

近百姓、服务民生、服务大局”的工作导向,

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接待查

阅人事、婚姻、会计档案５４２人次,调阅档案

８１１卷,摘抄复制１３１５页.强化档案安全体系

建设,提高档案保管的现代化水平,开展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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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开展消防知识讲座３次.加

强对档案保管、利用、保护、保密等规章制度

的落实,制定 «门源县档案管理办法»«门源县

档案馆档案保管制度»«门源县档案馆档案保密

制度»«门源县档案馆档案立卷归档制度» «门

源县档案馆档案查借阅制度»«门源县档案馆档

案鉴定销毁制度» «门源县档案馆文件分类方

案、归档范围、保管期限表»«门源县档案馆档

案安全保管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制度.

◆档案业务　组织贯彻实施新修订 «档案

法» «海北州档案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按

照 “谁执法谁普法”原则,明确普法职责任

务,抓好档案执法相关配套宣传教育.参加线

上法 律 法 规、安 全 法、普 法 考 试,参 与 率

１００％,合格率１００％.利用 “６９”国际档案

日及 “１２４”宪法宣传日等重要节点,开展

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在金源广场开展以 «宪

法» «民法典» «档案法»等重点法制宣传活

动.制作 “档案见证小康路、聚焦扶贫决胜

期”的展板,反映全县人民在脱贫攻坚工作中

取得的辉煌成就与克难奋进的历程,呈现出各

单位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取得的成绩.期间发放

各类宣传资料１３００份,悬挂横幅３４条,制作

展板２６块,主题海报５０份,宣传品５０个.举

办为期一天半的 “新修订档案法公益大讲堂”

培训,此次培训全县各立档单位５３人参加.

与县普法办公室协调,将 «档案法»列入全县

普法内容中.

◆党建促业务 　 学 习 新 修 订 «档 案 法»

«宪法» «民法典»,结合党建开展结对帮扶工

作,组织干部职工前往联点村走访慰问,了解

联点村群众生产生活状况,书写民情日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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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际困难.机构改革后,档案局加强干部职工思

想教育,做到思想不乱、工作不断、队伍不

散、干劲不减,开展档案法制宣传,业务指

导、档案规范化管理等相关工作.根据县委办

«关于撤并单位档案的接收和对全宗号的更改»

的通知,对撤并单位的永久性档案全部接收至

县档案馆.按照 “组建单位”和 “不再保留单

位”分别处置档案归属和流向,明确涉改单位

全宗号使用方法,使各涉改单位在机构改革的

关键时期,同步推进档案处置工作,确保档案

处置全过程不走弯路,确保机构改革中档案建

设高质量.期间,全程跟踪指导,接收３个涉

改单位档案进馆,接收文书档案１２１７件,１３

卷,检索目录８本.

(审稿:张平　撰稿:马艳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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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校工作

概述　联合县委宣传部推出线上教学———

“齐心抗疫,党校微党课系列”音频党课,总

播放量２７００余人次.先后联合相关部门举办

各级各类培训班１６期,有１５２９名学员参加培

训.党校教师９篇论文在 «青海教育» «新丝

路» «中文信息» «海北党校论坛»等杂志发

表,１２篇论文参加全省、全州延安精神研究会

举办的 “历史性丰碑:摆脱贫困、建成小康”

理论研讨会.

◆培训工作　联合县委宣传部推出了线上

教学——— “齐心抗疫,党校微党课系列”音频

党课.录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重要讲

话精神、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打好疫情防

控阻击战、中央一号文件、省州县委全会精神

及攻坚克难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等５讲音

频党课.在金门源微信公众平台、门源党建微

信公众平台和门源党校微信公众平台同时发

布,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和农牧民群众选择收

听,了解掌握国家的方针政策,总播放量２７００

余人次.先后联合相关部门举办各级各类培训

班１６期,有１５２９名学员参加培训,发挥党校

在干部培训轮训工作中的主渠道和主阵地作

用.开展政策理论宣讲活动,围绕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中央

一号文件、省州县委全会及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开设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重

要讲话精神»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打好

疫情防控阻击战»«凝心聚力共谋发展»«抓好

“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

康»«坚定理想信念,杜绝 “双重信仰”»、十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等多个较高质量专题,前往

各乡镇 (村)、各部门开展理论宣讲.先后组

织开展理论宣讲４５场次３１１５余人次.依托资

源优势,开展廉政警示教育活动.在全县廉政

建设教育基地开展警示教育活动３９场次,参

加１１００人次.通过开展廉政教育基地现场教

学活动,促进全县党员干部思想作风建设的大

转变,达到 “以案促改”的警示教育作用.

　　７月２日,县党校举办党务工作者培训班 (县党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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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研工作　根据县委调研工作要求和县

委主管领导具体安排,确定 «关于后脱贫时代

门源县如何做好巩固提升工作的调查与思考»

和 «门源县农牧民党员培训需求的调研»两个

专题,分两个组开展下基层调查研究,调研报

告上报相关部门.学校教师９篇论文在 «青海

教育»«新丝路»«中文信息»«海北党校论坛»

等杂志发表,１２篇论文参加了全省、全州延安

精神研究会举办的 “历史性丰碑:摆脱贫困、

建成小康”理论研讨会.突出教研融合,县委

党校的科研咨询贴近县委工作大局,围绕教学

培训展开,当前门源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

实践问题,就是党校教学培训的重点.针对教

学培训中的基本理论和热、难点问题,确定科

研咨询的主攻方向,形成 “教学培训出题目,

科研咨询做文章;科研咨询出成果,教学培训

上水平”的良性循环,教学、科研、咨询 “三

位一体”良性互动.先后开展集体备课会 ３

次,新专题课试讲３次,教研融合专题２个,

形成并完善教学专题２１个.

◆党建工作　先后召开党支部大会１５次,

支部委员会议４次,上党课１１次,开展主题

党日活动１２次.前往结对帮扶村西滩乡簸箕

湾村、共驻共建的向阳社区和景林佳苑小区

A、B区门卫开展疫情慰问活动,送去１２００余

元的慰问品.协助向阳社区、康路社区去西秀

水小区、景林佳苑小区 A、B小区开展疫情信

息排查、登记及轮班值守工作.赴簸箕湾村开

展７次结对帮扶活动,在送去物质帮扶的同

时,和该村党支部、州红十字会共同开展党课

活动２次,分别以 «准确把握 ‹新时代公民道

德建设实施纲要›四大重点任务»和 «初心不

忘战疫情,使命担当守阵地»为题,为３个党

支部全体党员干部开办２场生动精彩的党课.

西滩乡簸箕湾村举办 «十九大修改党章» «坚

定理想信念,杜绝 “双重信仰”»两个专题讲

座.学校党员干部同该村干部群众一同开展人

居环境卫生整治巷道卫生大清理活动及 “庆七

一”文艺表演,受到全体干部群众的一致好

评.组织全体教职工向新冠肺炎疫情区捐款

８３５０元,校党支部党员向疫情捐款９００元,组

织开展 “国家扶贫日”一日捐３９７６元.

◆集中整治作风突出问题　组织全体干部

职工召开集中整治作风突出问题工作动员会,

对集中整治作风突出问题工作进行专题安排部

署,印发 «中共门源县委党校关于开展作风突

出问题集中整治的工作方案» «中共门源县委

党校关于制定 ‹开展作风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学

习计划›的通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关于作风建设的相关

论述、习近平视察青海时提出的 “四个扎扎实

实”和 “三个最大”重大要求内容、党员杜绝

“双重信仰”等２２个方面的内容,完成读书笔

记和学习心得１５０余篇.利用分组下基层开展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宣讲之际,征求校领导班

子及成员意见建议,发放意见征求表１３０余

份,收回１０９份 (有效表格３５张),征求到意

见建议８３条,其中班子５７条,班子成员２６

条.经过梳理归类共有意见建议１２条,其中

班子８条,班子成员４条.

(审稿:马　蓉　撰稿:马晓高)

机构编制

概述　门源县机构编制管理办公室更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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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门源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为中共

海北州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的派出机构,

机构规格为正科级.２０２０年,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按照省委、州委编

办的总体工作部署和要求,围绕县委县政府中

心工作,巩固党政机构改革成果,完成事业单

位机构改革,统筹推进行业体制改革,控制和

优化机构编制资源配置,加强自身建设,为全

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完善体制机制　完成县纪委监委派驻纪

检监察机构改革,根据 «中共青海省纪委机

关、中共青海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印发

‹关于全面完成县 (市、区)纪委监委派驻机

构改革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青纪发 〔２０２０〕

２号)和州委编委的要求,加强党内监督,发

挥县纪委监委派驻机构职能作用,促进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开展.经县委编委会研究

同意,设立３个派驻纪检监察组,印发 «中共

门源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县纪委监委派驻

纪检监察组机构设置、主要职责和人员编制事

项的通知» (门编委发 〔２０２０〕８号).根据

«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和省委编办

“三定”规定,落实党管机构编制、党对机构

编制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重大政治原则,中共

门源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中共门源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工作规则»«中

共门源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工作细则».

县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县委全面依法治县

委员会、县委国家安全委员会、县委网络安全

和信息化委员会、县委财经委员会、县委教育

工作领导小组分别建立议事协调规则、工作流

程等制度.

◆党政机构改革　机构改革后,经与各部

门反复沟通,根据职责调整情况审核梳理职权

４１３０项,对县政府各部门权责清单进行动态调

整,由县政府在政府门户网站进行了公示.转

发 «青海省政府部门权责清单动态管理办法»,

结合门源县实际对权责清单动态调整提出工作

要求.完成浩门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涉及的机

构编制工作, «门源县浩门镇行政管理体制改

革工作实施方案»经省委省政府批复,根据中

共海北州委办公室、海北州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 ‹门源县浩门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北办发 〔２０２０〕２２

号),经县委编委会议研究通过,县委编委印

发 «关于浩门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涉及相关机

构编制事项的通知» (门编委发 〔２０２０〕６０

号),明确机构设置、主要职责、人员编制等

事项.县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印发 «关于成

立浩门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的通

知»(门改革委 〔２０２０〕２号),负责领导协调、

组织实施、检查督促浩门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工作.县政府印发 «关于赋予浩门镇人民政府

部分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通知» (门政

〔２０２０〕１８１号)文件,明确向浩门镇赋予的部

分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根据 «赋予经济发

达镇部分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基本目录»,

安排专人负责,与浩门镇对接,有序梳理浩门

镇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理顺祁连山国家公园

管理体制,根据 «中共海北州委机构编制委员

会关于祁连山国家公园涉及海北州机构编制事

宜的通知» (北编委发 〔２０２０〕６０号)将门源

县林业和草原局由挂牌机构调整为单独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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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县人民政府工作部门,挂祁连山国家公园门

源管理分局牌子.门源县自然资源局不再挂县

林业和草原局、祁连山国家公园门源管理分局

牌子.在门源县浩门林场加挂祁连山国家公园

门源管理分局浩门管护中心牌子,在门源县仙

米林场加挂祁连山国家公园门源管理分局仙米

管护中心牌子.调整森林公安机构管理体制,

印发 «关于门源县森林公安机构管理体制调整

的通知» (门编委发 〔２０２０〕６２号)将县森林

公安局划转到县公安局,由县公安局直接领导

管理.县公安局设立门源回族自治县公安局森

林警察大队,挂祁连山国家公园门源警察大队

牌子,为县公安局的内设机构,机构规格为副

科级.宁缠、仙米、浩门、一棵树４个森林公

安派出所相应划转,作为县公安局的派出机

构,原机构规格保持不变.森林公安派出所名

称规范为门源回族自治县公安局宁缠森林公安

派出所、门源回族自治县公安局仙米森林公安

派出所、门源回族自治县公安局浩门森林公安

派出所、门源回族自治县公安局一棵树森林公

安派出所.明确机构改革后群团组织机构设

置,转发 «关于明确机构改革后各县群团组织

机构设置的通知»(门编办发 〔２０２０〕５１号).

◆事业单位改革　门源县纳入改革范围的

事业单位有１４１个,改革后,门源县事业单位

机构总数由１４１个减至１３９个,精减２个,其

中保留９７个 (规范名称３３个),撤销１６个,

将２８个职能相同或相近的整合为１３个,新建

２９个.公益一类事业单位１１７个,公益二类事

业单位６个,行政执法机构９个,暂不分类事

业单位３个,不分类事业单位２个,生产经营

类事业单位２个.改革后,县环境监察大队隶

属关系调整上划由海北州生态环境局管理,事

业单位机构数减至１３８个.按照政事分开、事

企分开和管办分离的要求,以促进公益事业健

康发展为目的,坚持问题导向,通过撤销、整

合、规范名称、新设立、保留等方式拟订事业

单位机构改革方案,根据与省州编办的沟通衔

接情况,多次进行修改完善,向州分类推进事

业单位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上报 «门源县

事业单位机构设置方案» (门编委发 〔２０２０〕３

号).事 业 单 位 机 构 改 革 方 案 批 复 后,印 发

«关于印发 ‹门源县事业单位机构改革实施方

案›的通知» (门编委发 〔２０２０〕５号),明确

总体要求、改革范围、改革方式、改革内容、

方法步骤和时间安排、工作要求等.派出业务

骨干到州委编办参加 “九定”集中审核工作,

审核各部门上报的 “九定”方案,根据各单位

的主要业务范围和工作实际,科学分配编制.

对事业单位领导职数的核定,正科、副科按州

委编委 «关于规范核定门源县所属事业单位科

级领导职数的通知» (北编委发 〔２０２０〕５号)

确定,无级别事业单位领导职数确定按省委组

织部、省委编办 «关于印发 ‹青海省规范事业

单位领导职数管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青

编办发 〔２０２０〕７号)精神办理.对事业单位

机构改革中撤销、调整、整合、更名的事业单

位人员,提出 «门源县事业单位机构改革人员

调整转隶方案»(门编委发 〔２０２０〕１０号).把

事业单位机构改革的成果运用到实名制管理

中,将事业单位类别、人员经费形式等作为实

名制管理的重要信息,进行实名制管理的完

善、更新工作.印发 «门源县分类推进事业单

位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事业单位

机构改革评估 检 查 的 通 知» (门 事 改 办 发

〔２０２０〕１号),安排部署评估检查工作,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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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检验事业单位改革成果.各部门按照通知要

求,对照 «门源县事业单位机构改革自查表»,

对标对表,逐项开展自查,按要求上报自查报

告.推进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改革工作,印发

«门源县经营类事业单位改革工作方案»(门编

委发 〔２０２０〕９号),明确总体要求、改革范

围、阶段步骤、组织实施等,设立经营类事业

单位改革工作组.经多次修改完善,县农牧水

利和科技局、县交通运输局分别提出 «门源县

供水服务站改制实施方案» «门源县汽车站转

制企业工作方案的报告»,经征求各相关部门

意见,县委编委会议研究后,县委办公室、县

政府办公室印发 «门源回族自治县供水站转企

改制方案»«门源回族自治县汽车站转企改制方

案» (门办字 〔２０２０〕６２号).方案印发后,县

润泽水务有限公司和县昌升客运服务有限公司

均按规定程序成立董事会和监事会,推选公司

法人和经理,均于９月２０日办理营业执照,完

成挂牌仪式,新公司的各项工作业务逐步运行.

◆机构编制管理　优化机构编制资源配

置,落实门源县３个部门 “３人以下局”问题.

盘活编制存量,调整１２４名编制的编制类型,

动态调整各类编制１３４名,充实重点领域工作

力量.统筹中小学编制２２名纳入州级中小学

编制 “蓄水池”.按照 “一部门一台账”的要

求,建立各部门机构编制管理台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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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县机关事业单位严把

编制关和进人关,全年办理编制审核３００余人

次.审核选调生２６人次,到岗１８名.审核乡

镇考录１４人次,到岗１名.审核中小学考录

３０名,到岗３０名.接收免费师范生１名,接

收医学定向生８名,接收退役士兵２名,上报

中小学人才引进２名,其他事业单位考录１８

名,到岗１８名.按照工作要求更新完善实名

制数据信息,完善人员信息,按要求完成统计

报表的报送工作.

◆编制管理　学习 «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

工作条例»,对照 «条例»内容原原本本学、

逐条逐项学,带着实际问题学,领会 «条例»

精神实质,把握 «条例»内涵要义,把 «条

例»作为指导工作、谋划工作、解决问题的行

动指南.将 «条例»纳入县委编委第一次会

议、中共门源县委第７４次常委会议暨县疫情

防控处置工作指挥部第四次会议、县委理论学

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传达学习.将 «条例»纳入

县委党校科级领导干部主体班次培训,培训

１２０余人次.结合机构编制政策法规宣传日、

普法工作,利用微信等新媒体资源宣传 «条

例».推进机构编制违规违纪问题整改,向县

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汇报工作,与组织人事部门

沟通,增强工作合力.按照有关文件要求,送

达整改通知单,明确责任人,限期整改,提高

各部门各单位推进问题整改的责任意识.执行

编制审核通知单制度,杜绝超编进人.加强与

组织人事部门的协调配合,杜绝新问题的产

生.２０２０年没有新增问题,完成整改１２个,

整改比例达４６％.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工作　完成事业单位

法人年度报告,根据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

条例»和州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关于事业单位

年度报告工作的相关要求,通过精心组织指

导,“不见面”申报,严把审核关,完成２０１９

年度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和门户网站公示工

作.年内提交年度报告的事业单位１１２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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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报告合格率１００％.根据工作安排和进度办

理事业单位设立、变更、注销登记,利用工作

联系群和每月工资联审,督促各相关单位变更

单位名称、业务范围、经费来源、开办资金等

事项,年内办理事业单位设立登记１６家,变

更登记３５家,注销登记１９家,办理行政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变更１５家.上级授权垂

管机关登记１家.推进信用体系建设,按照工

作要求报送相关数据.根据省州事业单位登记

管理局文件要求,印发 «关于转发 ‹青海省事

业单位法人 “红名单”管理办法 (试行)›的

通知»(门事登发 〔２０２０〕２号)和 «关于转发

‹关于试行事业单位失信 “黑名单”制度的通

知›的通知»(门编办发 〔２０２０〕１１号),推进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步伐,使事业单位事中事后

监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完成事业单位法人

公示信息抽查工作.根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推广随机抽查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 (国

办发 〔２０１５〕５８号)和 «青海省事业单位法人

公示信息抽查办法 (试行)» (青编办综发

〔２０１６〕２９号)和州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要求,

对全县已登记事业单位开展 “双随机、一公

开”抽查工作,共抽取执法检查人员４名,抽

检事业单位４家,涉及融媒体、教育、卫健、

交通等行业.印发抽查文件,明确抽查对象、

检查内容、抽查方式,按不少于 ３％ 比例从

“事业单位名录库”中随机抽取４家事业单位

法人开展抽查.其中实地核查４家,书面审查

４家.在实地核查中,采取听取汇报、座谈交

流、查阅资料等方式,现场填写 “事业单位法

人公示信息实地核查记录”,由被检查单位法

定代表人签字、盖章.通过抽查,梳理出登记

信息变更不及时、年报填写不规范、资料存档

不规范等问题.对存在问题的法人单位送达限

期整改意见,将抽查情况和查处结果告知举办

单位,督促其举办单位负起监管责任,限期

整改.

(审稿:贾才旦　撰稿:齐海连)

党史地方志

概述　门源县党史研究室 (地方志办公

室)于２０２０年６月成立,为县委管理的事业

单位,核定编制６人.主要开展地方党史资料

的征集、整理、研究、编纂及地方志、地方综

合年鉴及相关地情文献的编纂工作.党史工作

根据 “一突出两跟进”原则,完成 «中国共产

党门源历史 (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初审稿.地方志

工作围绕 “两全目标”,在完成出版 «门源县

志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基础上,出版发行 «门源

年鉴 (２０２０)».

◆党史工作 　 «中 国 共 产 党 门 源 历 史

(１９４９—１９７８)»编纂工作于２０１６年底启动,

历时四年,数易其稿,于２０２０年初完成初审

稿.本书大纲,是在查阅中央和青海省有关党

史文献、 «门源县志»、 «门源县组织史»等历

史资料的基础上,参照兄弟县及外省党史史

书,参 考 «中 国 共 产 党 海 北 历 史 (１９４９—

１９７８)»大纲拟定的,经征求州委党史研究

室、县编委会、各县级领导、各乡镇各部门及

部分老干部意见后,经十六届县委常委会会议

审议通过.期间查阅县档案馆档案资料 ５１６

卷,约７９５万字.访老领导老干部、当事者２０

余人,弥补档案资料的不足.初稿完成后交州

党史办审核,根据州党史办的单核意见,充实

相关内容,调整相关篇目,逐句逐文进行打

磨,形成复审搞,交上级部门再次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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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鉴工作　 «门源年鉴 (２０２０)»在坚

持传统志书体例规范和总结以往工作经验的基

础上,求新求精,多环节入手,优化编目,彰

显特色,避免千志一面的现象.把重大决策、

重大项目、重要事件写实写透.在工作中加强

与各乡镇、各部门、各单位的联系,对各单位

报送的年鉴稿件提出具体要求,把好质量关.

初稿完成后交州志办审核,根据州志办的审核

意见,对篇目结构作重大调整,使 «门源年鉴

(２０２０)»结构符合党政部门机构改革后职能

重组和优化的需要,便于查阅利用.１１月中

旬, «门源年鉴 (２０２０)»通过出版社的审定

出版发行. «门源年鉴 (２０２０)»共收录文字

４１万余字,图片５２幅,彩版部分除当年重要

政务活动工作照外,特别增加展示门源县社会

经济发展成果的图片.全鉴设有篇目、栏目、

分目、条目四个结构层次.篇目有特载、门源

县基本情况、大事记、组织机构和领导名录、

政治、军事、法治、综合经济管理、社会事业

等１４篇,后殿附录;栏目顺序按党委、人大、

政府、政协、群团、法制、经济管理、农牧林

水、科技、环保等分类安排.在编排质量上较

往年有很大提高.在编纂年鉴的同时,根据上

级业务主管部门的要求,按质按量地完成省、

州２０２０年鉴相关资料的报送任务.

◆春季下乡活动　根据县委的统一安排,

抽调一名工作人员,到浩门镇南关村开展为期

两个多月的 “鼓干劲、稳脱贫、转观念、迎小

康”下乡活动.工作人员共走访脱贫户４０户,

一般家庭１６７户,专业合作社２个,家庭农牧

场３个,走访对象覆盖各类经济主体.下乡期

间,配合 “两委”班子工作,宣传中央和省委

一号文件精神,以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

防治法»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和爱

国卫生运动的相关知识.开展整治环境卫生、

复工复产复学、备耕春耕等工作.紧扣民生问

题,着眼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

问题,访民情、听民声、察民意,深入调查研

究,征求村民对振兴乡村的意见和建议,帮助

群众理清发展思路,明确发展目标,为完成全

年生产任务奠定良好基础.工作结束后向县委

组织部门和浩门镇党委提交了一份有内容有分

析有建议的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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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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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十九届历次会议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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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学用结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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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作风建

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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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业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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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志鉴编纂工作

中借鉴运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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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知识,提升能力,推动工作.

(审稿:马占俊　撰稿:卢贤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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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代表大会

重要会议

◆第七次会议　４月９~１０日,门源回族

自治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在县

会议中心召开.会议应到代表１４４人,实到

１２４人,符合法定人数.大会听取和审议 «门

源回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门源回族

自治县２０１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

情况与２０２０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报告»

«门源回族自治县２０１９年财政收支预算执行情

况和２０２０年财政预算报告»«门源回族自治县

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门源回族自治县人民

法院工作报告» «门源回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工作报告».大会依法选举易钧为门源回族自

治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４月９~１０日,门源回族自治县第十七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七次会议在县会议中心召开 (段维梧　摄)

◆第八次会议　８月２６~２７日,门源回族

自治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在县

会议中心召开.会议应到代表１４３名,实到

１３０名,符合法定人数.大会以无记名投票的

方式选举何魁为门源回族自治县第十七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汪吉福为门源回族

自治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

员.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选举汪吉福为门源回族

自治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宗教和农牧

环保委员会主任委员.

常委会会议

◆第三十次会议　１月２１日,县第十七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在县人

大常委会会议室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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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人民法院院长韩忠明、

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易钧、县政府办主要负责

人,浩门镇、阴田乡人大主席应邀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刘宁省

长、张光荣副主任的讲话精神;终止３名州人

大代表和２名县人大代表职务;补选海北藏族

自治州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１名.会议

讨论县人大常委会２０１９年度工作报告,参加

会议的委员对该报告提出意见建议.

◆第三十一次会议　３月１０日,县第十七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在

县人大常委会会议室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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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人参加会议.县监察委员会主任

司福章、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周洛、县人民法院

院长韩忠明、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杨萍列席

会议,仙米乡、皇城乡人大主席应邀出席会

议.会议讨论通过县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０年度工

作计划、县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讨论稿),

讨论通过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

的有关事宜.会上,依法进行人事任职,被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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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人员鲁进才作了任职发言并向宪法宣誓.

◆第三十二次会议　４月２４日,县第十七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在

县人大常委会会议室举行.县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康秀莲、马应虎、杨建清和委员共１７人参

加会议.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华卡才让、县人民

法院院长韩忠明、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易钧、

县监察委员会副主任马福元列席会议,浩门

镇、西滩乡人大主席应邀出席会议.会议由县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秀莲主持.会议学习 «青

海省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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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人大常委会视察组关于视察全县农牧

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门

源县人大常委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农牧区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的决定;听取和审议县人民政府关

于全 县 “七 五”普 法 工 作 实 施 情 况 的 报 告、

«青海省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贯彻落实情

况的报告;审议通过县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公

益诉讼检察工作的决定.

◆第三十三次会议　７月２日,县第十七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在

县人大常委会会议室举行.县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康秀莲、杨建清和委员共１９人参加会议.

县人民政府县长马晓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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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钧、县监察委员会副主任马福元列席会议,仙

米乡、阴田乡人大主席应邀出席会议.会议由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秀莲主持.会议通过县

十七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委员免职的决定、县

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秀莲代理主任职务

的决定;学习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讨论通过 «门源回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对政府组成人员进行履职评议的暂

行办法»;会议依法任免１３名政府组成人员和

２名法院审判员,举行新任命人员向宪法宣誓

仪式.会议依法补选１名海北藏族自治州第十

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听取和审议县人民政

府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在门源

县贯彻实施情况的汇报、县人大常委会执法检

查组关于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县人民政府

关于全县重点项目建设情况的汇报、县人大常

委会视察组关于视察全县重点项目建设情况的

报告,并对全县重点项目建设工作开展专题

询问.

◆第三十四次会议　８月２４日,县第十七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在

县人大常委会会议室举行.县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康秀莲、马应虎和委员共１６人参加会议.

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何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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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法院副院长董永安、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杨萍列席会议,麻莲乡、苏吉滩乡人大主席应

邀出席会议.会议由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秀

莲主持.会议听取和审议２０２０年度上半年全

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专项报

告、２０２０年度全县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专

项报告、关于２０１８年度县本级预算执行和其

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以及

２０１９年度全县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

支情况的审计报告;审议批准２０１９年度县本

级财政决算的报告;表决通过召开县十七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的决定和有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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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次会议　１０月２１日,县第十

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

在县人大常委会会议室举行.县人大常委会主

任何魁,副主任康秀莲、杨建清和委员共１９

人参加会议.监察委员会主任司福章、人民政

府副县长丁国胜、周洛和人民法院院长韩忠

明、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易钧及政府办、生态环

境局、自然资源局、农牧水利和科技局、扶贫

开发局、 “山水林田湖草”项目办等单位负责

人列席会议,麻莲乡、苏吉滩乡人大主席应邀

参加会议.会议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何魁主

持.会议听取和审议县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９年

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

关于全县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报告、县人大

常委会视察组关于视察全县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情况的报告、县人民政府关于县十七届七次人

代会代表意见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以及２０１９

年度被履职评议人员整改落实县人大常委会评

议意见建议情况的报告.会议依照法定程序接

受两名海北藏族自治州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辞职的请求,补选一名海北藏族自治州第

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依法免去２名政府

组成人员的职务,任命了８名法院审判员.

◆第三十六次会议　１２月１７日,县第十

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

在县人大常委会会议室举行.县人大常委会主

任何魁,副主任康秀莲、杨建清和委员共２０

人参加会议.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丁国胜、人民

法院院长韩忠明、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易钧和县

监察委员会、政府办、县财政局、县审计局等

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浩门镇、麻莲乡人大主

席应邀参加会议.会议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何

魁主持.会议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和海北州委人大、政协工作会议精神;听取

和审议县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２０年度财政收支预

算调整变动情况的报告、２０２０上半年直达资金

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县人民法院关于 “２＋

２”特色解纷工作情况的报告、县人民检察院

关于充分发挥刑事检察职能助推社会治理能力

提升的报告以及县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０年工作总

结.会议依照法定程序接受１名海北藏族自治

州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辞职的请求,依

法任免２名监察委员会组成人员和２１名县人

民法院人民审判员.

中心工作

概述　县人大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践行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

思想,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紧扣县委决策部

署,着眼全县工作大局,主动担当作为,依法

履职尽责,自觉把人大工作置于县委领导之

下,融入全县发展大局之中,做到与县委同频

共振、步调一致,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坚持重

要事项、重要活动、重要会议向县委请示报

告.向县委请示报告２３次.学习传达县委安

排部署,做到县委有号召、人大有行动,县委

有部署、人大有落实.

◆立法工作　报请县委出台 «关于切实推

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工作的实施意

见»,推动构建 “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

主抓、各方参与”的立法工作格局.组织开展

«门源回族自治县自治条例»修订工作,注重

开门立法,组织人员到省内外考察调研,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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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立法经验,吸纳社会各界意见建议.强化

组织协调,召开 «条例»修订工作会、论证

会、审议会.

◆监督工作　加强对计划、财政决算、预

算执行、调整和审计工作的审查监督,督促政

府相关部门重视培植财源、优化支出结构、强

化增收节支、防范化解债务风险,助推经济运

行稳中有进.听取和审议２０１８年度门源县预

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的问题整改情

况报告,推动问题整改落实.重视国有资产监

管工作,报请县委出台 «关于建立县人民政府

向县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

实施意见»,听取全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

管理情况的报告,推动政府全面摸清家底、明

晰产权、明确责任、完善制度,发挥国有资产

使用效益.强化重大政策执行、重大项目投

资、重大民生工程建设的监督检查,就全县重

点项目建设进展情况进行视察,针对存在的问

题开出 “良方”.就群众关心关注的全民健身

中心建设、青石公路建设、本年度开复工率低

等４个问题进行专题询问,开展满意度测评,

督促政府相关部门加大项目推进力度,使专题

询问询出约束力、询出推动力.把监督的重点

放在相关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上,开展 «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执法检查,针对 “不

动产证办理、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项目土地

批而未供”等问题提出审议意见,县政府出台

«关于解决门源县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中若干

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助推房地产领域部分

历史遗留问题得到解决.年内审查报备规范性

文件４件,做到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

究,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关注和支持法检

“两院”和司法行政部门工作,组织代表旁听

案件审理,推动全民普法与严格执法、公正司

法有机结合.常委会听取县人民政府关于 “七

五普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县人民法院关于

“２＋２”特色解纷工作情况的报告、县人民检

察院关于充分发挥刑事检察工作职能助推社会

治理能力提升的报告,审议通过 «县人大常委

会关于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决定»,凝聚

地方国家机关合力,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

益.做好群众来信来访工作,对信访案件做到

及时转办、交办、督办,维护信访人合法权

益.围绕生态环境保护整治工作,扛起政治责

任、法治责任.听取县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９年

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

作出审议意见.围绕全县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

况开展视察调研,提出 “严格落实生态环保责

任、加大问题整改力度、扎实推进矿山生态环

境恢复治理”等七个方面的意见建议.围绕

«祁连山南麓门源片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三年

行动方案 (２０２０—２０２３年)»,重点加大整治

力度,深入实地,多方协调,全力督导完成浪

力克、银灿铜矿生产生活设施拆除清理工作,

推动生态环境改善.把全县农牧区人居环境整

治这一民生工程作为改善农牧区人居环境、持

续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举措,对全县农牧

区人居环境集中整治工作情况进行视察,针对

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建议,作出 «门源县人大

常委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农牧区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的决定»,确保农牧区人居环境整治规范有

序开展.

◆人事任免　常委会始终坚持党管干部和

人大依法任免有机统一,做实会前主任会议讨

论、法律考试、表态发言、任职宣誓等工作,

全年共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３６人,办理辞

５０１

政治




去州县人大代表职务９名,补选州人大代表３

名,实现党委人事安排意图,为全县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组织保障.强化任后监督,制定 «门

源回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对

政府组成人员进行履职评议的暂行办法»,听

取２０１９年度１名副县长和１名局长评议意见整

改落实情况的报告,实现工作评议 “回头看”

和 “二次审议”监督有机结合,达到把落实人

大工作评议意见作为转变部门作风、提高工作

效率、推进依法行政的目的.

◆代表工作　常委会着力提升代表履职能

力,加强对县人大代表的培训力度,先后组织

５８名县乡人大代表和人大干部到省内开展形式

多样、内容丰富的集中培训,通过考察学习、

实地观摩、交流座谈,代表的履职能力得到提

升,为正确履职奠定基础.激发代表履职动

力.落实人大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履行 “两

个办法”,让代表 “有压力更有动力”.组织代

表列席全县重要会议,参与常委会开展的视察

调研、执法检查等活动,代表的知情权、参与

权和监督权得到保障.在全县范围开展以 “走

进基层、倾听民声,人大代表在行动”为主题

的 “人大代表活动月”活动,通过集中开展学

习教育、代表视察调研、代表与有关部门领导

“面对面”座谈、代表联络室主题接待、代表

走进站所和代表联系选民、代表述职、乡镇人

大工作建设成果交流等活动,增强 “一届代表

一生荣誉,一任代表一生责任”的荣誉感和使

命感.提高建议办理质量.秉持 “一份代表建

议,蕴含一份期盼,承载一份责任”的理念,

先后召开代表建议工作会、交办会、常委会专

题听取办理情况督办会,建立以上率下、示范

带动的 “六办”机制,高标准要求,高质量推

进,交办的３７件代表建议实现事事有回音、

件件有落实.

◆自身建设　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常

委会组成人员、人大代表、机关干部三支队伍

建设,开展 “四个一”活动,常委会组成人员

和人大机关工作人员的履职水平得到提高.常

委会党组履行党建工作领导职责,合理部署、

定职定责、规范操作、严明纪律,定期听取机

关党组工作汇报,改选支部委员会,配齐配强

支委成员,加强党组织标准化建设,创新组织

活动载体,做到标准不走样、程序不变通,党

组织的引领力、凝聚力、战斗力不断增强.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党风廉政建设与省委巡

视、县委巡察、与作风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专项

行动、与 “人大工作落实年”活动紧密结合,

贯彻县委修复净化 “三个生态”推进会精神,

按要求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注重推动巡视、

督察反馈问题全面整改,取得明显成效.狠抓

建章立制巩固巡视巡察整改成果,制定完善常

委会党组、常委会、主任会议制度等７项制

度.把转作风办实事贯穿于常委会整体工作之

中,督查指导全县村 (社区)换届工作.为联

点乡、村 (社区)帮扶价值２万元的物资,协

助社区开展疫情管控工作.夯实人大工作的群

众基础和社会基础.树立人大 “一盘棋”理

念,接受上级人大的工作指导,配合上级人大

开展立法调研、执法检查、视察调研等活动.

轮流安排乡镇人大主席列席县人大常委会会

议、参加视察调研等活动,提升乡镇人大工作

质量和水平.建立常委会成员联系乡镇人大工

作制度,加强对法定会议、主席团工作、代表

活动的具体指导,促进乡镇人大工作均衡发

展.参加全省 “乡镇人大建设年”观摩交流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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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推动 “乡镇人大建设年”和 “人大工作落

实年”活动走深走实.

(审稿:何　魁　撰稿:常皓钧)

门源县人民政府

中心工作

概述　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３４９６亿

元,同 比 增 长 ０１％;完 成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１２８８亿元,同比增长１１６％;实现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１４８亿元,同比增长４５４％;完成

规模 以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３６ 亿 元,同 比 增 长

４１％;实现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８７９７

元,同比增长６％,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３５０５２元,同比增长４２％;农村常

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３２４４元,同比增长

５８％;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１１９３亿元,

受疫情影响,同比下降０８％.

◆疫情防控　按照党中央和省州部署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第

一时间启动一级应急响应,第一时间构建联防

联控、群防群控的疫情防控体系,第一时间发

现隔离并转移救治３名输入性病例,第一时间

向远在武汉的门源籍人员寄去防疫物资,阻止

疫情输入蔓延,在省内率先实现确诊病例清

零.及时调整应急响应级别,启动两处核酸检

测实验室建设,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抗

疫斗争取得胜利.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州委、

州政府部署要求,研判疫情形势,按下经济社

会 “重启键”,推进企业复工复产,与省内低

风险区同步恢复经济社会秩序.研究出台 «支

持企业加快复工复产１０项措施»,对市场主体

从政策扶持、金融支持、稳定就业和服务保障

等方面给予帮扶.落实 “六稳六保”惠企政

策,为各类市场主体让利８５８８７万元.适时

举办政银企对接会,帮助企业渡过难关.集中

举行项目开复工仪式,１３０个重点项目全部实

现开复工.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全县内所有中

小学和县职业技术学校实现与全州同步复学

开课.

◆农牧业经济　加大三次产业结构调整力

度,融入 “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示范省”建设,

扩大有机油菜、青稞种植规模.完成农作物播

种面积４０４万公顷,粮油良种化程度９７％,

饲草、中藏药、火焰蔘等特色经济作物种植效

益得到提升.推进香菇种植,年内加工菌棒

２１５万棒,上架出菇１４２万棒,实现产值５２３

万元.实施牲畜种子工程,稳步推行 “养殖＋

金融＋就业”模式,以西门塔尔牛、湖羊等特

色养殖业步入快车道,育活各类仔畜３５１５万

头 (只).

◆工业经济　秉持绿色、循环、低碳发展

理念不动摇,淘汰落后产能,强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实现工业经济平稳运行.工业总产

值、增加值呈增长趋势.将海北祁连山绿色有

机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青海生态源物流服

务有限公司２家企业培育为规上企业,１３家入

园投产企业年内实现工业产值１２８亿元,同

比增长１９％.落实 “六稳六保”惠企政策,推

进电子商务,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巩

固提升项目建成见效.加强网络直播推介带货

宣传力度,提升特色产品对外知名度,拓宽线

上产品销售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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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产业　以打造 “三全”旅游示范区

为契机,抓旅游项目建设,照壁山、聚阳沟等

一批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稳步推进;拓宽景

区建设市场化运作渠道,想方设法做足 “冰

雪”文章,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情况下,举办

２０２０年门源油菜花文化旅游系列活动,第一、

二届 “冰雪季门源见”冰雪嘉年华活动等,

实现了冬季旅游 “零突破”,使门源生态旅游

业向四季游不断延伸,提升生态旅游的吸引

力;门源县被纳入全省首批省级全域旅游示范

区,入榜全国 “最美县域”榜单.２０２０年接待

游客１５６９８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６４５

亿元.

◆项目建设　把项目作为经济发展重中之

重,围绕产业转型升级、基础设施建设、生态

保护、文化保护传承等领域的５８个投资项目

有序实施.浩门水库工程导流洞实现贯通,曼

大高速仙米大通段全线通车,高铁站站房扩

建、行政服务中心和信息服务中心等重大项目

推进顺利.落实援建项目６项,总投资１０８

亿元.纳子峡、石头峡水电站及格林广场等民

间投资支撑作用彰显.

◆生态环境建设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扛

起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加大生态环境保护

和建设力度.祁连山国家公园门源管理分局挂

牌,１１个标准化管护站交付使用,“村两委＋”

等共管模式得到健全.完成公园范围内１０宗

矿业权注销、２处水电站退出和恢复治理工作,

启动核心区原居民搬迁工作,国家公园建设试

点取得阶段性成效.加快 “山水林田湖草”生

态保护修复试点项目建设,启动５万人国土绿

化大会战,新增国土绿化面积０５８万公顷,

超额完成国土绿化提速三年行动计划任务.县

城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东川镇生活垃圾填埋

场和２处垃圾热解处理站建成投用,第一轮反

馈的７项问题和两轮督察交办的３１件信访件

办结.汲取木里矿区非法开采惨痛教训,对全

县７８个矿山、７个重大项目配料场进行逐一实

地排查,按 “一企一策、一矿一策、一坑一

策”原则,举全县之力开展矿山修复治理,矿

山环境综合整治取得明显成效.

◆民生福祉　实施脱贫攻坚巩固提升 “十

大行动”和 “补针点睛”专项行动,各级巡视

巡查审计督查反馈问题得到整改,扶贫产业项

目运行良好,４４个退出贫困村通过光伏扶贫电

站实现稳定收益.开展消费扶贫,实现扶贫产

品销售额１３亿元.强化精准防贫机制建设,

为１５０户 “两非户”发放精准防贫保险金５９９

万元.加大民生投入,民生支出占财政总支出

的比例８１％.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创业政策,

城镇累计新增就业７６２人,完成农牧区劳动力

转移就业３２万人次,实现劳务收入１４３亿

元.推进教育均衡发展,８项指标达到国家评

估标准,３７所幼儿园办园条件得到改善,浩门

镇高级中学等１５项教育强基项目顺利推进,

威海门源远程智慧援教工程覆盖１７所中小学,

完成控辍保学 “清零”任务.推进健共体建

设,２个核酸检测实验室建成投用,鲁青眼科

医院正式组建,眼耳鼻喉等６个专病专科开设

运行,中医馆和中医药服务实现县域全覆盖,

分级诊疗制度得到加强.社会保险待遇和城乡

低保、特困供养标准有所提高,支付各类民生

保障资金１１７亿元,基本养老等五项保险实

现全覆盖.落实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向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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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群众发放价格临时补贴８５６５３万元.开展

文化惠民和全民健身活动,花海民族艺术团荣

获 “国家基层文艺院团先进集体”称号.民营

企业中小企业账款清欠任务全面完成.

◆社会治理　 “七五”普法通过省级考评

验收,民族团结 “三个家园”建设取得成果,

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六清行动”,１４４条问

题线索和７２条乱点乱象整改办结,刑事立案

同比下降３７％,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调处成功

率９９４％、信访案件办结率１００％.推进第七

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保障军人军属优抚待

遇,门源县再次荣获青海省双拥模范城 (县)

荣誉称号.

◆自身建设　坚持党的领导,执行县委决

定,接受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监督、工作

监督和政协的民主监督,支持县政协开展民主

协商活动,定期向县人大报告工作,向县政协

通报情况.办理人大代表意见建议、政协委员

提案５７件,办复率、满意率均１００％.贯彻中

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带头过 “紧日

子”,政府系统 “三公”经费支出只减不增.

干部作风日趋转变,行政效率不断提升.推进

从严治党工作,政府的执行力、公信力、凝聚

力得到提高,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得到巩固.

(审稿:刘芝强　撰稿:白延明)

民 政

概述　秉持 “民政为民、民政爱民”工作

宗旨,开展民政领域疫情防控和 “六保”有关

工作保障,维护弱势群体的根本利益,完成全

年的工作任务.

◆疫情防控　成立民政局疫情防控工作领

导小组,分工明确、责任清晰.印发民政领域

疫情防控工作文件,明确 “全县民政服务机构

不感染一人”的目标.对全县民政服务机构实

施封闭管理,确保服务对象及工作人员安全.

推广上级民政部门关于养老机构、福利机构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指南等有关知识,制定疫情防

控应急预案,实行日报告、零报告制度.发动

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志愿者依法有序提供

志愿服务.指导社区落实联防联控责任,号召

党员干部参与社区防控工作.开展社会救助暖

心工程,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对婚姻登记

实行预约制,殡仪馆停止祭祀活动和遗体告别

仪式,强化墓地祭扫活动管理.规范慈善募捐

工作,有序引导社会各界踊跃捐款捐物.发放

各类社会保障资金１０３亿元.

◆养老服务　完善智慧养老平台,响应

“互联网＋智慧养老”服务工作的趋势,以智

能硬件为核心,系统模块为支撑,完善以居家

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功能完

善、规模适度、布局合理、覆盖门源县城乡的

“互联网＋智慧”养老服务体系,监管、监督、

服务、评价、第三方评估、档案管理、层级上

报审批权限、GPS卫星跟踪定位八大系统模块

全方位助推养老服务工作,促进城乡养老服务

监督监管,绩效评估,提升养老服务水平.仙

米健康养生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和医养结合示范

基地项目因变更工程设计和增加项目内容导致

项目资金链短缺２１００万元而停工建设,经多

方争取,落实项目资金１７００万元,保证仙米

健康养生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和医养结合示范基

地项目顺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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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社会治理　根据 «关于进一步健全

完善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推进移风易俗的指导

意见»精神,指导全县１０９个行政村,８个社

区、村 (居)民委员会完善村规民约、居民公

约,对各乡镇村规民约的执行力进行督导检

查.推进移风易俗,破除不良社会风气,培育

文明乡风,引导村民自我教育、自我警示、自

我约束.

◆殡葬管理工作　根据 «青海省开展违法

违规私建 “住宅式”墓地等突出问题专项排查

方案»的要求,对坟墓拉围栏、修围墙、私建

硬化大墓、私人乱占乱圈的活人墓等情况进行

排查,未发现违规现象.为实现绿色殡葬、节

约土地资源、构建和谐社会、发展生态文明提

供支撑.在全县实施惠民殡葬政策,免除门源

县殡仪馆基本殡葬服务费用５７０元,完成火化

量８２具,减免费达４６７４万元.通过生态殡

葬奖补制度,对５５名节地生态安葬的居民给

予１６５元的奖励,利用 “三下乡”活动宣传

减免政策和树葬、花葬、海葬等生态文明新

风,通过微信、广播电视转播台发布 «“移风

易俗树新风”倡议» «２０２０年清明节 “文明祭

扫”倡议书»,提倡丧事简办,倡导厚养薄葬、

从俭治丧美德,提倡树葬、花葬、骨灰寄存等

生态葬法,不乱埋乱葬,不修大墓、豪华坟,

节约土地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行政区域界线联检工作　根据国务院

«行政区域界线管理条例»和青甘两省相关州、

市签订的边界联检的方案,配合毗邻县份西宁

市大通县、张掖市肃南县、山丹县、武威市天

祝县开展联检工作.分别与四县民政局对边界

界桩进行修复描漆,双方均确认边界线清晰、

无纠纷,界桩位置准确、无位移.通过联合检

查,门源县与毗邻县无纠纷和争议问题,边界

地区的农牧民都能遵守勘界协议,和睦相处,

为边界地区的生产生活和经济发展营造良好

氛围.

◆自身建设　坚持不懈抓理论学习,党组

突出学习针对性,中心组成员突出学习实效

性,做到学思用贯通,知行信统一.坚持理论

联系实际,把学习成果体现在指导实践、解决

重大问题上,理清发展思路,推进科学决策,

提高领导水平和决策水平.围绕省州县重大决

策和部署,把研究解决矛盾和问题,作为中心

组学习经常化的任务和要求,使学习内容充实

丰富,学习成果转化为发展的新思路和各项

措施.

(审稿:马绍君　撰稿:刘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概述　全县事业单位干部交流１２３名,其

中县外流动３４名,县内流动４８名.调入县内

４１名,机关事业单位机构改革转隶２８９名,人

员退休１０６名.新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５８

名,考录 “三支一扶”工作人员１１０名,安置

军转干部２名.

◆就业创业　完成全县农牧区劳动力转移

就业３２万人次,城镇新增就业７６３人,城镇

失业人员再就业１６８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４５

人,城镇登记失业率３１３％,职业技能培训

３１２８人.鼓励和支持中介机构、劳务经纪人有

组织带动输出农牧民２９６０人次,落实劳务派

遣机构奖励资金０９６万元,交通补助１９２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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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开展创业培训３００人,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３２８人２０８４万元.发放拉面扶持贷款２８２人

１４１０万元,带动就业１３１７人.培训建档立卡

贫困劳动力８３６人,实现转移就业４００９人次.

开展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公考培训共三期４０４

人,高校毕业总体就业率达８９９６％.安置公

益性岗位８９人.提高公益性岗位补贴,由原

来每人每月１８００元提高到每人每月１９４０元,

其中城镇环卫岗位人员由２１００元提高到２２４０

元,全年提标资金２２５２８万元,促进重点群

体就业.

◆社会保障　全县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参保６４８２人,其中省局清理空账户人数１２９

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９６４２７人,宗教教

职人员养老保险参保率１００％.机关事业单位

养老保 险 实 际 参 保 ５７４９ 人,其 中 在 职 ３８６５

人,退休１８８４人,工伤保险参保８３７４人,失

业保险参保４９０６人,完成目标任务.为１４４８２

名城乡居民发放养老金３４８８万元,为４３８８名

机关 事 业 单 位 及 企 业 退 休 人 员 发 放 养 老 金

２３２７７万元,为５０７９名低保、特困及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代缴养老保险５０７万元.推进第三

代社保卡换发工作,与４家金融机构签订合作

协议,投入制卡机１０台.城乡居民完成制卡

１１１２万张、发卡１０８万张,制卡率７６％、发

卡率９７％,城镇职工完成制卡９３４５张、发卡

９３４５张,制卡率９４％、发卡率１００％.

◆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建立全县用工企

业诚信等级评价机制,评选 A 级企业１家、B

级１３家.劳动监察部门立案１４件,办结１４

件,补签劳动合同１３０人次,追发工资待遇

１０６３万元,协调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纠纷７２

起,清欠５７１人工资２６０万元.

(审稿:铁万梅　撰稿:马先孝)

信 访

概述　全年接待群众来访和受理来信、县

长信箱等平台等信访事项１６３批次２３０人,其

中集体访２批次２６人,个体访１６１批次２０４

人.办理网上信访１０３件,其中县长信箱６３

件,占总量的６３２％,与去年同期相比 (１６４

批次 ２７２ 人) 件 数 下 降 ０６％, 人 数 下 降

１５４％.信访事项按内容分类,劳动社保方面

２４ 件,占 总 量 的 １４７％;农 村 农 业 方 面 ２３

件,占总量的１４１％;政法方面６件,占总量

的３７％;城 乡 建 设 方 面 ２３ 件,占 总 量 的

１４１％;民政方面７件,占总量的４３％;国

土资源方面１件,占总量的０６％;环境保护

方面４件,占总量的２５％;交通运输方面６

件,占总量的３７％;商贸旅游方面５件,占

总量的３１％;纪检监察方面２件,占总量的

１２％;卫生健康方面９件,占总量的５５％;

教育方面１２件,占总量的７４％;经济管理方

面３件,占总量的１８％;党务政务方面１件,

占总量的０６％;科技与信息方面１件,占总

量的０６％;组 织 人 事 方 面 ３ 件,占 总 量 的

１８％;其他方面３３件,占总量的２０３％.所

接待和受理的１６３件信访事项办结１６３件,结

案率为１００％.信访事项总量中县党政领导阅

批８４件,占总量的５１５％,办结８４件,办结

率１００％.

◆强化责任　建立 «门源县信访事项包案

化解责任清单»,落实信访工作责任,确保群

众来访和收到的群众来信及县长信箱等平台收

１１１

政治




到的信访事项落到实处、按期解决.责任清单

按照群众利益无小事的要求,对每一件信访事

项按照 “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

责”的原则逐项、逐案、逐人落实责任.每一

件信访事项都由县级领导包案、责任单位主要

负责人为责任人,信访事项办结后责任单位责

任人按期到县信访局履行办结销号承诺签字手

续,做到信访事项 “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

音”,化解矛盾纠纷,减少信访积存.

◆畅通渠道　完善和落实网上信访录入率

工作,根据省州信访部门的要求,对全县各乡

镇、各部门信访信息综合业务系统进行督促,

打造 “阳光信访”,加强信息化全面建设.依

托政府门户网站 “县长信箱” “门源县网上信

访”等网上投诉平台,推进网上信访工作,方

便群众就地信访.拓宽群众来信来访渠道和网

上信访覆盖面,规范基础业务,提高信访事项

受理、办结率和群众满意率,切实解决实际问

题.实行信访业务网上全流转工作,建立网下

办理、网上流转的工作流程,实现 “两个全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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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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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间信访信息共享.探索建立规范的工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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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网上信访信息系统进

行统一管理,使办理过程有章可循,有规可

依,实现信访工作信息互通,促进工作有效衔

接.各乡镇、各部门开通信访信息系统,乡

镇、部门录入２９批次２９人,占总量的１８％,

基本实现网上信访全覆盖,信访案件全录入.

◆信访积案清零工作　按照 “信访积案清

零”专项工作的要求,对信访积案全面清查,

建立相关台账,确保清零行动取得实效.省信

访局交办门源县办理信访件２件,化解２件,

签订息诉罢访 «承诺书»２件.排查出重复信

访案１８件、不满意信访件案１４件.经过分析

研判已将其中１０件明确包案领导、责任单位

和责任人,全部交办到各乡镇、各部门进行再

研判、再化解.下发关于 «切实做好信访积案

清零行动的通知».各乡镇、各部门把积案清

零行动摆在重要议事日程中,主要负责人要主

动介入、精密部署、全程跟踪组织实施.针对

本辖区、本区域内的重点矛盾纠纷问题、进行

排查梳理,对每个事项逐一研判,一案一策,

逐个推进,按照 “三到位一处理”的原则,紧

扣 “解决问题、化解矛盾、息诉息访”的目

标,多层次进行化解.对所涉及的重点问题,

进行包案化解,由主要负责人亲力亲为、包案

到底,对无法解决的事项,由联点县级领导及

主管领导督办,形成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

负责、层层抓落实的领导责任体系,将办理结

果经主管领导签字后,报信访局审核后,录入

信访信息系统,实现重复访和不满意信访事项

全部清零.各乡镇、各部门按照 “谁主管、谁

负责”的原则,加大积案排查力度,推动落

实,将排查化解情况及排查中的经验和做法,

以及工作 “亮点”形成总结材料报信访局备

案.每个包案领导针对信访对象、内容,分别

到基层走访当地干部群众,听取意见,通过召

开座谈会,个访谈心等形式,讲解政策,分析

原因,理顺了上访者的情绪.

◆化解疑难信访事项　发挥信访联席会议

机制,将一些疑难复杂信访事项及一些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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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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一些涉及民生,影响稳定的矛盾纠纷在第一时

间得到解决.

◆发挥参谋助手和窗口作用　实行信访动

态周报告和季度分析制度,每周及每月对群众

来信来访情况上报,使党政领导掌握信访动

态.全年编写 «信访动态»１１期,«信访信息»

７期,«门源县信访事项包案化解责任清单»１０

期.按照省州信访部门关于信访工作 “枫桥经

验”的办理工作要求,把全年所受理的来信来

访如实录入回复工作,实现中央、省州县信访

信息共享,防止因信息不灵、资源不共享而重

复受理,层层转交的被动局面.

(审稿:李桂春　撰稿:盖音巴特)

应急管理

概述　门源县应急管理局承担协调各乡

镇、各部门应对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等突

发事件和综合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负责安全生

产综合监督管理和工矿商贸行业领域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工作.设有行政编制５名,实有人员

６名,超编１名.下属事业单位应急物资保障

服务中心设有编制６人,实有５人、空编１人,

县安全生产监察执法大队设有编制１０人,实

有４人,空编６人.全县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

故８起,死亡９人,其中生产经营性道路交通

事故４起,死亡５人;建设工程领域发生生产

安全事故３起,死亡３人;其他行业领域发生

生产安全事故１起,死亡１人.全年先后遭受

洪涝、风雹等自然灾害３起,全县５０８４人受

灾,农作物受灾面积达７１４３５２公顷,成灾面

积７１４３５２ 公 顷,造 成 直 接 经 济 损 失 ２１９６

万元.

◆体系建设　召开２０２０年度全县安全生

产工作会议和各季度安全生产联席会议,传达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重

要指示、李克强总理批示精神和全国安全生产

电视电话精神,分析研判全县安全生产形势,

通报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谋划部署全年及各季

度安全生产工作,做到早谋划、早部署.县政

府与各乡镇、县安委会成员单位签订 «２０２０年

度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压实责任,明确工

作职责.针对重点行业领域、重点企业、重点

环节,结合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各级要

求,制定印发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重

要批示精神,扎实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治理

工作方案» «关于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切实加

强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 «２０２０年度

安全生产工作要点»等文件,明确乡镇、部门

属地监管和行业监管职责,细化工作任务,完

善防范和治理措施,强化责任担当,加强协作

配合,抓好贯彻落实,推动安全发展.

◆执法监督检查　编制 «门源县安全生产

工作要点»和 «２０２０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工

作计划»,按计划开展监督检查,抽调人员组

成检查组到全县煤矿、非煤矿山、尾矿库、危

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经营单位、工贸企业等行

业领域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执法检查,查出各类

隐患问题３７３条,整改３７３条,整改率１００％.

根据省安委办 «关于落实尾矿库安全生产包保

责任制的通知»和 «关于印发 ‹海北州全面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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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尾矿库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方案›的通

知»要求,排查尾矿库４处,其中州级包保１

处,县级包保３处,明确政府、部门、企业包

保责任,落实安全生产各项措施,加强尾矿库

安全生产工作.依法组织开展事故调查工作.

针对年内发生的建筑行业监管领域 “５１５”

“９０７” “１１０５” “１２２５”等生产安全事

故,按照 “四不放过”的原则,依法依规开展

事故调查.

◆安全生产宣传　州、县安委办联合组织

开展第十九个安全生产月咨询日集中宣传活

动,营造浓厚的安全生产月宣传氛围,提高广

大农牧民群众安全生产红线意识、法制意识.

县安委会各成员单位及重点驻县企业围绕 “消

除事故隐患,筑牢安全防线”主题开展安全生

产宣传,设立咨询台８个,悬挂横幅３０余条,

展出展板５０余块、发放宣传资料２００００余份,

各类宣传品 ４５００余份,接受咨询 ３４００余人

次.中石油、中石化等８家企业４０多人代表

全县各生产经营单位就落实企业主体责任进行

集体宣誓.安全服务进家庭小分队,分别赴富

翔和锦翠小区物业及居民家中,就用电用火、

防盗防骗等进行宣传和安全检查,消除事故隐

患,为居民生活安全筑牢防线.组成安全宣传

小分队,利用 “大篷车”开展安全生产进企

业、进学校、进农村、进社区、进家庭、进宗

教场所等 “六进”宣传活动,实现全县１２个

乡镇安全生产宣传全覆盖,提高广大农牧民群

众的 安 全 生 产、防 灾 减 灾 救 灾 和 学 法 用 法

意识.

◆应急预案演练　先后组织监管领域生产

经营单位开展煤矿透水事故、非煤矿山边坡垮

塌、加油站火灾事故等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

活动,检验应急救援队伍的实战能力和快速反

应能力,提升企业应对处置突发事件的应对能

力.补充完善应急救援预案中存在的不足,确

保应急预案的实用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提

升企业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指导参与浩诚酒

店高层建筑防火应急演练、东川镇措龙滩道路

交通运输应急演练、麻莲乡大通河防洪应急演

练等系列应急演练活动,提高相关部门的协调

配合能力,提升全民参与应急处置的自救互救

能力.根据 «门源县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编制规

划工作方案»要求,编制 «门源县应急管理局

应急和安全 “十四五”发展规划»和 «门源县

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总体预案, «门

源县地震灾害应急预案»等３个县级专项预

案,«门源县煤矿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等５

个部门专项预案,为提升全县突发事件应对处

置提供制度保障.

◆部门履职尽责　组织召开全县安全生产

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动员部署会,对全县安全生

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作专题部署,印发 «门源

县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总体方案»及各

领域专项方案,细化工作任务,明确乡镇、部

门监管责任,确保三年专项整治推动有力,落

地见效.召开监管领域企业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推进会１次,举办各乡镇、部门负责人及企业

负责人三年专项行动培训班３期４２０人次.在

金门源微信公众号开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

行动专栏,定期推送习近平总书记及各级领导

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及全县各乡镇、部门开

展安全生产三年专项整治工作的亮点和经验做

法,落实党委、政府领导责任,行业部门监管

责任,做到 “保一方平安、促一方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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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监管责任　县安委办组织相关行业

部门和单位组成全县安全生产督查检查小组,

分别对煤矿、非煤矿山、交通运输、建筑施

工、工商贸、危险化学品、校园等重点行业领

域部门履行安全生产职责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对相关行业领域的８家企事业单位安全生产工

作开展情况进行延伸抽查.针对存在的安全生

产职责不明确、责任体系不健全、安全设施不

完善、培训教育不到位、应急演练不全面等问

题,现场进行反馈,要求有关部门督促各企事

业单位整改到位,确保生产经营建设各环节安

全稳定.同时,牵头组织开展烟花爆竹专项整

治活动,检查经营门店２３家,下达执法文书

１８份,依法依规取缔７家,规范烟花爆竹市场

的规范化经营秩序.

◆生态环境整治　贯彻落实全省生态环境

保护警示教育大会及省政府贯彻落实全省生态

环境保护警示教育大会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按

照县委办、县政府办关于印发 «门源县矿山生

态环境恢复治理工作整改任务分工方案的通

知»要求,抽调６名工作人员组成２个工作

组,先后１４次前往监管领域的铁迈煤矿等８

家矿山企业,按照职责分工督促企业开展生产

生活设施拆除清运恢复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

作.针对施工现场查处的隐患和问题,检查组

按要求下达现场检查记录,提出明确要求及注

意事项,压实企业生态环境整治工作中的主体

责任.

◆防灾减灾宣传　牵头组织县防灾减灾工

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在金源广场防灾减灾宣

传活动.围绕 “提升基层应急能力,筑牢防灾

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主题,开展防灾减灾宣

传活动.全县３０多家单位参与,设立９个咨

询点,展板３０余块、悬挂横幅３０条,发放宣

传资料１２０００余份,群众参与科普互动和接受

咨询５０００余人次,提升全县人民群众的防灾

减灾意识和应急避险知识水平.

◆应急救援处置　组织各成员单位在浩门

镇民族体育场开展全县性应急拉动疏散演练及

防灾减灾宣传活动,演练活动模拟门源县浩门

镇发生里氏６５级强烈地震,造成部分建筑物

坍塌,个别 人 员 埋 压、伤 亡,区 域 供 电、供

水、道路、通信中断等灾害场景,设５个专业

小组,２００余人参加,调动大型救援车辆及应

急保障设备２０余台、器材装备３００余套,搭

建帐篷３顶,提升参演单位的综合协调能力和

快速反应能力,检验应急救援队伍的实战能力

和快速反应能力,县防灾减灾领导小组成员单

位之间的协同配合能力得到加强.

◆排查自然灾害隐患　牵头组织县公安

局、县卫生健康局、县农牧水利和科技局、县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文化旅游广电局、县自

然资源局、县消防救援大队等相关部门负责人

召开全县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隐患排查协调

会,就开展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隐患排查工作

进行再安排、再部署,明确任务、压实责任.

督促各乡镇、各部门、各单位开展安全生产大

排查大治理、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整治等工作,

开展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维护重点时

段、重点行业、重点部位全县安全生产和自然

灾害防范形势稳定.

◆培训灾情信息员　举办灾害信息员培训

班１期,全县１２个乡镇１０９个行政村、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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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源种马场、浩门农场等主管领导和信息员

１４０余人参加培训.增强灾害信息员的责任意

识,提高灾害信息员的实操能力和全县灾情报

送网络的建设,为下一步做好灾害信息报送工

作、报灾能力打下了基础,增强乡 (镇)村信

息员防灾减灾救灾的应急能力.

◆服务受灾群众　联系省、州主管部门,

解决受灾群众生活补助资金和灾后房屋重建补

助资金３３１２万元,开展全县农房保险工作,

完成１２个乡镇１９１４９户农房保险３８３万元,

达到 “群众得实惠、社会得稳定、政府得民

心”的良好社会效果,保障受灾群众冬春期间

基本生活.

◆避难场所设置　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

相结合,提升全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

能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实保障.根据 «门源县 “一

治两创”工作实施方案»要求及任务分工,对

门源县现有的广场、绿地、公园、校园操场等

空广地带,规划必需的应急疏散通道和避险场

所,设置应急疏散标志和应急避难指示牌.完

成对金源广场、人工湖、民族体育场、浩门古

城等４处地点的７个指示标志和疏散标志的设

置工作,为应对各种突发紧急情况奠定基础.

开展 “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申报创建工

作,强化社区示范引领工作.

◆应急物资储备保障　根据 «应急管理部

办公厅关于开展救灾物资储备清查工作的通

知»要求,组织人员,对全县储备库救灾物资

进行全面清查盘点工作,掌握物资储备实际底

数,摸清掌握省县两级救灾物资储备情况,查

清储备物资品种、规模,掌握实际可用物资情

况,梳理救灾物资储备中的突出问题和短板.

救灾物资 (帐篷、折叠床、发电机等)有２７

类４２９５件,其中省代储物资１５类３０６２件,县

级物资１２类１２３３件.

◆处置响应各类突发事件　处置火灾、被

困人员救援、水毁道路等应急事件８起,尽最

大力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对突发紧急情

况,第一时间进行妥善处置,对其中的生产安

全事故,由县政府成立调查组依法进行调查

处理.

(审稿:秦忠辉　撰稿:王爱庆)

消 防

概述　门源县消防救援大队,是一支担负

着全县火灾扑救和各类灾害事故抢险救援及消

防监督管理工作的正规化、专业化队伍.是担

负消防安全保卫任务的国家综合性救援力量.

有指战员５０人 (领导干部９人,战士４１人),

另有消防文员１人.有７辆消防车,其中２辆

水罐车,１辆３２米云梯车,２辆抢险救援车,

１辆水罐泡沫车,１辆运兵车.

◆火灾及抢险救援　全年接警５３起,出

动救援５３次 (含增援),其中火警４０起,抢

险救援１３起,出动消防车１２５辆次,消防人

员５３７人次,抢救被困人员１０人,疏散人员

４７９人,抢救财产价值４２２万元,火灾直接经

济损失１３７万元.

◆自身建设　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开展各项

工作,注重理论和业务学习,１名干部参加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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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领导干部政治轮训,２名干部参加支队基层

党委 (支部)书记培训.开展党员培训发展工

作,年内２人被支队评为优秀共产党员,１人

被支队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发展预备党员２

人.推行 “党务联动主题党日”活动,整合精

简党务工作程序,建立健全公开承诺、党员自

评、组织点评、党员互评的民主评议党员制

度,对党员指战员进行监督.组织开展属地共

建活动,在学雷锋日、八一、革命烈士纪念日

等重要时段,组织开展革命传统、爱国主义等

系列教育,强化了革命优良传统教育.１１月９

日,门源县政府组织召开纪念习近平总书记向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授旗致训词两周年座

谈会,提升队伍荣誉感和社会认同感,部署开

展训词书写、征文、演讲等活动,在支队 “传

承红色基因,锻造忠诚卫士”主题演讲比赛

中,获得三等奖.９月,荣获支队 “践行训词

精神、担当神圣使命”主题演讲朗诵比赛朗诵

组第一名、演讲组第二名的好成绩,代表支队

参加总队 “践行训词精神、担当神圣使命”主

题演讲朗诵比赛荣获第一名.一名消防员考取

中国消防救援学院.

◆脱贫攻坚　门源大队按照省、州扶贫开

发工作会议精神及 «青海省农村脱贫攻坚 “十

三五”规划»«海北州脱贫攻坚工作方案»的文

件精神,与塔龙滩村 “两委”建立帮扶对子.

年内走访慰问４６户贫困户,送去米、面、油、

被套、床单等慰问品２３０件套１３９５０元,协助扶

贫工作组帮助结对贫困户传信息、学技能、帮

解困、助就业、促增收,完成脱贫验收.

◆救援能力建设　大队党委先后１２次召

开会议对全员岗位练兵、应急救援作战指挥力

量体系建设、体能达标创优、战训基础等工作

进行专题安排.大队分层级、分岗位开展消防

指战员理论、体能、装备、技能、作战环节、

战术操法、组织指挥等达标训练,年度训练时

间１１２个训练日,大队整体练兵氛围浓厚,成

效明显,大队综合优秀率７０％.结合辖区重点

单位实际,开展灭火救援演练,提高队伍扑救

火灾的攻坚能力.大队开展各类熟悉演练７５

次,对５８家重点单位预案进行重新修订,预

案修订率１００％.开展水源普查２次,修改４

处.根据总队 «应急救援作战指挥体系建设指

导意见»建设要求,落实 “１＋N＋X”的救援

编组模式,结合辖区灾害事故特点,细化８种

灾害救援作战力量编成,确定专业救援力量编

成 “N”的组建任务和 “X”的建设要求.先

后组织开展地质灾害救援拉动演练５次,公路

隧道灭火救援实战演练１次,山岳水域救援拉

动演练１次.９月,提请县政府组织高层建筑

灭火救援实战演练,组织应急、生态环境、气

象、供水、供电、通信等社会应急联动单位召

开联勤联动会,完善专家组档案,形成 “政府

统揽,多部门协同”的救援体系.３月,门源

消防救援站参加总队整建制轮训工作期间,队

伍管理正规,专业科目完成出色,完成培训任

务.７月,５名指战员参加支队专业救援技术

培训,提升专业救援能力.１０月,４名指战员

参与全省消防救援队伍多灾种综合灭火救援实

战拉动演练,完成演练脚本、解说稿的制定和

高层火灾扑救科目的组织与实施等任务,获得

总队党委班子领导及作战训练处的一致好评,

队伍攻坚打赢能力提升.大队按３人标准组建

直报直调通信小组,坚持开展拉动训练和实战

演练,组织通信拉动５０次.组建１６人 “轻骑

兵”前突小队和３６人 “志愿消防速报员”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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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县政府出台 «关于做好 “轻骑兵”前突小

队和 “志愿消防速报员”队伍管理工作的通

知»,做好 “两支队伍”管理工作.投入２０３６８

元新购增配无人机、POC等通信装备器材,提

升应急通信装备水平和保障能力.

◆基层基础建设　大队办公楼外立面改造

及扩建项目,总投资１３５万元,完工９０％.室

外训练塔建设项目,总投资６０万元,完成封

顶工作.体 能 训 练 馆 建 设 项 目,总 投 资 ３８０

万,完成主体竣工验收.完成室内装修设计、

审核等工作.总队战勤拉动演练期间,县委县

政府、文旅局、城管、电信、交警、农牧、气

象等部门,完成演练期间公告发布、场地设

置、垃圾处理、通信保障、灭蚊防疫、天气监

控等工作任务.６月,支队新训队集训期间,

开展门源旧站室外卫生间搭建、训练场地设

置、院墙粉刷、生活设施维修、库室设置等保

障任务,保证新训工作有序进行.７月,完成

支队专业救援技术培训班食宿、器材、场地等

保障任务.结合实战拉动演练工作实际,完善

物资储运机制,对库室设置、执勤器材储运进

行规范统一.推进党委理财议财制度,落实预

算管理,提高资金到位率和执行率,完成会计

系统、资产系统新旧数据衔接对应,确保新旧

会计制度的成功转换.规范油料管理,落实一

车一卡,规范伙食费开支和采购,保障指战员

生活水平.

◆消防安全治理　全年门源大队检查社会

单位３１１家、出动监督检查人员６２２人次、送

达责令改正通知书１０３份、督促整改火灾隐患

１１５处、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７份、临时查封

３家、罚款５１万元、组织火灾调查４０起.提

请县政府召开２０２０年度消防工作会议、冬季

火灾防控会议、消防安全三年整治工作会议,

与１２个乡镇及１９个县直部门签订 «消防工作

目标责任书»,从政府层面对全年消防工作进

行安排部署,召开消防联席会议,县委县政府

先后４次召开常务会、专题办公会研究部署消

防工作.提请县政府印发 «门源县 “十三五”

消防规划２０２０年度实施计划»,消防基础设施

建设得到落实,走访调研全县１２个乡镇提出

对策,向县政府上报 «门源县农村消防安全分

析报告»,为政府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推动

行业部门开展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指导行业

部门落实消防监管责任,向行业部门和乡镇发

送工作提示函１６份.突出疫情防控时期消防

服务模式,会同卫生部门,对全县医疗机构,

疫情防控点上门技术指导,配合相关部门开展

企业复工复查及学校复课前消防安全检查,联

合相关部门开展专项检查,确保小场所消防形

势稳定.组成联合检查组开展消防车通道违法

停放车辆突击检查行动,查处２起占用消防车

通道违法行为.全县除无物业的老旧小区外住

宅小区完成消防车通道、地上障碍物清理和标

线标志施划工作.物业管理单位落实管理责

任,整治小区电器线路私拉乱接和电动自行车

乱停放问题,物业服务单位推广设立电动自行

车集中停放充电点,现有１个高层住宅小区和

５个多层住宅小区完成集中充电点设置.落实

“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执法体系,执行监督执

法全过程记录,重点单位检查率１００％.定期

维护双随机系统 “两库”,确保 “两库”数据

真实准确,完善消防安全信用监管机制, “双

公示”信息录入率１００％.落实人员密集场所

“三自主两公开一承诺”制度,每月定期在工

作群中提醒,单位定时上报相关资料.加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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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节点安全管理,在重要节点向重点单位推送

消防安全提示信息,加强日常管理,落实消防

安全责任人、管理人职责,确保单位、场所安

全.在门源县安贞医院召开全州卫生医疗系统

消防安全规范化管理现场会,推动卫生医疗系

统规范化建设进程,提升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能

力.开展消防产品专项检查,联合开展消防产

品质量检查,办理１起消防产品违法案件,向

总队及部局消防产品检验机构送检消防产品５

件.大队定期召开监督执法工作例会,通报学

习每月执法质量考评情况,落实执法过程全程

记录、法制审核和自由裁量制度,确保执法行

为和执法质量双优秀.年内调查火灾事故４０

起,火灾事故调查率１００％.加强物防技防手

段,推行养老机构、小旅馆、出租屋等场所独

立火灾报警装置,年内安装独立火灾报警装置

３００余个.推动市政消火栓建设,完成本年度

１７个的市政消火栓建设任务.提请县政府建立

青石嘴镇乡镇消防队,完成营区及站房选址划

拨工作,营房和营院改造方案经县委、县政府

研究同意决定改造.向县政府、县应急管理局

上报了 “十四五”消防救援事业发展规划,将

“十四五”消防规划纳入了本县应急管理事业

发展规划.

◆消防安全宣传　以消防宣传 “五进”为

载体,开展 “防灾减灾日”“安全生产月”宣传

活动.利用广播、电视等载体,普及安全常识,

联合多部门开展上门入户宣传活动,加大消防

安全宣传力度,群众消防安全意识提高.全年

大队完成省级媒体８条、县级媒体２６条.分批

次开展重点人群的消防培训工作,开展各类培

训５０余次、培训人数４０００余人,指导社会单位

完善档案资料和相关制度规章制定,现场指导

单位开展演练３０余次.明确指定消防专兼职人

员,配合支队全媒体中心开展工作,设置户外

大型消防宣传牌１处、建设完成２条消防主题街

道及１个人员密集场所固定消防宣传点,制作

完成农村消防公益广告２条,向主要媒体推送.

县级消防科普教育基地和学校消防科普体验点

完成建设投入使用,开展 “１１９消防宣传日”宣

传活动,组织全县消防安全委员会成员单位、

重点单位、其他社会单位和群众２０００余人开展

“１１９消防宣传日”宣传活动.

(审稿:闵家智　撰稿:周扬淋)

政协门源县委员会

全体会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门源回族自治县第

十六届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４

月７~９日在浩门镇举行.会议审议批准李汉

珠主席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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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占寿副主席代表

门源回族自治县第十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所

作的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与会委员列席门源

回族自治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

议,听取并讨论马晓峰县长所作的政府工作报

告以及其他有关报告,对上述报告表示赞同.

会议认为,过去的一年,门源县贯彻新发

展理念,推进 “六稳”和促改革、抓生态、惠

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在复杂多变

中负重前行,在干群忧虑中稳定人心,在爬坡

过坎中担当作为,在凝心聚力中共促发展,为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

基础.政府工作报告总结工作实事求是,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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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积极稳妥,制定措施切实可行.委员们围

绕基础设施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民生改善等

方面建言资政,提出许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建

议,广泛凝聚各方共识.

　　４月７~９日,县政协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五次全体

会议在浩门镇举行 (段维梧　摄)

会议认为,过去的一年,在中共门源县委

的领导和县政府的支持下,县政协常委会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

重要思想贯穿于政协履职的全过程,维护核

心、围绕中心、凝聚人心、践行初心,坚持人

民政协性质定位,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推进建

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协商议政,建言

献策,发挥人民政协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

协商机构作用,为门源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智慧

和力量.

会议强调,２０２０年是建成小康社会、实现

脱贫攻坚和 “十三五”规划目标的收官之年,

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也是

县政协贯彻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和中央政协工

作会议精神的重要一年.全县政协各参加单位

和全体政协委员以中共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增强 “四个意

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

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政协

工作的领导,在确保政协事业正确方向上彰显

站位.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在助推全县高

质量发展上体现担当.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在

广泛凝心聚力上发挥作用.加强履职能力建

设,在强化责任担当上展现作为,谱写新时代

门源政协事业发展的新篇章.

会议号召,全县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广大政

协委员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在中共门源县委的领导下,围绕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和全县改革发展稳定

大局,以服务全县中心工作为主线,以助力打

造 “三个生态”的绿水青山为着力点,以服务

民生改善为重点,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

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为

实现门源县 “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与全

国、全省同步建成小康社会汇聚正能量、作出

新贡献!

常务委员会议

◆十六届十四次会议　２０２０年３月４日,

召开县政协十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

会议.会议学习中央政协工作会议精神,省政

协第十二届三次会议精神和省委副书记、省长

刘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张光荣

参加海北州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精神.会议讨

论通过召开县政协十六届五次会议的决定 (草

案),通过县政协十六届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报

告 (草案)和县政协十六届委员会常委会关于

第四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草案),

推举李汉珠主席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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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报告人,李占寿副主席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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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门源回族自治县第十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第四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报

告人.会议通过县政协十六届委员会第五次会

议议程 (草案)、日程 (草案)和执行主席名

单 (草案).会议讨论通过县政协十六届委员

会常务委员会２０２０年调研视察课题.会议研

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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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维汉等３

名同志辞去委员职务请求的决定 (草案)»,

由于工作调动和个人原因,中共界委员马维

汉和郭海彦同志已调离门源,马俊武同志长

期因病不能参加履职活动,不再具备履行委

员职能的条件,同意辞去政协委员职务.县

政协主席李汉珠主持,副主席李生彪、李占

寿、才登出席.

◆十六届十五次会议　２０２０年４月９日,

召开政协门源回族自治县第十六届委员会第十

五次常委会议.会议听取参加县政协十六届五

次会议各组审议讨论情况汇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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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委员会关于撤销苏廷玺委员资格的决定 (草

案)»,决定撤销苏廷玺县政协委员资格.审

议通过政协门源回族自治县第十六届委员会第

五次会议决议 (草案).县政协主席李汉珠主

持,副主席李生彪、李占寿、才登出席.

◆十六届十六次会议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５

日,召开县政协十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六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精神、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州委人大、政

协工作会议精神.会议听取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喇海峰作的政情通报.围绕 “深入推进人居环

境整治,共建美好家园”主题开展协商议政,

青石嘴镇、东川镇,委员代表马如云、马福先

依次进行发言.县政协主席李汉珠主持会议,

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李洪才,县人民政府

副县长喇海峰,县政协副主席李生彪、李占

寿、才登出席.政协党组成员、各专委会主任

及县 “一治两创办”和各乡镇负责同志列席

会议.

专门委员会工作

◆民族宗教和社会法制委员会　７月６日,

举办以 “夯实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

基础”为主题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专题讲

座.县政协主席李汉珠,副主席李生彪、李占

寿、才登及政协机关干部职工参加.９月３０

日,举办了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

快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建设”为主题的政协讲

堂,邀请省委党校高级讲师赵英进行专题讲

授.县政协机关干部及部分委员参加讲座.

◆经济和农业农村委员会　４月８日,举

办２０２０年度第一期 (总第十期)政协讲堂,

邀请县公安刑警大队队长李海邦结合真实案

例,讲解当前常见电信诈骗、网络诈骗、保健

品诈骗等的作案手法.县卫生监督所甘海峰结

合门源实际,介绍传染病的分类、特点、传播

方式,讲解如流感、水痘、手足口病、非典、

艾滋病等传染病的临床症状,以及新冠肺炎的

预防措施.倡导广大政协委员要养成良好生活

卫生习惯,加强体育锻炼,注意清洁卫生,做

好预防常见传染病.４月２３日,县政协党组书

记、主席李汉珠带领部分县政协委员赴青石嘴

中心卫生院、青石嘴寄宿制小学、青海生态源

物流服务有限公司、县寄宿制小学、县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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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非现场电子监管平

台工作室等地,开展全县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

作情况调研,了解近年来全县食品药品安全监

管工作的基本情况、取得的成效以及存在的困

难和问题,针对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意见建

议,为县委、县政府促进全县食品药品安全监

管工作提供决策参考.

◆提案和学习文史科教委员会　５月２０

日,召开县政协十六届五次会议提案交办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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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登,县十六届委员

会提案委全体成员,县政府办、县住建、交通

和运输局等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通报十

六届五次会议委员提案立案情况.常务副县长

丁国胜在讲话中要求各提案承办单位和部门要

理解把握提案办理工作的重要性,同心协力搞

好提案办理工作.县政协副主席李生彪要求各

承办单位提高思想认识,增强提案办理工作的

自觉性,把提高提案办理质量摆在更加突出位

置,加强与委员的沟通联系,直接回应委员关

切,做好办前、办中和办后的沟通协商工作,

提高提案办理质量,增强办理实效.７月１０

日,县政协与县妇联在县委党校,联合举办

２０２０年第二期 (总第十一期)政协讲堂暨巾帼

讲堂,邀请青海省妇女干部学校客座教授、国

家高级心理学讲师、青海至爱心理管理培训中

心负责人、青海省心理咨询协会心理咨询师导

师丛培玲给作了题为 «阳光心态与幸福人生»

专题讲座.县政协委员、县政协机关干部职工

及全县各行各业妇女职工参加.１１月５日,召

开十六届五次会议委员提案督查督办会,县住

建局、县农牧水利科技局等１２个提案承办单

位对提案具体办理情况作汇报,参会领导和委

员们对办理情况发表意见建议,县政府副县长

喇海峰作总结讲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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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活动

１月７日,县政协副主席李生彪、才登带

领部分政协委员赴联点的东川镇却藏村开展

“迎新春献爱心”下乡服务活动,并协调青海

安贞医院为该村村民开展义诊活动.

１月３１日至２月２日,县政协党组书记、

主席李汉珠率领县疫情防控指挥部第二督查组

成员前往门源动车站、青石嘴镇、青石嘴超限

站、铁迈检 疫 站、北 山 乡、西 滩 乡、苏 吉 滩

乡、皇城乡、麻莲乡督查督导疫情防控工作.

副主席李生彪、李占寿、才登分别赴泉口镇、

苏吉滩乡督查督导,总结工作当中的经验和做

法,反馈督查督导中发现的问题,确保全县疫

情防控工作做到无死角,人员无遗漏.引导群

众认清疫情形势,不信谣不传谣.政协办公室

印发 “告全体政协委员倡议书”,号召各政协

委员 在 界 别 群 众 当 中 起 到 引 导 和 示 范 带 动

作用.

３月１６日,召开县政协机关警示教育会.

县政协主席李汉珠,副主席李生彪、李占寿、

才登及全体干部职工参加.会议传达中共海北

州委十二届七次全体 (扩大)会议、中共海北

州纪委十二届五次全体 (扩大)会议精神、中

共门源县委十六届七次全体 (扩大)会议、中

共门源县十六届纪委第五次全体 (扩大)会议

精神,通报白顺兴严重违纪违法典型案例,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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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加措违纪违法典型案例、海北州关于４起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的典型案例、县

文化馆私设 “小金库”典型问题的案例等违纪

违法典型案例.

４月８日,在县会议中心召开县政协十六

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县领导孙绣宗、马晓

峰、李洪才、马玉柱、李汉珠、李生彪、李占

寿、才登、李 玉 清、丁 国 胜、冯 生 禄、王 万

平、康秀莲、杨建清、华卡才让、马生明、郑

剑萍、周洛、坎本才让、韩忠明、易钧出席,

县政协全体委员、政协全体干部职工参加会

议.李汉珠代表政协门源县第十六届委员会常

务委员会作工作报告.报告从五个方面总结了

县政协一年来的工作: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在

正确的政治方向中砥砺前行;坚持围绕中心,

主动履职建言,在服务改革发展中展现新作

为;加强和改进民主监督,在助力重大决策部

署贯彻落实上有新举措;坚持大团结大联合,

在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强大合力上有新拓展;坚

持强基固本,强化使命担当,在促进政协工作

提质增效上有新突破.县政协副主席李占寿向

大会作县政协第十六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以来

提案工作情况报告.县政协十六届四次会议以

来,全体委员共提交提案６０件,经审查立案

２２件,立案率为４２３％.２２件提案全部办结,

办复率为１００％,提案者满意率１００％.会议

书面传达省州两会精神.

４月２３日,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李汉珠

带领部分县政协委员赴青石嘴中心卫生院、青

石嘴寄宿制小学、青海生态源物流服务有限公

司、县寄宿制小学、县中医院、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食品非现场电子监管平台工作室等地,开

展全县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情况调研,了解

近年来全县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基本情

况、取得的成效以及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４月２２日,县政协副主席李占寿带领部分

政协委员对门源县社会救助工作进行调研,包

括民政工作机构、人员情况、社会救助工作内

容及成效、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困难.

５月７日,县政协副主席才登带领委员调

研组前往县文化馆、南关清真寺、浩门古城、

下阴田清真寺和仙米寺调研全县文物保护工

作,发掘文物古迹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宣

传文物保护知识,增强全社会的文物保护意

识、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查处破坏文物保护

工作的违法行为,确保全县文物保护管理和利

用步入有序的发展轨道.

５月１４日,县政协党组组织召开 “五＋

四”主体责任书签订暨从严治党工作推进会.

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县政协党组副书记、

东川镇党委书记王万平和县政协党组各成员参

加会议,不是党组成员的副主席和各委办负责

同志列席会议.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李汉珠

主持会议并讲话.推进会上,县委组织部副部

长马占青宣读县委关于王万平兼任县政协党组

副书记的任职决定.鉴于党组人事变动和县政

协机关党组新成立的实际,会议研究讨论拟报

县委审批的县政协党组成员分工调整事项,研

究批准县政协机关党组分工事宜,并安排部署

县政协党组 “深入反思系列腐败案件,着力打

造政治生态的绿水青山”专题民主生活会相关

工作.

５月１９日,县政协副主席李生彪带领委员

调研组前往县绿色蔬菜种植基地暨扶贫产业

园、县绿健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县富源光

伏扶贫电站、头塘村、寺尔沟就全县巩固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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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 攻 坚 成 效 推 动 乡 村 振 兴 工 作 情 况 开 展

调研.

５月２１日,县政协机关全体干部职工、部

分县政协委员在县政协常委会议室集中收看全

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开幕会.县政协主席李

汉珠,副主席李生彪、李占寿、才登参加.

８月１３日,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李汉珠

带领部分政协委员,赴苏吉滩乡调研牧区创新

推广社会治理新模式工作.

９月８日,县政协视察组赴气象社区、边

麻掌村、南关清真寺等地视察全县民族团结进

步创建工作.县政协副主席李生彪、李占寿,

部分 县 政 协 委 员、县 委 创 建 办 负 责 人 参 加

视察.

９月２１日,县政协党组组织召开警示教育

会.部分政协委员、机关干部职工近３０人参

加会议.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李汉珠出席会

议并讲话,党组成员、副主席李生彪主持会

议.会议组织观看由省纪委监委以 «群众利益

无小事»为主题摄制的专题片———青海漠视侵

害群众利益违纪违法案件警示录.

９月２２日,县政协召开由各专委会主任及

专委会委员参加的专委会工作联席会议.会议

集体学习习近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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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大会上的讲

话精神、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强新时

代人民政协党的建设工作的若干意见»以及

省、州、县委出台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

工作实施意见精神等,以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相关章节内容和西藏工作会议精神

等.通报民族宗教和社会法制委员会、经济和

农业农村委员会、提案和学习文史科教委员会

２０２０年以来工作开展情况.

１０月２６日,县政协召开作风突出问题集

中整治专项行动动员部署会议.县政协党组书

记、主席李汉珠主持会议,副主席李占寿、才

登出席.会议传达学习省州县专项行动动员部

署会议精神.安排部署县政协党组开展作风突

出问题集中整治专项行动.

１１月６日,县政协党组召开 “从严从实抓

好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县政

协党组书记、主席李汉珠,副主席李生彪,党

组各成员、机关支部党员,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马占青,县纪委常委李新林莅会指导.副主席

李占寿、才登,党外专委会主任列席会议.

１１月９日,县政协开展作风突出问题集中

整治专项行动专题研讨.县政协党组书记、主

席李汉珠出席并讲话,副主席李生彪、李占

寿、才登参加研讨.研讨会围绕 “学习新思

想、履职新发展、树立新形象”主题,结合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内容和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

学习,进行理论交流,旨在通过学习交流,提

升履职水平,促进作风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专项

行动取得实效.

１１月１２日,组织部分政协委员赴县公安

局、浩门镇司法所、向阳社区等单位对全县

“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进行视察,李生彪、李

占寿、才登参加.

１２月２５日,县政协召开专题协商议政性

常委会议.是政协 “请你来协商”议政模式的

有效尝试.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李汉珠主持

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李洪

才,县政府副县长喇海峰,县政协副主席李生

彪、李占寿、才登出席会议.会议围绕 “深入

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携手共建幸福美好家园”

主题开展专题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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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职工作

概述　坚持围绕中心,主动履职建言,在

服务改革发展中展现新作为.把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作为政协履职的第一要务,聚焦全县重点

工作和民生实际,调研协商,建言献策,为党

委政府推进改革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围绕中心工作履职作为　坚持 “在参与

中支持,在支持中服务,在服务中监督”的工

作理念,投身全县重大项目建设、生态环境保

护、人居环境整治、基层组织建设等重点工

作.主席会议成员落实重大项目包抓责任,抓

实抓好乡镇、村 (社区)联点工作,参与全县

重点工作督导等县委安排的相关工作的落实,

动员引导各界别政协委员,全方位、常态化参

与中心工作,为县委、县政府推动工作补位帮

忙、拾遗补阙、当好助手.紧扣改革发展开展

调查研究.把调研协商作为政协履职建言的重

要途径,按照县委全委会暨经济工作会议确定

的发展思路和目标任务,组织委员围绕 “全县

农牧产业转型发展”“金融支持地方发展”“宗

教寺院规范化管理” “学前教育工作情况”等

课题开展调研,提出意见和建议３０余条,推

动相关问题的解决.配合省、州政协就青海传

统民族刺绣的传承发展、涉藏地区脱贫攻坚及

经济发展、乡村旅游发展、职业教育发展等议

题深入调研协商,结合县情实际反映意见建议

２０余条,部分建议得到省、州相关部门的重视

和采纳.贴近民生热点协商建言,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履职理念,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

好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作为履职建言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针对群众普遍关心的城区交通秩

序管理、物业管理服务提升、环境卫生治理等

民生热点问题开展协商,就优化工作思路、健

全工作机制、创新服务模式、补齐工作短板、

呼吁解决问题,提出意见建议１６条,为推动

工作提供了参考.以州县联合协商形式,对

“遏制农村彩礼过高习俗”“对工程建设项目招

投标工作进行督查治理”两个重点提案进行协

商办理,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取得成效.聚

焦脱贫攻坚主动献计出力,紧盯脱贫攻坚巩固

提升,服务脱贫攻坚大局,开展脱贫帮扶工

作.对脱贫攻坚巩固提升工作情况组织开展专

题视察活动,提出相关意见建议４条.全体机

关干部职工执行联乡抓村帮户工作制度,先后

多次到东川镇却藏村开展结对帮扶,协力镇村

解难题、办实事、补短板、强基础.

◆加强和改进民主监督　在助力重大决策

部署贯彻落实上有新举措,改进政协民主监督

工作,优化工作机制、拓展关注领域、深化监

督实践,民主监督工作实效得到增强.强化民

主监督制度保障,着眼加强和完善政协民主监

督职能,增强民主监督实效,在实践探索的基

础上,提请并经县委研究制定 «关于加强和改

进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工作的实施意见»,对民

主监督工作的原则、内容、形式、程序等提出

明确要求,为规范开展民主监督工作提供制度

依据和工作遵循.探索民主监督工作路径,发

挥政协反映社情民意直通车的优势,在完善会

议监督、视察监督、提案监督和专项监督的基

础上,创新民主监督路径,探索民主监督与网

络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相融合的监督模

式,通过委员微信群、社情民意信息,收集整

理社会各界和委员群众的意见呼声,上报社情

民意信息４期,民主监督领域得到深化和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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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推动民主监督工作实践,深化视察监督,

围绕全县脱贫攻坚巩固提升工作情况、民族团

结进步创建、依法治县 (普法宣传、平安建

设)、物业管理服务等内容组织委员开展专项

视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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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参

考.不断强化提案监督,加强提案跟踪服务和

监督落实,坚持党委政府主要领导、政协领导

班子成员领衔督办制度,完善定期与承办单位

联系沟通机制,围绕提案办理方案、办理过

程、办理效果开展全程跟踪,加大督办力度.

十六届四次会议审立提交的２２件委员提案全

部办理答复,办复率１００％.首次推行县长、

副县长领题督办政协委员提案工作机制,得到

县政府领导的大力支持,取得很好的办理实

效.开展评议监督,为政协委员开展民主监督

提供条件、搭建平台,年内选派委员参加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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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０余人次,民主监督工作实践更加深入.

◆凝聚共识助发展　坚持大团结大联合,

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强大合力.围绕推动经济

建设、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增进民

生福祉等全县工作大局,加强联系联谊、优化

宣传引导、深化交流互动,为改革发展汇聚正

能量、增添新动力.高举团结民主大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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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做团结的黏合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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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党委周围.通过开展委员大走访、大宣讲、

大调研活动,鼓励委员走出去、下基层,向社

会各界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惠民政策,听取和反映群众意愿呼

声,协调化解各方面矛盾问题,彰显政协组织

联系社会各界、协调各方关系、维护和谐稳定

的职能优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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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门源声音,为门源县守正创

新、砥砺奋进各项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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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政协共识在门源发展建设实践中得到巩固.

加强与兄弟县 (区)政协的互动交流,先后承

接各地政协委员来门源考察交流２０余批次,

选派人员就委员履职、文史资料征编等工作赴

海南州政协进行交流,增进政协对外宣传和互

联互学.加强文史征集,凝聚文化力量,注重

以文化人、以史资政,弘扬地域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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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文史资料教育人、

引导人、团结人的工作.挖掘传统文化和本土

史料,开展 «门源文史» (第十二辑)征编工

作.共征集到重要史料２１万字,内容涵盖门

源县域内家园发展、扶贫攻坚、对口援建、古

迹寻根、农耕文化、民俗文化、民谣文化、事

件渊源、古道变迁等十大方面３０个不同侧面

的内容.根据州政协通知要求,为展现各族干

部群众尽锐出战、决战脱贫攻坚的阶段性成果

和经验,征集完成全县脱贫攻坚工作纪事史料

１４篇.完成州政协文史委征集的 «红色文化

———海北印记»的有关稿件编写工作,报送

«旱台民兵连»等６篇稿件,完成回族民俗、

回族美食、回族刺绣、非遗进校园等史料的挖

掘、整理工作,组稿上报 «门源回族习俗系

列»«门源回族宴席曲»等文史资料.

(审稿:梁军　撰稿:马学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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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检监察

概述　中共门源县纪律检查委员会由门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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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是行使全县国家监

察职能的专责机关.中共门源县纪律检查委员

会与门源县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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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编制２３个,其中行政编

制２２个、工勤编制１个.县纪委监委班子成

员共９名,其中援青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

１名.设中共门源县纪律检查委员会信息中心,

核定事业编制７名,设３个综合派驻纪检监察

组,对全县４５家县级党和国家机关进行派驻

监督.

◆强化责任担当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提高政治素养

为目标,学习贯彻中央、省州纪委全会和县委

七次、八次全会精神,分析发生系列腐败案件

的原因,结合实际集体研究讨论２０２０年工作

重点,细化任务清单,理清工作思路,明确工

作目标.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年内召开县纪委

常委会 (监委委务会)１６次,研究工作３９项,

提请县委常委会、县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小组会

议研究１９项,定期或不定期向州纪委监委汇

报案件工作１０余次,向县委汇报重点工作５

次,确保纪检监察工作在上级纪委监委和县委

的领导下有序推进.强化压力传导,在年初县

委和县纪委全会上,对２９名党委 (党组)书

记、纪委书记履职情况进行点评,提出意见建

议、督促整改.对落实 “两个责任”不力的２

个党组织和３名党员领导干部进行问责.对年

终考核排名末尾的８个单位进行通报,将考核

中存在的问题反馈给各单位县级分管领导,由

县级分管领导对单位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督

促整改落实,压实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第一责任

人责任和领导班子成员 “一岗双责”责任.在

县委巡察反馈会上,县级分管领导参加并签收

«巡察反馈意见»,压实县级领导督促分管单位

积极履行巡察整改的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

任,分层分级传导整改压力.在全县重大项目

开工仪式上,对项目建设各方责任主体进行廉

政提醒,教育引导各责任单位筑牢廉洁从建意

识,严防 “项目建起来,干部倒下去”.为政

治生态精准 “画像”.年初,对全县政治生态

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形成政治生态分析报

告,为县委决策提供依据.规范健全２７０名科

级领导干部廉政档案,严把党风廉政意见回复

关,全年回复廉政意见１５１９人次.

◆廉政文化宣传　以 “清风门源廉政文

化宣传月”活动为抓手,推进廉政文化宣传教

育,营造浓厚的廉政氛围,采取 “廉政文化宣

传月＋检举控告宣传周＋廉政文化下乡巡演”

的形式,廉政文化进乡镇巡演１４场次,展出

展板１００余块,悬挂横幅７０余条,发放宣传

资料８０００余份.以点带面,打造东川镇小微

权力 “３３４”清单、青石嘴镇家门口的 “小纪

委”、卫生健康局 “六廉六责健康门源”等

党风廉政建设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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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月１２日,门源县召开干部警示教育大会 (县委宣传部提供)

　　◆疫情防控 “监督战”　印发关于做好疫

情防控监督工作的通知,紧盯关键环节,通过

“监” “帮” “促”织密织牢疫情防控责任网、

宣传网和防控网,为疫情防控重大决策部署的

落实提供坚强的纪律保障.

◆专项治理　对脱贫攻坚、生态环保、扫

黑除恶、 “小金库”治理、 “厕所革命”、制止

餐饮浪费等１４个专项治理工作累计开展监督

检查４３次,发现并督促整改各类问题２５３条,

提出整改建议７条,下达纪律检查建议书６

份.处置并办结扶贫领域问题线索４件,其中

县委书记领办１件,乡镇党委书记领办１件.

２０１８年以来受理处置的３５件涉黑涉恶问题线

索全部办结,给予党纪处分１５人,政务处分

１３人,其中双处分１２人,取消退休待遇２人,

诫勉谈话４人,移送司法机关２人,累计收缴

违纪款５９４９万元.

◆各类反馈问题整改　强化对中央和省州

各类反馈问题的监督检查,倒逼各党委党组责

任和整改任务落地落实.推动脱贫攻坚、生态

环保、巡视巡察、党风廉政、 “厕所革命”等

重点领域反馈的１０３条问题按时完成整改.省

委第四巡视组对门源县巡视 “回头看”问题反

馈后,县纪委监委主动认领问题,召开专题会

议研究相关整改措施,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

改任务、整改时限、整改责任科室及责任人,

压实整改责任,多次召开书记办公会议,听取

整改进展情况,督促加快整改进程,研究解决

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向省委巡视办、省纪委监

委第六监督检查室和州纪委监委汇报整改进展

情况,把关整改成效.全年涉及纪委监委牵头

整改的１２个方面的问题整改完成.

◆强化换届选举纪律保障　围绕村 (社

区)换届选举工作,主动作为,强化督促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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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组成３个监督检查小组,先后对１２个乡

镇１０９个村和８个社区开展督导检查.为换届

选举划出红线、亮明底线、拉起 “高压线”,

依托 “门源纪检监察” “门源党建”等微信公

众平台,发布严肃换届纪律信息８０余条,阅

读量５万余次,发放 “十严禁”宣传册５０００

余份.严把村 (社区) “两委”候选人政治关、

廉洁关、纪律关,对１名不符合条件的候选人

取消资格.以 “微党课”的形式对联点乡镇各

村党支部班子提出要求,上好任职第一课、扣

好履职第一粒扣子,督促各乡镇党委、乡镇纪

委完成新任职村支部委员任前廉政谈话,提高

新一届支部委员的角色认知、党性认识和履职

能力.

◆集中整治作风突出问题　按照省、州作

风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专项行动的部署要求,紧

盯 “三个清单”,强化监督检查,四个督导检

查组开展督导检查５轮次,发现问题２２条,

提出督查建议２２条.督促全县各级党委 (党

组)按照 “边学边查、边学边纠、边学边改”

的要求开展专项行动,查摆班子作风突出问题

１５４条,乡科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查摆问题

６００余条.针对存在的问题,制定整改措施,

以整改助推全县党员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再上

新台阶.

◆纠治 “四风”　把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及实施细则和省州县若干措施规定作为一项

重大任务来抓,紧盯重要节日、节点,印发关

于加强作风建设的通知,严防 “节日病”和

“四风”问题反弹回潮.全年开展监督检查１６

次,发现并督促整改问题１６５条,印发通报７

期,严明节假日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使纠治

“四风”成为常态.注重抓早抓小,运用第一

种形态约谈函询、批评教育６４人次,在纪检

监察微信公众平台推送节前廉政提醒信息１６

条,提前预防,早提醒,早警示,筑牢防腐拒

变和抵御风险的思想防线.

◆案件查办　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

忍惩治腐败,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全年县纪

委监委受理信访举报５２件,受理问题线索６５

件,处置问题线索 ６０ 件,立案审查调查 ２２

件,结案６件,正在办理１６件.给予党纪政

务处分１６人,其中党纪处分１０人、政务处分

２人、双处分４人.诫勉谈话１５人,谈话提醒

３人,留置３人,移送司法机关２人.配合省

州纪委监委办案,完成省纪委监委指定管辖金

融领域腐败案１件,移送司法机关.

◆警示教育　坚持用身边的事教育身边的

人,拓展警示教育活动的宽度和深度,坚持关

口前移,预防在先,多层次开展警示教育.县

级层面召开警示教育大会４次,副科级以上领

导干部达７３７人次.警示教育基地开展警示教

育活动３９场次,受教育干部１１００人次.各党

委 (党组)召开警示教育活动１０８场次,接受

教育干部达３６０７人次.

◆以案促改工作　派员参与各党委党组

“深入反思系列腐败案件,打造政治生态的绿

水青山”专题民主生活会,督促各党委 (党

组)举一反三,检视问题,剖析问题根源,开

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压紧压实以案促改工作责

任.以苏廷玺、冯永茂严重违纪违法案为鉴,

督促县交通局、县住建局党组召开警示教育大

会和以案促改专题民主生活会,剖析发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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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堵塞制度漏洞,做到标本兼治.

◆巡察工作　按照 “办＋组＋库”模式,

配齐配强县委巡察工作力量,核定县委巡察办

行政编制４名,调整充实巡察组组长库干部１５

名,副组长库干部２５名,工作人才库干部６０

名.对４个部门单位开展常规巡察,对扶贫开

发领导小组成员各单位开展脱贫攻坚专项巡察

“回头看”,延伸巡察村党支部２个,督促整改

完成问题２０９条,巡察覆盖面达９５６％.制定

出台 «选用优秀年轻干部参加巡察工作实施办

法»,实现干部成长与促进巡察工作 “两不误、

双提升”.

◆派驻工作　按照深化派驻机构改革要

求,落实派驻纪检监察组的机构和编制,配备

３名副科级组长和６名干部,履行职责.开展

监督检查１１５次,发现问题１４８条,完成整改

１４８条,督促完善内控制度４０条,开展个别谈

话３１人次,办理问题线索７件、立案２件.

◆自身建设　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班子成

员带头落实领导干部双重组织生活会制度和

“三会一课”制度,开展党性 “体检”,开展作

风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专项行动,检视查摆班子

及班子成员作风突出问题２１条,完成整改２１

条.选派干部参加省州纪委监委培训班８期,

选派３批７名干部到海东市化隆县纪委监委进

行为期各一个月的跟岗培训.选派５名干部到

省纪委监委参加 “８２３”青海银行原董事长

王丽违纪违法审查调查专案.组建门源纪委监

委工作专班承办省纪委监委指定管辖 “６２６”

省信用担保集团李某某职务犯罪专案,分两批

抽调４名乡镇纪委书记担任专案组安全员工

作,使全县纪检监察干部业务能力素质得到提

升.加强与山东威海市纪委监委沟通联系,争

取援建资金５０万元,选派１名办案骨干赴山

东临沂市纪委监委进行为期３个月的跟案学习

培训.

◆内部监督　加强内控机制建设,在办公

室设置干部监督检查职能,强化内部监督的基

础上,从全县范围不同行业、不同领域聘请了

１４名特约监察员,探索纪检监察系统主动接受

群众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的新路径,消

除对纪检监察权力监督的真空地带,压缩权力

行使的自由空间,彰显纪检监察机关主动接受

监督、自觉支持监督的鲜明态度,严管 “自己

人”,严防 “灯下黑”,实现纪检监察权力在

“阳光”下运行.

(审稿:李新林　撰稿:马艳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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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团体

工 会

概述　县总工会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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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和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及省州县

党代会和全会精神,县委十六届七次、八次委

员会精神,攻坚克难、锐意进取,开展思想引

领、建功立业、维权服务、工会改革、自身建

设等各项工作,团结动员广大职工在建设富裕

文明和谐美丽幸福新门源的实践中发挥主力军

作用,各项工作都取得新的进展.

◆思想引领　以习近平关于工人阶级和工

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央、省州群团改革工作

座谈会精神,把握新时代工会工作的新使命新

要求,发挥工会 “大学校”作用,加强和改进

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工会组织和工会干部

的政治站位,保持政治定力,贯彻省州总工会

各项工作部署,团结动员广大职工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坚定不移听党话、跟着领袖走,用

党的十九大、中国工会十七大精神引领新时代

工会工作.

◆各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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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渠道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架起工会与企

业、职工、群众之间的 “连心桥”.前往联点

村西滩乡东山村开展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中国工会十七大和工会主要负责人

“讲党课”、讲中央和省委一号文件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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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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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到东山村开展认亲结

对帮扶慰问活动,为１１户贫困户致富方面出

谋划策.通过党组书记到联点村、联点社区开

展 “七一”建党、党支部主题党日,县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总工会主席讲党课、廉政文

化等系列活动,让党员干部群众接受经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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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化廉政教育,把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作

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深入

学、系统学、反复学,吃透精髓、把握实质,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推动学习

贯彻走深走心走实,推动宣传宣讲全覆盖.以

“四个转变”的发展思路贯彻落实 “四个扎扎

实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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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门源经

济发展做贡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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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各级各类模范的评推工

作,落实关爱劳模的各项政策,通过各单位推

荐的候选人基本情况自下而上的认真讨论筛

选,并经过书面征求县委常委意见,在推荐对

象所在的单位、门源县融媒体中心、金门源微

信公众号进行公示后上报至上级工会,门源县

气象社区获得 “全省五一标兵岗”称号;海北

州第二高级中学、东川镇寺儿沟村获得 “州级

模范集体”;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东川镇

党委书记王万平,门源县中医院护士长陈海正

２名同志获得州级先进工作者;门源县生福腾

达劳务派遣有限责任公司靳生福、西滩乡光明

家庭农牧场窦光明、苏吉滩乡苏吉湾村杨连庆

３名同志获得州级劳动模范;青海海鑫矿业有

限公司授予全国 “安康杯优胜单位”、海北华

瑞藏毯有限公司员工韩永梅获得 “海北工匠”

称号.在全县工会干部职工中推进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组织动员各族干部职

工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民族团结进步、精准

扶贫、卫生健康等工作领域建功立业、贡献力

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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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职工　开展 “两节”送温暖、生活

救助、医疗救助等活动, “两节”期间慰问困

难职工４３０户,发放慰问金７６６５万元.疫情

期间发放生活补助９２１万元.贯彻落实省、

州一系列稳就业措施,保障人力资源交流服务

供给、满足疫情防控期间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

人才招聘求职服务需求.联合县人社局、青海

人才网举办２０２０年 “春风行动”网络招聘会,

为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提供不见面式就业招聘服

务.省内８６家企业参加网络招聘,其中门源

县参会企业１２家,提供就业岗位３２个,岗位

需求１８００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５７人.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后,主动担当作为,为一线职工

送关爱,扛起新时代产业工人的责任与担当,

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当好职工的知心

人、贴心人、 “娘家人”.为１２个乡镇一线干

部职工送去 KN９５口罩共１０００个,发放慰问

金１０万元,为疫情防控一线公安民警、医务

人员、新闻记者发放慰问金３２万元,为疫情

防控女职工及防控卡点发放慰问金１５２万元,

为复学复工复产单位发放慰问金１６６万元,

对受疫情影响造成生活困难的深度困难职工发

放生活补助资金 ９２１ 万元,共计 １２３４２ 万

元.助力企业复工复产,推动健康消费,聚焦

“六稳”目标,落实 “六保”任务,指导全县

各基层工会从本单位管理的工会经费中一次性

将全县工会福利费２００余万元,以消费券的形

式发放给工会会员,倡导干部职工购买日常生

活必需品和新型消费的升级换代产品,为全县

人民享受美好生活和现代文明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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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特殊时期支援全县经济建设做贡献. “开展

金秋助学”活动,推动和帮助解决好困难职工

子女上学难的问题,全年救助困难职工子女５１

人,资助金２６１万元.开展 “职工互助医疗

保障计划”活动,全年参保１０３个单位,参保

人３３５７人、参保金３３５７万元,报销金额７０

余万元.开展 “关爱园丁幸福教育”活动,

为１８所高中、初中及小学每名教职工５００元

标准、６３所幼儿园每名教职工３００元标准实名

制集中发放慰问券,共为职工３５０４人发放慰

问金１６１９万元.慰问敬老院及乡镇孤寡老人

９８名,送去价值２万元慰问品.组织３０余名

一线优秀职工赴广西桂林疗休养基地学习疗养

知识,激发干部职工的内生动力.开展对口援

建,协调对接对口援建工作,争取山东省威海

市总工会援建资金２０万元,拓宽工会工作渠

道.推进新时期职工文化建设,满足职工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需求,着眼新时代门源发展面临

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推动落实县委提出的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打造政治生态、社会生

态、自然生态的绿水青山,全面加强党的建

设”的发展思路,解放思想,抢抓机遇,埋头

苦干,把加强干部职工队伍思想政治建设作为

头等大事来抓,提升广大职工群众文化素养,

主动作为,大胆探索,落实县委 «关于进一步

加快门源县修复政治生态３条措施»,遵守党

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发展健康的党内政治

文化,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组织引导广

大职工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当好主力军,建

功新时代,修复净化全县政治生态.由门源县

总工会主办的职工公益课堂在天音艺术学校开

设拉丁、书法、瑜伽３个班,全县各乡镇、部

门及县直机关干部职工５９０余人参加.修复净

化社会生态,丰富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陶冶

职工情操,提高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搭建供

广大职工学习、娱乐、展示和提升的平台,为

广大职工打开一扇窗,让职工们看到更多更美

的 “文化风景”.开设职工公益课堂,贯彻落

实群团改革工作会议精神,保持和增强工会组

织的政治性、先进性.对全县３２家基层工会

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度工会经费进行审计,提高

工会经费使用透明化、公开化,推进工会党风

廉政建设.

◆劳动和谐　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

职工维权工作,着眼保就业、保收入、保安全

等职工关切的问题,职工获得感增强.以非公

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建会和农民工入会为重

点,扩大工会组织有效覆盖面,把更多的职工

群众吸引到党领导的工会组织中来.２０２０年,

全县建立工会组织１７４家,其中行政事位单位

工会１０４家,乡镇及村级农民工工会３２家,

企业工会３８家,会员１５４８８人,成立工会组

织３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健全协调劳动关

系三方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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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实施 «青海省企业工资集体

协商条例»,依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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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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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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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３１

群众团体




务活动,用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和维权典型案例

解答疑惑.接待咨询人员３００余名,展出宣传

展板５块、横幅５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１０００

余份 (册)、各类拎袋４００余只.加强新生代

职工的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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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工会系

统和谐稳定.

◆财务工作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省

政府２１条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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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疗救助、生活救助、金秋助学等救助金的发

放,按照救助原则执行,杜绝违规发放.杜绝

财务违规现象的发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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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财政拨付工会

经费３３０万元,上解州总工会工会经费９９万

元,下拨各基层工会经费１６５万元,保证各基

层工会工作的正常运转,解决工会建家难和开

展活动难的问题.对工会经费地税代收相关法

律法规进行宣传和解答,工会经费地税代征工

作宣传到位,使全县企业了解掌握地税代收工

作的目的意义、征收比例以及法规依据,提高

企业依法缴费的自觉性,保证工会经费地税代

收工 作 顺 利 开 展,确 保 企 业 依 法 缴 纳 工 会

经费.

◆职工之家建设　推进基层工会改革,坚

持增 “三性”、去 “四化”的改革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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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工会有效覆

盖.坚持党建带工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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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万元为８家基层工会

配备健身器材,用先进文化引领职工的思想意

识.全县建成职工之家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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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

成为职工学习、进步、成才的阵地.推进基层

工会组织和工会会员实名制录入工作,完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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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县委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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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服务职工等方面的工作.７月中旬,

全省新上岗社会化工作者培训班在门源县举

办,来自全省各市州总工会及所属县级工会新

上岗的社会化工作者５０人参加培训,培训从

工会基础理论知识、基层工会组织规范化建

设、工会经费使用与管理、新时代工会干部应

具备的观念、素质、应用文写作、工会干部应

知应会的法律法规等几方面授课.通过培训,

提高新入职社会化工作者综合业务能力水平,

使他们尽快适应新工作,做好职工利益的代言

人和娘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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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　按省总困难职工精准识别精

准帮扶精准解困脱贫方案,开展困难职工精准

识别工作建立困难职工档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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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贯彻全总落实城市困难职

工解困脱困工作责任制电视电话会议精神,落

实全总、省总、州总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安

排部署,把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摆上重要日

程,召开专题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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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领导小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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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

扶中心有单独账户,实行独立核算,按照会计

制度建立账簿,设置帮扶资金收支明细账目,

专账管理.向县委、县政府汇报困难职工解困

脱困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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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进一步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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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退

出,对漏填、错填困难职工信息的档案修改完

善,对新出现的困难职工进行补充建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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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解困脱困.并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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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领导小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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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

党风廉政目标责任书,强化责任分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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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廉洁、公正、高效,严格落实公务

车辆的管理.强化廉政教育,树立党员干部的

廉政意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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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党员干部动员部署会,对

党风廉政宣教活动进行全面安排部署.组织党

员干部认真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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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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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了思想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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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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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 “清风相伴廉洁立家”系

列活动,增强工会党员干部职工的党性意识、

法纪意识和廉洁意识,践行入党初心,推动全

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努力在全会形成崇清

尚廉的风气,开启清廉工会建设新征程,为加

快融合发展、打造至美门源,营造风清气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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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环境.

(审稿:闫良　撰稿:张晓霞)

妇 联

概述　妇联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践行初心使命,增

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

个维护”,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谋良

策、出实力、求实效.

◆疫情防控　县妇联开通疫情防控心理援

助１２３３８公益咨询热线,由６位巾帼志愿咨询

师提供心理干预和法律服务.创建以一线医务

人员为群成员的 “门源战疫”医务人员心理支

持群,心理咨询师在群内答疑解惑,通过发表

文字疏导、治愈型音乐和文章,开展心理测试

等,减轻一线医务人员的恐慌和紧张心理.为

浩门镇四个社区及浩门派出所女性工作者送去

１００个装有抑菌洗手液、湿巾、精油皂、矿物

盐、胶皮手套及爱心食品等物品的爱心慰问

包,为向阳路社区２户居家隔离人员送去生活

用品,先后协调门源县云梦发艺巾帼志愿者为

一线医务人员理发、门源县天音琴行为北山乡

下金巴台村劝返点捐赠８００个口罩和方便面等

物资,三八妇女节期间,携手县妇联执委及女

性 “两新”组织负责人慰问卫健系统 ６０ 名

“战疫”一线医务人员,送去价值１２７万元的

慰问品.对门源县公安局一线女民警、北山乡

东滩村、阴田乡上阴田村等７名村妇联主席以

及北山乡患重病的１名贫困妇女进行慰问和看

望,送去价值２０００元的慰问品和节日祝福,

提升广大妇女的幸福感、获得感.发放扶持资

金２４万元推动复工复产.为门源县第一寄宿

制中学捐赠消毒液１００千克、一次性手套１０００

双、一次性口罩１０００个,全力保障学生返校

开学.

◆思想引领　聚焦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

开展 “巾帼建新功”系列行动.做好 “家”字

文章.开展寻找 “最美家庭”活动,１８户家庭

分别被评为省州级 “最美家庭” “战疫最美家

庭” “最美战疫家庭” “绿色家庭示范户”.联

合浩门镇、西滩乡、东川镇３个乡镇纪委组织

１００余名女干部开展妇女干部廉政教育,引导

妇女争当 “廉内助” “贤内助”.参加全省 “廉

洁家风好榜样”展示活动,作为典型单位代表

进行访谈,协办 “阳光清风　正气海北”、“清

风门源廉政文化宣传月”、“清风门源”廉政知

识竞赛等活动.深入社区、机关、家庭教育指

导中心举办家教家风活动１９场次.助力妇女

“双创”展风采.申报１个省级巾帼脱贫示范

基地,争取扶持资金１万元;引导妇女积极参

与家政服务、手工制作等产业发展,与县文旅

局等部门联合组织８０名门源绣娘到海北州西

海镇参加 “祁连山刺绣”培训班,助推 “祁连

山刺绣”的创造性转化、产业化发展,与县人

社局联合在西滩、北山等３个乡镇举办３期巾

帼家政培训,培训２００名妇女.引导各行各业

妇女增强本领、争创一流,培树省级巾帼文明

岗、城乡妇女岗位建功先进集体３个、省级农

牧区科技致富能手２名;州级三八红旗集体、

城乡妇女岗位建功先进集体６个,三八红旗

手、巾帼建功标兵９名. “互联网＋妇联”有

声有色.利用 “门源女性之声”公众号开设居

家健康、线上维权、事迹展播、暖心慰问等线

上主题系列活动,开设 “法治门源巾帼在行

动”等６个专栏,重点普及法律知识和女性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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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防疫知识、手工制作技能知识,介绍身边

的典型及部分儿童战疫作品,引导广大妇女坚

定信心、同舟共济,学习身边先进典型,提高

门源县妇女姐妹和家庭对疫情防控期间相关政

策的了解,以及应对疫情防控的有效措施构建

新形势下 “互联网＋妇联”的工作格局.

◆平安建设　参与 “四下乡”、安全生产、

公民道德宣传日等各类主题宣传活动１７次,

悬挂横幅１０余条、发放宣传资料３０００余份,

开展 “平安建设 (社会治理)暨婚姻家庭矛盾

纠纷化解宣传月”活动,提高农牧区妇女的维

权意识、普及法律知识.接待妇女群众来信来

访３１起,其中婚姻家庭权益类案件３１起,开

具转办案件介绍信３份,协调正志律师事务所

的妇儿维权岗提供法律援助１００起,其中妇女

案件９７起、未成年案件３起.联合公安、司

法等部门化解矛盾纠纷、提供法律援助,维护

妇女的权益.联合县司法局开展以 “法润万家

万家平安”为主题的法律进家庭活动,开展

“巾帼法律明白人”培训１２场次,培训巾帼法

律明白人１１７人次、印发妇女议事会会议记录

本１５０本,在２４个村、５个社区推行妇女议事

会工作机制,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原则

推动诉求表达,维护妇女合法权益,在１１７个

村 (社区)建立组织机构,试点村 (社区)制

定工作制度,按照 “五步议事法”先行开展.

◆社会治理新模式　联合苏吉乡党委政府

在药草梁村开办 “美家”巾帼超市,村妇联主

席任超市经理,将环境卫生、善行公益、文化

事业、表彰奖励、村规民约执行、参与村级治

理等情况细化为积分,制定积分细则,以 “不

做不积分,做了就积分,多做多积分,做错扣

积分”的方式,按月将本村各户家庭的积分情

况张榜公示,以所得积分兑换超市内日常生活

用品,激励全村妇女争做巾帼志愿服务者,主

动参与村级事务、环境卫生整治及家庭文明创

建等各项活动中去,形成妇女先行,人人参

与,家家户户行动的社会治理新模式,带动乡

风民风好转.

◆助力人居环境整治　印发 «在全县范围

内开展 “助力乡村振兴家庭环境卫生整治巾

帼行”活动工作方案»等３项实施方案,以

“美丽家园”创建活动为载体,通过开展 “清

洁卫生我先行”“绿色生活我主导”“家人健康

我负责” “文明家风我传承”活动,引导全县

广大妇女及家庭成员养成文明卫生习惯,树立

生态环保自觉意识.签订 «家庭卫生文明承诺

书»３１５４２份,开展 “家庭清洁日”大扫除活

动３３１次,卫生评比２１２场次,１２６００余名妇

女参加.开展科普宣传、环保绿化、家庭教育

等各类志愿服务活动１８８次,挂牌表彰１８２户

“家庭环境卫生整治巾帼行示范户”.

◆妇女儿童服务　发挥妇儿工委办公室职

责,做好２０１９年度数据监测评估,组织召开

２０２０年度 «妇女儿童发展规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工作推进会,签订目标责任书,明确和

压实各成员单位的职责,印发 «两规»终期评

估工作方案,为终期评估验收工作做好准备.

完成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样本县抽样

调查.开展 “巾帼暖人心”系列行动,当好

“娘家人”回应新期盼.争取省财政贫困 “两

癌”患病妇女专项救助金支持,救助６名患病

妇女,发放救助金６万元.为１０名贫困妇女

争取到 “妈妈心愿”公益项目捐赠的４０袋面、

７３１

群众团体




２０袋米和２０桶食用油,折合人民币１万元.

与山东威海环翠区妇联积极合作,争取到威海

东方福爱心联盟资助金１万元,为１０名品学

兼优且事实上无人抚养的学生发放救助金每人

１０００元,为７名儿童送上复读机、书包、篮球

等节日礼物,圆了孩子们的微心愿.联合安贞

医院开展 “健康门源巾帼行”体检活动,为全

县７００余名贫困妇女免费健康体检.争取 “爱

助事实孤儿” “山海情暖冬行动”救助金,

为８１名事实上无人抚养儿童发放８６６万元资

金和价值３万余元的羽绒服套装８１件,为困

境儿童创造良好的生活、学习条件,提升幸福

感.开展 “恒爱行动———百万家庭亲情一线

牵”爱心妈妈编织公益活动,编织和捐赠爱心

毛衣、帽子、鞋子等针织品５００余件,为困境

儿童奉献爱心,３名党员干部分别深入联点帮

扶贫困户家庭４次,送去了价值２４００余元的

米面等生活物资.

(审稿:杨玉霞　撰稿:侯占梅)

共 青 团

概述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引,团结带领全县青少年听党

话、跟党走,紧紧围绕党政工作中心,踊跃投

身经济社会发展,团组织的引领力、组织力、

服务力和贡献度得到提升.

◆思想政治引领　坚持思想政治引领这一

核心,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当好党政的

“青春麦克风”,针对年内新冠疫情严重的情

况,把疫情防控作为团课教材,开展制度自信

教育活动,选拔、培养１１名政治坚定、善于

面向青年传播党的理论主张的优秀青年组成青

年讲师团和少先队辅导员讲师团开展主题宣

讲,通过 “青年大学习”网上知识竞赛、主题

微团 (队)课大比武、主题团队日活动、共青

团系统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宣讲、

省委十三届八次、九次全会精神宣讲报告会

等,引领青少年理想信念更加坚定.在机关、

社区等设立３处 “书香漾青春”图书角,培养

广大青年爱读书、多读书、会读书、读好书、

善读书的文化生活习惯,打造书香共青团.开

拓网络 “大通道”,打造 «花开的声音»青少

年夜读栏目,向青年及社会各界传递充满正能

量的新时代好声音.注重典型引领,对全县

“两红两优”以及疫情防控期间涌现出来的疫

情防控专项集体和优秀志愿者进行表彰.开展

门源第五届最美青少年评选活动,选树１０名

最美青少年,让身边的榜样浸润每个人的心

田,凝聚爱党爱国爱门源的行动力量.

◆建功新时代　找准共青团参与党政中心

工作的切入点,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征程

中充当生力军作用.发展聚拢青年志愿服务

队,开展新春文化志愿服务活动、春运暖冬行

动及 “一治两创”志愿服务、 “美丽门源青

春律动”生态环保实践活动和 “河”我一起,

守护母亲河净滩活动,传播绿色发展理念.投

身打赢脱贫攻坚战,做好希望工程各项工作.

争取助学项目,２０２０年申报各类助学项目受助

学生２１２名,争取向阳花基金资助,为１２名

患病青少年申请救助金４９９００元,争取威海团

市委１０万元的援建资金,为启航小学建设标

准化的少先队活动阵地.推动 “青春创业扶贫

计划”项目落实,举办青年创业就业培训班２

期,青年创业联盟组织不断扩大.落实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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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就业见习基地”２个.在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的第一时间,发布团员青年投身疫情防控行

动令和倡议书,指导成立青年志愿服务队１１１

支,参与服务６６７３人次,向全县５３７名参与

疫情防控志愿服务的在校大学生就读学校邮寄

感谢信.团县委招募青年志愿者１３７人,服务

时长９７９６小时,为志愿服务时长１０天以上的

３４名在校大学生志愿者每人发放慰问金５００

元.开展红领巾战 “疫”活动,组织少先队员

拍摄视频、制作手抄报宣传防疫知识,积极健

康地过好假期生活. “六一”期间,对患新冠

肺炎的家庭开展关爱慰问活动.注重服务青少

年项目化,委托西宁健康教育研究会、海北益

帆社会服务有限公司等社会组织,围绕中高考

解压、青春叛逆期等主题,开展 “护航青春

关爱成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围绕

学习宣传民法典, “五防”教育,开展 “青春

与法同行共青团伴你成长”法制宣传教育活

动,举办青少年模拟法庭大赛,选派优秀队伍

参加 省 州 比 赛,荣 获 初 中 组 第 一 名 的 优 异

成绩.

◆选树青年好榜样　落实党对共青团改革

的要求,围绕强 “三性”、去 “四化”,结合县

情团情实际,推进门源共青团改革,推进群团

协同化建设.完成１０９个村８个社区的团组织

集中统一换届工作.印发 «关于进一步推进中

学共青团改革工作的通知»,举办 “智慧团建”

系统业务知识培训暨系统问题集中整改会,提

高全县各级团组织 “智慧团建”系统管理员队

伍的业务能力.建成团代表联络站,强化团代

表作用发挥.召开第三次少代会,举办全县少

先队辅导员技能大赛,承办全州少先队辅导员

学习宣传全国第八次少代会精神专题培训班暨

技能大赛,在全省比赛中门源县代表海北州参

赛获全省第二名.加强团干部成长观教育,组

织召开门源共青团系统 “以案为鉴扣好人生

第一粒扣子”警示教育座谈会,联合县纪委开

展 “清风门源党风廉政知识竞赛”,开展作

风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专项行动,以 “扣好青

‘廉’人生第一粒扣子”为创建目标,创建共

青团系统清风门源品牌,净化团内政治生态.

(审稿:马晓琴　撰稿:赵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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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 “服务、代表、管理”职能,真抓实

干,狠抓落实,改善残疾人民生和水平,增加

残疾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根据省、州残联安

排,制定残联 «改革方案»,于１２月４日印发

实施.在全县事业单位改革时成立门源回族自

治县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编制４名.调入工

作人员２名.

◆疫情防控　疫情期间县残联成立由党组

书记、理事长任组长的县残联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召集干部职工召开专题

会议,部署疫情防控工作.县残联班子成员带

队,分成６个小组到浩门镇天一锦绣城小区,

对该小区内２５０户住户外出情况及身体状况等

进行排查登记.发放 «致浩门镇广大居民的一

封信»,签订 «承诺书».县残联党支部到联点

帮扶的北山乡沙沟梁村劝返点,看望慰问坚持

奋战在一线的村干部、党员、村民志愿者,送

去生活用品.组织干部职工到包联的秀水三期

小区进行值班.落实好疫情防控各项措施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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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和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

◆宣传活动　围绕助残日主题活动,开展

助残宣传活动,为残疾人提供权益保障、劳动

就业、法律援助等方面的宣传咨询服务,在全

社会营造关爱残疾人和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的

社会氛围.以 “爱耳日” “爱眼日” “特奥日”

活动为契机,利用电视、微信等平台加大涉残

惠残宣传力度,创新宣传方式,发放宣传资料

５００余份,悬挂标语条幅２０条,增强宣传实效.

◆康复工作　落实残疾儿童康复救助资金

１３３７６万元,其中落实４名听力、言语残疾儿

童人工耳蜗植入手术费用７５２万元 (海北州

残联帮助解决);落实１名听力残疾儿童人工

耳蜗处理器升级补助２７５万元;落实４３名残

疾儿童康复救助补贴２７５６万元,发放康复生

活补助２５９０万元;落实７名肢体残疾儿童矫

形器安装补贴２３５万元.发放辅助器具４９８

件,价值２２８７万元.其中开展互联网＋辅助

器具适配４９８件,价值１８１８万元.残疾人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３２４７人.残疾人辅助器具适

配率１００％,残疾人康复服务率１００％.邀请

省残联康复中心、青海省人民医院、青海省第

三人民医院专家,来门源县开展疑似精神、智

力、听力、言语、视力和持有残疾人证有效期

满需换证的残疾人进行现场检查和残疾评定.

对３２６名疑似智力、精神、听力、言语残疾人

证到期换证及疑似残疾人进行鉴定,筛查、评

估、鉴定人数３１５人,其中残疾人证到期换证

鉴定１７０人、新办残疾人证１４５人,期间减免

费用３５４万元;０~１７岁符合康复条件的听

障、脑瘫、智障、孤独症和辅具适配、假肢矫

形器适配的残疾儿童及成人假肢筛查、评估１３

人次.为部分残疾人无法到省级医院进行检查

鉴定提供便利,减轻残疾人及家庭为办证、换

证而产生的各种经济负担,提高服务的针对

性、有效性.开展残疾幼儿助学,发放 “彩票

公益金助学项目”资金５１万元,资助残疾幼

儿１７名.

◆就业创业扶持　开展残疾人实用技术及

电子商务培训８７人,为北山兴源农工贸服务

有限公司解决扶持残疾人就业促进发展资金２

万元.落实新冠疫情防控期间相关残疾人就业

创业补贴.对辖区内残疾人就业创业进行摸

底、统计和审核,落实稳岗补贴资金０９万

元、疫情防控物资购置补贴资金７２万元、房

屋租赁补贴资金２９３万元,共３７４万元.

◆扶持贫困残疾人　在 “两节”期间,走

访慰问残疾人家庭６５户,送去慰问金３２５万

元. “全国助残日”期间,慰问贫困残疾人家

庭１２户,每户送去慰问金５００元. “七一”前

后,慰问全县残疾人党员１０名.对享受最低

生活保障重度残疾人,增发残疾人最低生活保

障救助金.为３７名肢体残疾人发放机动轮椅

车燃油补贴１３３万元.与县民政局沟通衔接,

做好残疾人 “两项补贴”审核工作.

◆残疾人托养工作　依托县敬老院开展残

疾人托养服务,集中托养残疾人８名,每人每

年补助７２００元;开展阳光助残居家托养服务,

托养残疾人３３名,每人每月补助２００元;在

深度贫困地区东川镇、泉口镇开展残疾人居家

托养调查摸底基础上,制定东川镇、泉口镇

«２０２０年残疾人居家托养项目实施方案»,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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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１８万元,居家托养残疾人７５人.

◆残疾人低保　立足贫困残疾人及家庭脱

贫攻坚工作情况,在全县范围内对重度残疾人

和三、四级智力、精神残疾人纳入低保情况排

查,查出纳入低保的持证重度残疾人１４５５人、

持证智力三四级残疾人纳入低保的１１８人、精

神三四级持证残疾人纳入低保２５人.将排查

情况反馈县民政局,县民政局将符合条件的残

疾人纳入低保和临时救助,做到应保尽保、应

救尽救.

◆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　根据省残疾人

联合会 «关于做好城镇老旧小区残疾人家庭无

障碍改造工作的紧急通知»及省住建厅、发改

委、财政厅 «关于下达全省２０２０年城镇老旧

小区改造工作计划的通知» (青建房 〔２０２０〕

９３号)文件精神,对全县１６个城镇老旧小区

进行摸底调查,走访排查３８户残疾人家庭,

对１２户残疾人家庭的无障碍改造需求反馈给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完成４５户残疾人家庭

无障碍改造,投资２７万元.

◆信息动态更新　根据省残联 «关于青海

省残疾人基本服务状态和需求信息数据动态更

新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青残工委发 〔２０１９〕

９号)要求,县财政局将相关经费列入财政预

算,举办残疾人动态更新工作培训班,完成采集

调查任务,入户调查４５０２人,调查率９８６８％.

◆文化体育服务　与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协

商沟通,为县图书馆解决视障阅览室设备图书

购置经费５万元,设立视障阅览室.为全县视

障读者提供阅读条件,满足残疾人对文化知识

的需求.开展送书上门,向贫困、重度残疾人

(特校在校生)家庭推荐阅读励志书籍,通过

送教上门的方式让重度残疾孩子读一本书,满

足残疾人多读书、读好书的精神文化需求;组

织部分残疾人观看励志电影,参观旱台民兵

连,接受革命传统红色教育,感怀党的优良传

统和光辉历史.参观北山乡金巴台村,感受家

乡的变化,开阔视野,增长见识.各乡镇残

联、社区残协结合各自实际组织残疾人开展

“五个一”活动.推荐４名残疾人参加２０２０年

青海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１人获盲人按摩

三等奖、１人获涂鸦七等奖.２名残疾人在青

海省第三届全民健身大会海北州分赛中获鼓

励奖.

(审稿:刘爱霞　撰稿:马　玲)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概述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建设

方面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面向全体会员,履行联络、协调、服务的

基本职能,发挥组织、引导、服务作用,团结

和带领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开展各类文艺

创作活动,为繁荣门源文艺事业,为建设富裕

文明和谐平安的新门源做贡献.

◆宣传一号文件　根据宣传部安排,文联

人员参加全县百名干部下乡入户宣传中央一号

文件工作.在北山乡下金巴台村驻村宣传、参

与村委会各项工作４０天,完成下乡工作任务.

５月份开始文联一名工作人员长期驻村工作.

◆杂志编辑印发　 «金门源»杂志紧跟时

代号角,传播正能量,弘扬真善美.以发展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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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作者为主,为各协会会员提供展示其作品的

平台,刊发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保质保

量地完成１~４期 «金门源»杂志的编辑,发

放工作,为广大读者和门源群众献上精神食

粮.每期根据不同主题要求,组织稿源,保证

特色鲜明、质量上乘.第１期开设 “抗疫作品

专栏”和 “友好单位作家作品展”栏目,推出

图文并茂的教育名校西滩寄宿制小学作品;第

２期、第４期推出门源县优秀绘画爱好者王明

仁、高宇轩、刘永义及农民书画爱好者张世福

的绘画作品.

◆全县文艺工作座谈会　寻找门源籍在外

文艺家２６人,在完成起草全县文艺工作座谈

会方案、经费预算、行程、讲话等筹备工作的

基础上,于７月１５~１６日,召开门源县文艺

工作座谈会及采风活动,县内外文艺爱好者６０

人参加.为文艺者搭建交流平台,繁荣发展门

源文艺事业,以文学的形式为宣传门源助力.

调动激发广大文艺爱好者的创作热情,加大宣

传门源的力度,为门源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发

展做贡献.

　　７月１５日,门源县召开文艺座谈会 (县文联提供)

　　◆开展系列文化主题活动　根据门源县

“爱党 爱 国 爱 门 源”系 列 活 动 的 安 排,举 办

“家乡美”征文及绘画、书法、摄影展活动,

展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

放以来门源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

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不断进步取得的成就,丰富

广大干部群众文化生活,提振全县各族干部群

众建设美丽家园的信心,激发热爱共产党、热

爱祖国、热爱家乡的情怀,营造文化兴县氛

围,推动文化建设再上新台阶.

◆文艺成果　组织会员参加省州县各类作

品征集、大赛活动,由门源县文联向国家级刊

物 «西部散文选刊»推荐本县作者稿件１２篇,

择优发表马文卫、老梅、西月等作家６篇作

品.摄影家马志庆、韦志皓、苏兴汉等参加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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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省祁连山自然保护协会举办的 “影像祁连

山”生态摄影大赛,８幅作品分别荣获二等奖、

四等奖、鼓励奖、入围奖.作家才登散文诗集

«最美的遇见»５月份在海南州出版发行.西月

诗集 «祁连山辞典»入选中国作协少数民族重

点作品扶持项目,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出版发行.

山客小说 «闪电»入选由中国金融作协选编的

«当代金融文学精选丛书».卢贤德诗词 «春日

疫情来袭» «庚子年惊蛰日»等１０首被 «战

疫全国２０２０年抗击疫情诗词作品集»收录,

«早春次苏轼 ‹惠崇春江晚景›韵»等六首诗

词在国家级刊物 «中华诗词»上发表.马文卫

作品 «誉满天下的门源油菜花节纪略»、马玉

珍散文 «独树一帜的门源清真美食» «从炕头

走向市场的回族民间刺绣手工艺品»被 «青海

回族百年实录»收录.张继霞诗歌 «你的妈妈

叫警察»被全国公安文联公众号转载.老梅抗

疫作品 «向着春天同心逆行———海北州第二人

民医院抗疫纪事»网络阅读量达到近６５万.

◆文化下乡活动　春节前夕,县文联组织

书法美术协会会员６人利用休息日为 “四下

乡”书写对联、卷轴、福字近２０００余幅,在

“文化下乡”活动中送到东川、西滩、北山等

乡镇的群众手中.

(审稿:王靖淙　撰稿:王靖淙)

红十字会

概述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 “抓重

点、干实事、见效果”的原则,以 “携手 人

道、共建和谐,奉献爱心、抗震救灾”为主

题,开展宣传动员工作,推进红十字会各项事

业发展,开展救灾、帮困和送温暖活动,发挥

政府人道事务工作方面的助手作用.

◆主要业务　开展 “红十字博爱送温暖”

活动,给受灾乡镇、特困户、五保户和残疾户

等发放百万余元的救助物资.对贫困人口患有

重大疾病符合救助条件的,每例患者一次性从

红十字会大病救助基金中支助３０００元补助,

２０２０年救助２２人,６６万元.开展 “爱心医

疗救助工程”活动,组织符合先天性心脏病手

术治疗条件的贫困患儿到省级医疗机构进行免

费手术治疗,２０２０年筛查先心病病患者１３４

人,确诊２６人.疫情期间接收捐款５５６０７万

元,捐物７４４５万元,疫情捐款上缴上级红十

字会１３７万余元,门源县疫情防控留存４２９万

余元,用于疫情防控医疗物资购置,并接受

省、州、县各审计部门审计.

(审稿:马国青　撰稿:张海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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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　　事

人民武装

概述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化 “传承红色基

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建立健全 “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长效机制,夯实

政治基础,提高政治站位.围绕 “三个一线”

建设标准,实施８个乡基层武装部基础设施建

设.兵役登记１１６７人,报名２８４人,上站１７１

人,合格４２人,完成３４名新兵征集任务,其

中大学生２３人,占６７６％,无退兵情况.

◆理论武装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组织全体人

员学习习近平在 «纪念深圳特区成立　４０周年

大会上的讲话»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

战７０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十九届五中全

会上的讲话»等系列讲话精神,注重抓党委中

心组理论学习,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

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深化 “传承红色

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建立健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长效机制,

夯实政治基础,提高政治站位.利用党日活动

组织全体人员到泉口镇旱台民兵连事迹展览馆

学习先烈牺牲奉献精神,感悟加强民兵调整改

革、加强民兵基层建设的重要性.到扶贫联点

的东旭村走访调研,感悟精准扶贫政策对群众

生活、思想、文化等方面产生的深刻变化,坚

定听党指挥的自觉性.为门源县副科级以上干

部作题为 “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决纠

治和平积弊”国防教育课,推动地方干部学习

和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组织干部观看 «抗疫

英雄»专题教育片,根据军分区聚焦 “传承红

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方案从３个

专题学习内容和６个配合活动方面制定教育计

划表.印发 «门源县关于开展双争双创活动实

施方案»,分期组织工作人员、民兵和门源县

县委委员观看 «思辩战 “疫”胜道,感悟现代

战争»专题教育片,进一步提升国防观念.跟

进民兵训练,做思想发动,确保民兵在军事训

练、精准扶贫、生态环保和文明创建等工作中

士气高昂、要求严格,民兵工作和基层建设高

标准推进.落实形势政策教育,传达学习上级

关于疫情防控和中美关系的宣传教育提纲,组

织干部职工观看 «铁纪强军生活纪律片» «铁

纪强军组织纪律片»,保持政治上的清醒 和

坚定.

◆脱贫攻坚　投入１０万元帮扶资金,其

中５万元用于东旭村绵羊养殖棚改造,２万元

维修达日社灌溉水渠,３万元慰问青石嘴２０座

清真寺及仙米寺、珠固寺、东旭村１０户的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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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户.协调民政局为联点的贫困户申请３６万

元大病救助.资助２５名建档立卡贫困大学生

每人１０００元,推进干部 “一对一”资助学生

活动,资助４名学生每人２０００元.巩固东旭

村脱贫成效.

◆民兵整组　召开县整组会议,安排部署

乡镇武装工作和民兵整组工作,并与县政府联

合印发 «门源县２０２０年民兵组织整顿工作实

施方案»,为基层武装部建设和基干民兵整组

提供支持.５月初部领导带领军事科相关人员

到１２个乡镇武装部、县应急连和运输连进行

整组检查、民兵集中点验和入队教育,通过点

验,１２ 个 乡 镇 到 位 率 ８５％,县 应 急 连 到 位

率９１％.

◆国防潜力调查　召开国防潜力调查部署

推进会,对行政区域、装备、行业企业、协会

进行登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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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６７人,报名

２８４人,上站１７１人,合格４２人,完成３４名

新兵征集任务,其中大学生２３人,占６７６％,

无退兵情况.落实廉洁征兵纪律,聘请３０名

廉洁征兵监督员,全员参与征兵工作全过程.

按程序公开体检、政审,无征兵不廉洁行为.

◆维护社会稳定　组织民兵参加疫情执

勤、震毁道路抢修、防汛演练、 “１８２９”维稳

演练、应急力量演练等５个演练科目,提升指

挥能力和民兵完成任务能力.

◆ “三个一线”建设　县委、县政府拨款

３６万全力支持基层武装部建设,围绕 “三个一

线”建设标准,在去年建设基础上,开展８个

乡基层武装部基础设施建设,探索个别乡镇武

装部按标准搞正规化建设,自筹１０７２５万元

购买装备物资和相关资料.

◆后勤保障工作　根据上级要求和战备训

练实际,把经费投向主要用于采购战备物资和

民兵训练保障,采购战备物资和防疫物资１４３

万元,发放民兵训练误工补助２３万元,购买

民兵保险 ７８００元,基层武装部建设 ２１６万

元.把采购战备物资作为头等大事,按标准采

购,１１月初,战备物资全部发放到位.

◆安全管理　严格落实保密制度,文件收

发、传阅、存储都按规定落实,建立专人保管

的责任制,军网和互联网物理隔绝,定期检查

督导落实,没有失泄密现象.贯彻依法治军、

从严治军思想,以落实条令条例为抓手,签订

私家车管理责任书和零酒驾承诺书,开展 “百

日安全”活动,促进管理工作高质量发展,确

保单位团结和谐和安全稳定的局面.定期检

查,整改安全大检查发现的问题,把人、车、

枪、弹、密、酒、油、黄、赌、毒等各类隐患

消灭在萌芽状态.

◆军事训练　组织５１名基干民兵到分区

参加集中轮训,通过考核,４７环以上有７人,

其中１人轻武器射击５０环,获得第一名.在

手榴弹投掷中,投掷５０米以上有１１人,其中

１人取得６０米的好成绩.组织民兵进行实弹射

击训练,消耗弹药１０９００发.激发民兵训练热

情,发现８９名３０环以上的射击苗子,最高成

绩４９环.年底参加分区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

中门源县人武部获得群众性练兵比武团体第

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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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疫情　疫情期间动用民兵２３９人参

加抗疫,同时在 “金门源”微信平台对民兵参

与疫情防控进行报道.麻莲乡民兵抗疫报道被

国动部采编.根据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军分

区批准后,从３月８~２９日,组织县应急连民

兵、青石嘴镇民兵４１人担任为期２０天疫情防

控巡逻任务,对外来人员进行排查、入户登

记、街道巡逻、扎堆劝散,维护初高中学生开

学秩序,加强社会安全秩序,提高安全管控,

受到县委、县政府和广大群众的好评.结合武

装部平时工作,开展新闻报道和宣传工作,在

各类媒体上采用稿件１９篇.

(审稿:马晓锋　撰稿:赵发成)

人民防空

概述　门源县人民防空办公室于２０１９年５

月挂牌成立,正科级单位,隶属于县住建局,

主要职责是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

法»开展辖区的人民防空工作.现有兼职办公

室主任１名,公益性岗位人员１名,州人防办

委派公益性工作人员１名.有应急避难场所５

处,分别为门源县清香园、门源县古城、门源

县青年林、门源县金源广场、门源县体育场.

警报器点１０处,重点人防工事２处,分别为

门源县浩门镇地下防空工事、青石嘴地下防空

工事.人防重点宣教基地２处,分别为海北第

二高级中学、门源县技术学校.人防办与县人

武部建立相关工作联动机制,与海北州政府在

门源县原设置的防空工作点合署办公,相关资

产和工作业务继续由州人防办监管.

◆人民防空和国防宣传教育　根据省、州

的具体要求,集中开展人防知识 “进学校、进

单位、进社区”三进活动,利用 “国家安全

日”在中心场地重点宣传 “防生物、防化学、

防核武器”的 “三防”知识,利用县技校、海

北二中２所重点宣教基地,通过开展２场专题

讲座,印发 １４００本 «防空法»等宣教读本,

开展一周的军事训练等活动,在广大青年学生

中普及人民防空和国防知识教育.依托社区基

层组织,通过制作展出展板、悬挂横幅、印发

宣传彩页等方式引导广大群众参与人民防空、

支持人民防空工作.制作展板６块,悬挂宣传

横幅１０条,发放人防知识彩页２００余份,人

防知识宣传单１０００余份,设立咨询点２处,

参与活动１２１０人次,投入经费１８万元.依

托媒体信息平台,发布防空工作动态,以良好

的氛围推动辖区防空工作.

◆推进地方项目建设　制定建立３项工作

制度,３项工作流程,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

防空法».规范办理３件结建项目,对服务对

象上门服务６４次,实行台账登记制.收缴历

年易地建设费欠款２１６万余元.协助指导项

目建设单位申报结建工程服务１１人次,召开

结建项目推进会１次,向省、州上级业务部门

报告请示续建项目事项６件次.结建项目实行

台账登记管理,服务工作面对面.以信息简报

形式反映工作动态,通过信息平台编发信息

１８条.

◆安全工作　注重辖区人防工事的安全隐

患排查,门源地区浩门镇建有４０多年的地下

防空工事,由于建设年限已久,工事建筑体内

出现不同程度的风化、塌方、表面体脱落、表

面渗漏水,潜在的安全隐患较大.针对这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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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多次现场勘查的基础上,形成调研报告,

向省州主管部门汇报,得到上级的大力支持.

省、州业务部门主管领导带领专家技术人员先

后４次深入现场查勘,达成共识,决定对损坏

部分进行修复.青石嘴地区地下防空工事,修

建年限已久,工事进出口严重损毁,安全隐患

处置方案经省州县共同商讨付诸实施,列入防

空的避难场地按照产权所有人监管的原则,实

行安全监管.

◆专项治理　协助州住建局抓辖区的专项

治理工作,成立专项工作小组,召开专题会

议,传达上级精神,安排具体工作,责任到

人,制定工作计划,重点明确权利清单、责任

清单、廉政风险点、监督方式.与州人防办进

行权事沟通.工作人员开展自我检视,先后召

开专题会议４次,个人检视４人次,监督询问

相关单位５家.制定问题线索月报制,报告内

容包括７项,分别为私设小金库、违规收取礼

金礼品、违规审批验收项目、违规收取易地建

设费、违规吃请、工作人员以权谋私等.根据

纪委 «方案»,开展自查自纠,组织人防工作

人员学习 «门源县纪委关于开展全县人防系统

腐败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领会文件精神,

有的放矢地推进工作,对专项治理工作进行总

体安排,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明确工作任

务、方式方法和工作机制,确保工作有序推

进.多方式、多渠道接受社会、群众监督和有

关问题线索的反映,推动专项治理工作深入开

展.与州人防办沟通事权,询问以前年度的相

关事项.催缴历年易地建设费欠款２１６万余

元,上交州级部门.前往被征收单位,面对面

发放催缴通知单５０份,清查全县２０１３年以来

未缴纳易地建设费的单位２３家.

◆人防工程建养　人防工程的运维由州人

防办负责,相关经费由州人防办安排使用.门

源人防办自成立后,２０１９年州人防办拨入办公

经费２万元,２０２０年省人防办专项拨入经费５

万元,经费按相关规定使用.

(审稿:马吉祥　撰稿:马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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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治

政法综治

概述　贯彻落实中央、省州县委政法工作

会议精神,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

总基调,压实维稳主体责任,以构建更高水平

的平安门源为总目标,统筹推进政法各项工

作,为建设富裕文明和谐美丽幸福新门源提供

保障.

◆维护社会稳定　压实维稳主体责任、明

确责任分工、强化值班备勤、落实各项工作措

施,强化风险隐患排查化解,推进全县矛盾纠

纷多元排查化解调处,细化完善 “一台账三清

单”矛盾排查化解调处机制,发挥 “三调联

动”工作合力.组织召开９次维稳形势分析研

判会,对研判出涉及民生、企业复工复产、电

信网络诈骗、交通安全隐患等１５类５２条问题

专题交办,化解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

患.受理调解纠纷７７１起,调解成功７６７起,

成功率达９９４％以上.强化情报信息搜集研

判,加强网络舆情监管力度,受理处置人民网

“三级书记”领导留言板留言３０期.推进平安

建设,开展扫黑除恶 “六清行动”,涉黑涉恶

涉乱线索全部核查办结.全县刑事立案同比下

降３６６％、八类主要刑事犯罪案件同比下降

７５％.创新推出社区 “红色大党委”领导机制

下的 “五长制”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模式和多元

解纷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东川镇 “３６５调解

室”、 “３３４”小微权力清单等一批基层社会治

理新品牌,建设 “一约四会”等村民自治组

织,积极构建 “三治融合”基层社会治理新体

系.推进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

接,青石嘴派出所被州公安局挂牌命名为 “枫

桥式派出所”,创新打造东川公共法律服务站

和青石嘴多元解纷法律服务中心,构建起 “城

镇半小时、农村一小时”公共法律服务圈.强

化宗教活动场所管理,落实疫情防控期间宗教

寺院 “两个暂停”防控措施,加强寺院日常管

理,推进 “三化”专项治理工作,宗教界秩序

井然.强化情报信息搜集研判,发出预警信息

１８期,处置青石嘴镇与门源种马场草原纠纷,

受理处置网络舆情４７件.共接待群众来访和

收到来信、县长信箱等平台的信访事项共１６３

批次２３０人,所接待的信访事项全部办结.强

化宣传教育引导,开展各类宣传２００余场次,

开展法治讲座６０余场次,出动法治流动宣传

车１０００余台次,人员２０００余人次,悬挂横幅

２０００余条,发放宣传资料５万余份,电子显示

屏滚动式播放疫情防控宣传标语５０００余条,

推送以案释法典型案例８０余例.强化维稳力

量和应急处突能力,发挥县乡村三级维稳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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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开展维稳工作.落实民兵预备役４０人,

充实动车站等重点防控区域的巡防和应急力

量,重点对各成员单位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

进情况和各项维稳工作措施落实情况进行６次

督导检查,确保维稳工作措施落地见效.

◆平安建设　制定出台 «门源县乡村治理

体系建设实施方案» «门源县县域社会治理现

代化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强化党对基层社会

治理工作的领导,落实县乡党委抓农村基层党

组织建设和乡村治理的主体责任.整顿软弱涣

散村党组织,摸底排查和专项整治,建立村党

组织书记动态调整机制,完善向贫困村、软弱

涣散村、集体经济薄弱村选派第一书记制度.

贯彻落实 «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

例»和 «海北州发展党员五项制度»,实施农

牧民党员 “选苗、育苗、墩苗”计划.组织党

员在议事决策中宣传党的主张,执行党组织决

定,开展党员联系农户、党员户挂牌、承诺践

诺、设岗定责、志愿服务等活动,推动党员在

乡村治理中带头示范,带动群众全面参与.召

开中共门源县委平安门源建设领导小组第一次

会议,传达学习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第一次

会议及省州平安建设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精

神,审议 «中共门源县委平安门源建设领导小

组规则»等四个文件,对下一步工作作出安

排.坚持以提高行政执法人员执法能力为重

点,举办门源县２０２０年度行政执法培训班两

期,全县１８个行政单位近４００名工作人员参

加培训,３４３名执法人员取得执法资格.开展

县第十四个公民道德宣传周、反邪教宣传月、

平安建设 (社会治理)宣传月等活动,发放各

类宣传资料６０００余份,受教群众达３００００人

次.以村干部、人民调解员、村警为重点,开

展 “乡村法律明白人”培训工作,举办培训班

１２期,培训１５００余人次.开展政法宣传通讯

员培训活动,公检法司及各乡政党委通讯员４０

人参加.以电视台 “政法在线”栏目, “金门

源”“门源政法”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宣传平台

为载体,强化法治宣传教育和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宣传力度, «青海法制报»刊登金门源政法

专栏１１期.发挥多元解纷一站式诉讼服务中

心作用,落实诉前诉讼对接,化解诉前矛盾纠

纷,减轻法官 “案多人少”的压力.利用 “行

业＋专业”的人民调解模式,县信访、民政、

妇联、交通、住建等部门建立行业调解组织,

推进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

加强公共法律服务,整合律师、法律工作者、

法律援助等法律服务资源,开展法律服务,打

造 “城镇半小时、农村一小时”公共法律服务

圈,推进覆盖城乡、惠及全民的公共法律服务

体系建设,形成 “一个中心、四张网”的服务

体系,为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推

动农牧区精神文明建设,开展人居环境整治、

优良家风培育、红白喜事革新、乡风民风评

议、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拓展、文明典型创

建、典型选树、先进文化惠民等多方主体支持

参与乡村治理的行动,引导农牧民深入了解、

自觉遵守相关规定,推动村规民约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对陈规陋习和不文明、不道德行为

进行评议,由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村民

议事会成员评议.宣传弘扬善行义举,曝光不

文明行为,引导农牧民转变观念、纠正陋习.

全县各级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及

村民自治机构行使公权力的党员干部和公职人

员落实县委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印发的 «关

于全县公职人员禁酒控酒的通知»要求,以良

好的党风政风带动社会风气好转.倡导广大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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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区群众不酗酒、不劝酒,形成曝光酒后滋

事、酒后驾车等违法行为的长效机制,逐步形

成 “遵规光荣、违规可耻”的良好风尚.针对

“黄赌毒”现象更加隐蔽化的新情况,开展专

项打击整治,查处赌博案件５起２８人,收缴

赌资２３８万元,赌具４副.全县１０９个村立足

本村实情,广集民意、汇聚民智,由村民共同

协商讨论、表决通过,修订完善 “村规民约”,

激发村民自治的内在活力.从摒弃农村婚丧嫁

娶陈规陋习小切口入手,发挥各村 “红白理事

会”作用,帮助群众自觉树立文明乡风.扎实

推进乡镇、村综治中心规范化、标准化、实体

化建设和 “雪亮工程”全覆盖,推动县综治中

心主任由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担任,设置

若干名副主任,由政法委副书记和其他相关职

能部门负责同志兼任,乡镇综治中心主任、副

主任由乡镇主要负责领导及分管负责同志担

任.积极配合州委政法委 “雪亮工程”和三级

综治中心建设各项工作,完成县乡两级综治中

心实体化规范化建设,依托 “雪亮工程”建

设,做好 “十四五”期间布点扩面视频监控,

完成５４个前端智能感知系统建设任务.以村

为单位划分大网格,以社为单元划分子网格,

村、社长担任网格长,村警、护林员、热心公

益事业有威望的村民等担任网格员,建立健全

各项工作制度,把社会治理各项工作纳入网格

管理,采取定格、定人、定责,实现 “人在网

格走,事在网格办”.

◆创新乡村治理　依托县级领导 “１＋１０”

联系基层服务群众工作机制,全县２８名县级

领导干部联系乡镇、村、社区、学校、寺院５

个领域基层单位和 “两代表一委员”、各类人

才、困难群众、贫困学生、党外人士５个界别

的联系对象,联系指导乡镇综治维稳工作,牵

头负责矛盾纠纷、信访案件的包案化解工作,

对脱贫攻坚、人居环境整治、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乡村治理等重点工作目标任务实行常委挂

牌督办机制,形成县级领导 “分片包干”的组

织领导体系.全县８０个机关党支部与１０９个

村党支部联姻结成共建对子、县直机关单位与

８个社区开展 “一帮一”“多帮一”联动联治联

建工作制度,把便民服务延伸到村,社会治理

触角延伸到户,打造以机关带农村、以农村促

机关的城乡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工作格局.

落实 “一台账三清单”制度,发挥矛盾纠纷排

查信息员队伍作用,对项目建设、征地拆迁、

草山地界、欠薪欠债、婚姻家庭纠纷等涉民涉

众型矛盾纠纷进行重点排查.全县各级调解组

织共排查矛盾纠纷１６１４次,调解纠纷６９６起,

调解成功６９３起,成功率为９９５％.其中婚姻

家庭类纠纷３５５起,占５１％;邻里纠纷７０起,

占１０％;山林土地纠纷３７起,占５％;合同纠

纷４６起,占６％;劳动纠纷４６起,占８％;损

害赔偿纠纷２４起,占３％;交通事故纠纷９

起,占０１２％;医疗纠纷１起,占０１％;消

费纠纷２起,占０２％;房屋宅基地纠纷３起,

占０４％;其他纠纷８６起,占１２％.实行信访

包案化解制度,对信访突出问题按照管理职责

和权限实行县、乡、部门三级领导、分管领导

包案办理制度和月通报制度,落实 “五个一”

的信访案件办理责任制.制定完善网络留言办

理工作制度,完善网络媒体监看制度和网络舆

情办理制度.贯彻落实 «门源县乡村治理体系

建设实施方案»,在总结青石嘴镇 “监评会＋

N”村级事务管理模式、北山乡 “１０１００”村级

网络服 务 队、浩 门 镇 “十 户 联 治”、阴 田 乡

“３２１”机制等典型经验的基础上,完善珠固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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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规民约＋积分制”管理模式、东川镇 “四

治一体”模式、苏吉滩乡 “１＋１０＋５”乡村社

会治理模式,创新推出 “红色大党委”领导机

制下的 “五长制”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模式,打

造东川、青石嘴辖区司法所、公安派出所、人

民调解组织多元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为主的法治

治理模式,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县域社会治理

格局 和 平 安 门 源、法 治 门 源 建 设 积 累 实 践

经验.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印发 «门源县２０２０

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要点» «门源县扫黑

除恶 “六清行动”实施方案» «门源县关于建

立健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长效机制的指导意

见»«门源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长效机制建设

分工方案»及 “线索清仓”“逃犯清零”“案件

清结” “伞网清除” “黑财清底” “行业清源”

六个责任清单等文件,细化工作举措,指导全

县专项斗争.完成 “线索清仓、逃犯清零、案

件清结、伞网清除”攻坚任务,１１大重点行业

领域的９个方面２４条重点问题完成整改,“六

清行动”成果不断深化巩固.研究制定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长效机制,以决胜的信心决心推进

长效常治.制定印发 «扫黑除恶工作长效机制

建设分工方案»,梳理、提炼专项斗争中成熟

经验做法,研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扫黑除恶长

效机制.研究制定 «扫黑除恶工作考核办法»

«门源县 “三书一函”制度实施管理办法»等

１７项工作制度,各成员单位结合工作职责,建

立完善 «主管部门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公安机关的协同配合机制» «门源县公安局、

门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打击经济违法犯罪

行为联席会议制度» «联防联控工作制度»等

２０９项制度,实现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

治理集成的扫黑除恶常态化机制.

(审核:孙卫国　撰稿:汪明太)

检 察

概述　坚持 “讲政治、顾大局、谋发展、

重自强”的新时代检察工作总要求,推动 “四

大检察” “十大业务”协调发展.完成内设机

构改革任务,内设第一检察部、第二检察部、

第三检察部、办公室 (保密办)、政治部、驻

所检察室６个科室.现有政法专项编制３０个,

实有干警２９人.院党组成员５人,其中正、

副检察长３人、政治部主任１人、检委会专职

委员１人.检察委员会委员７人,其中２人为

专职委员,副处级领导 １人、正科级领导 ５

人,副科级领导６人,副科级以上人员１２人

占全院人数的４４４％.

◆疫情防控　面对疫情大考,以高度的政

治自觉、法治自觉、检察自觉,站在疫情防控

一线.第一时间成立领导小组,落实疫情防控

措施,组织检察干警进驻包联小区,前往乡镇

开展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排查疫情６０６户１９００

人,全院干警捐款 １３０００余元,做到守土有

责,守土尽责.联合其他政法部门发布 «关于

依法严厉打击疫情防控期间违法及刑事犯罪的

通告»,制作推出 «疫情背后的刑事风险»系

列普法栏目,开展疫情期间的普法宣传.

◆生态环境保护　按照县委统一安排部署

开展矿山整治工作,与县发改局联合向相关企

业发出生态环境恢复治理的通知,督促企业铺

设防尘网、拆除危房、修补水渠、清理生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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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垃圾.组织开展 “一治两创”人居环境整治

活动,改善区域卫生.

◆巡视整改　按照省委第四巡视组巡视门

源县 “回头看”工作反馈问题整改要求,认领

４个方面９小项问题,制定整改措施２６条,按

时完成整改销号任务.组织开展 “从严从实抓

好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梳理

存在 问 题,落 实 整 改 责 任,整 改 工 作 取 得

成效.

◆脱贫攻坚　推进司法救助助力脱贫攻坚

工作,将因案致贫返贫的２名受害人纳入司法

救助范围,发放司法救助金８万元.组织党员

干部前往联点的德宗村开展帮扶活动,向帮扶

群众捐赠价值３万余元的防疫、春耕以及生产

生活物资.

◆扫黑除恶 　 推 进 “六 清 行 动”,执 行

“两个一律”和 “一案三查”制度,先后向有

关部门移交线索１５条,对 “３２０”相关联的

１７件案件全部提起公诉,均作出有罪判决.针

对２９４万元财产刑尚未执行到位的情况向相关

部门发出检察建议１份,督促执行到位２１２万

余元.谋划 “六建”工作,总结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开展以来的好经验、好做法,制定 «门源

县人民检察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协调配合工作

制度»,以制度巩固深化专项斗争成果的长效

机制初步建成.

◆打击犯罪　加强敏感节点社会面防控维

稳工作,发挥批捕起诉职能,从严打击严重暴

力犯罪和严重危害群众安全感的多发性侵财犯

罪、涉众型经济犯罪活动.受理审查逮捕案件

１２件１６人,全部批准逮捕.受理审查起诉案

件１００件１４７人,提起公诉９０件１２９人,不起

诉７件１５人,办理３件３人,受理刑事案件数

同比下降４８％,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加强与

县纪委监委在提前介入、引导取证等方面协作

配合,办理职务犯罪案件２件２人,震慑贪腐

行为.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保障诉讼

权利,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

有机统一.

◆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发挥检察机关

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主导作用,确定

两名律师为值班律师,保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的落实.共审结１６８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１４９人,认罪认罚适用率８８７％,完成省州

院确定的工作目标.

◆社会治理　深化１２３０９检察服务中心职

能,贯彻落实高检院 “７日内程序性回复、三

个月内办理过程或结果答复”要求,接待群众

来信来访２８件２８人,检察长接待２０件２０人,

均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办结,按期回复率１００％.

推动落实 “一号检察建议”,与县教育局签订

«检校共建协议书»,对全县１０所幼儿园和中

小学进行走访督查.选派４名法治副校长在中

小学开展巡回宣讲６场次,受教育面达２０００

余人.落实 “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

做好以案释法工作,开展检察宣传周活动,倡

导广大群众知法懂法守法用法.对办案中发现

的社会治理风险隐患,制发社会治理类检察建

议２份,督促主管部门整改并建章立制.

◆刑事检察监督　办理立案监督案件３

件,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６份,全部回复并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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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提前介入侦查公安机关重大、疑难、复杂

案件１３件.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３件４

人.对５４名社区矫正人员进行２次专项检查,

对发现的问题发出检察建议８份.与在押人员

谈话６０人次,召开联席会议４次,开展重要

节假日期间联合检查活动２次,维护了监管场

所的正常秩序.

◆民事行政检察监督　审查办理民事执行

监督案件２件,为当事人追回劳务报酬１６万

元.开展行政非诉执行专项监督工作,办理行

政非诉执行监督案件２件.

◆公益诉讼　围绕县委打造自然生态的绿

水青山为目标,向县委提交 «关于全面开展公

益诉讼检察工作的报告»,经县委常委会讨论

通过并转发至全县各乡镇、各行政执法部门执

行.县人大常委会出台 «关于加强公益诉讼检

察工作决定»,在全县逐步形成共同做好公益

诉讼检察工作合力.与祁连、天峻县检察院签

订保护祁连山国家公园和大通河流域 “一园一

河”生态环境办案协作协议,为实现办案信息

跨地区共享、跨部门联合执法打下基础.重点

围绕生态环境保护和食品药品领域保护,加大

公益诉讼办案力度,排查公益诉讼案件线索３４

件,立案３１件,发出诉前检察建议书２７件,

全部采纳并进行整改.督促相关部门恢复治理

土地植被约０９３公顷,补种损毁林木０８６公

顷,清理因种植火焰蔘遗留的地膜１３３３３余

公顷,清理生活垃圾４００余吨.所办理的小沙

沟村耕地被农用地膜污染案被评为全省检察机

关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公益诉讼检

察十大典型案例.马某某等三人非法生产、销

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案被评为全省检察机

关探索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公益诉讼检察四大

典型案例.加大公益诉讼工作宣传力度,通过

实景拍摄专题片、印发宣传彩页、法德大舞

台、文化四下乡、宪法宣传日等形式开展宣

传,扩大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的影响力.

　　７月２８日,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门

源县回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首届公诉人团体论辩会在

门源县检察院举行 (县检察院提供)

◆执法司法规范化建设　以 “三项活动”

为载体,推动执法司法规范化建设.开展案件

质量评查、庭审观摩和法律文书评比 “三项活

动”,制定工作方案和评比办法,年内评查案

件５９件,评选优秀法律文书３篇,优秀观摩、

考核庭１个.与公安机关召开联席会议分析研

判近三年来不捕不诉案件占比高的问题,提出

具体整改措施.与县法院召开认罪认罚案件量

刑联席会议,在精准量刑方面达成一致意见并

形成会签文件执行,细化量刑标准.针对刑事

案件 “案—件比”较高的问题,剖析原因,采

取措施, “案—件比”由年初的１∶２７９优化

为１∶１２２,办案质效得到提升,得到州院充

分肯定.规范检务公开,加大案件信息公开力

度,发布程序性信息１４６条、重要案件信息２１

条、法律文书１５３份, “两微一端”发布信息

２００余条.

◆司法体制改革　按照省机构编制管理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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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 “三定”方案,完成内设机构改革任务,

共设立６个内设机构,优化检察资源配置,确

保检察工作健康高效有序运行.深化司法体制

改革和检察改革,落实司法责任制,制定检察

官业绩考评实施方案和评价机制.组建由检察

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检察

官＋检察官助理的专业化办案团队,负责办理

涉黑涉恶案件、疑难复杂案件以及职务犯罪案

件.成立简易刑事案件快办组,办案力量得到

最优配置,办案质效进一步提升.

(审稿:易钧　撰稿:马玉龙)

法 院

概述　法院工作围绕县委 “三个生态”建

设工作目标,坚持疫情防控和审判执行 “两手

抓”,服务保障 “六稳” “六保”,推进扫黑除

恶 “六清行动”,依法公正履行审判职能,推

进 “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及

在线诉讼服务,各项工作实现新发展.全年受

理各类案件３４６６件,审执结３３０６件,结案率

９５３８％,同比分别上升３８％和１１１％,受

结案数均创历史新高.

◆政治建设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道路,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开展 “坚

持党对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道路”专题教育,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对政法工作及视察青海时的重要指示批示,

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自觉接受县委巡察,做到边巡边

改、即知即改,把法院工作置于党的绝对领导

之下,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向县委常

委会专题汇报工作３次,凝聚思想共识.

◆严惩各类刑事犯罪　受理各类刑事案件

１２７件,同比下降３９ ％,审结１２２件,判处

罪犯３１４人,通过审理故意伤害、抢劫、强奸

等严重刑事犯罪案件,提升各族人民群众安全

感,公开开庭审理杨某某等１５人开设赌场、

非法采矿、寻衅滋事罪一案,１５名被告被判处

６个月至６年不等的刑罚.落实认罪认罚从宽

处罚制度,规范速裁程序案件的适用范围、认

罪认罚从宽幅度、量刑标准、简化庭审程序等

统一标准,提升认罪认罚从宽案件适用率.全

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８０％以上,推进刑

事案件繁简分流,分３次集中快速审理伪造买

卖身份证件、危险驾驶案件３３件.针对县委

第一巡察组反馈的对判处非监禁刑人员回访工

作有待加强的问题,树立 “谁办案谁回访”理

念,建立 «门源县人民法院缓刑回访责任制»

«门源县人民法院案件承办人回访负责制».期

间,对２７名判处缓刑人员进行回访.

◆化解民商事纠纷　围绕县委、县政府社

会经济发展工作部署,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依法引导当事人协商和

解、共渡难关,１１３０余件民商事案件以调解或

撤诉方式结案,占民商事结案总数的５３％.服

务全县金融安全,稳妥化解金融机构借款纠纷

８４件,审结买卖、借贷、建筑等合同纠纷案件

５０５件,结案标的额１３５８万元,维护金融秩

序.注重修补当事人亲情,审结婚姻、赡养、

继承等家事案件６３８件,调和３６６件,调撤率

５７３７％,促进家风建设,引领良好社会风尚.

回应人民群众关切,审结涉民生劳务合同、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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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劳动报酬、人身损害、交通事故、医疗损害

等纠纷２５１件,加大对涉及人民群众生产生活

的追索劳动报酬、赡养费、抚养费等五类案件

的执行力度,严厉打击欠薪行为,共执结涉民

生案 件 ２２９ 件,为 ２２５ 名 农 民 工 追 回 工 资

５７１４３万元,增进民生福祉.加大司法救助力

度,为生活困难的当事人减免缓交诉讼费５７

件１６２１万元,向经济确有困难的申请执行人

发放司法救助款３０７万元,有效提高人民群

众司法获得感.

◆化解行政争议　服务保障法治政府建

设,受理行政案件７件,坚持监督与支持并

重,确保行政争议得到实质性解决.选派２名

业务骨干赴东川、珠固等１２个乡镇,开展 “法

律明白人” “法律八进”活动,开展专题讲座

１２场次,指导初级中学模拟法庭参赛组获得全

省 “模拟法庭”大赛一等奖,参加 “法德大舞

台”演出１０场次,开展校园法治讲座２０余

次,受教师生１万人次.重视法治宣传工作,

加强 «民法典»宣传力度,录制 «法官说法»

２４期,两度做客门源县融媒体中心 «爱门源»

栏目,微信、抖音、快手平台阅读量１８万余

次.通过推送每日一 “典”、亮点解读、互联

网庭审直播、微信公众平台发布典型案例等多

种形式广泛开展普法宣传.

◆兑现胜诉权益　继续加大对涉民生领域

案件的执行力度,受理执行案件１０６５件,执

结１０４４件,执结率９８０３％,实际到位标的额

５０１５４２万元,“１＋１＋１＋１”团队化办案模式

实现人员统一管理、事务集中、统一协调,执

行效率得到大幅提升,案件执结率、实际到位

率均创新高.强化智慧执行,开展网络查控

５４００余次,冻结资金６００余万元,发起网络司

法拍卖４９次,成交金额６４３６万元.对拒不

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的被执行人司法拘留１９人

次,纳入 “失信黑名单”２２７人次,构建 “一

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用监督和惩戒机制,

为诚信建设注入法治力量.

◆诉前调解　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挺在前面,融入全县社会治理大格局,以 “２

＋２”特色解纷方式助力矛盾多元化解.在建

设 “诉前＋诉中”两个服务中心的同时,成立

两个速裁团队,分层次分流化解矛盾纠纷,指

导司法调解组织成功化解纠纷９８４件,调解率

５８０９％,司法确认１６２件,为群众节约诉讼

费１８余万元.两个速裁团队成立以来,受理

案件４１４件,结案４１２件,结案率９９５％,平

均审理期限１２１天/件,比全院平均审限缩短

了４２天,“２＋２”多元解纷模式先后被学习强

国、«西海都市报»整版报道.

◆诉讼服务　推进 “一次办好”制度落

实,改造升级诉讼服务中心、登记立案、多元

解纷、分调裁审等功能,推行网上立案、缴

费、调解,网上立案１６１０件,网上立案率达

到５２％,更多服务由线下移到线上,实现让数

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落实 “院领导接访制

度”,年内接访６０余人次,均妥善处理.

◆审判管理　发挥审判管理主体作用,狠

抓审判执行综合质效.推进 “三评查一审核”

工作,落实院庭长静默式监管职责,紧盯办案

核心指标,加强对审执工作的动态监管,印发

各类审管通报８０余期.立足审执工作实际,

研究探讨审判执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确定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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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调研方向及课题组,完成调研文章６篇.重

新修订 «门源县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工作规

则»,规范运行程序,健全议事规则,发挥审

判委员会指导、监督审判工作职能.制定 «门

源县人民法院院庭长审判管理与监督权利清

单»«门源县人民法院办案人员权利清单»«门

源县 人 民 法 院 案 件 繁 简 分 流 标 准 细 则 (试

行)» «门源县人民法院民商事速裁团队工作

方案»«门源县人民法院民商事速裁程序实施

细则 (试行)»等８项制度,做到办案、监督

有章可循.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根据省州县政法委

及上级法院扫黑除恶及 “六清行动”工作安排

部署,聚焦２０２０年度各类刑事案件审理情况,

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受理与 “３２０”案

件犯罪事实有关联的刑事案１７件５４人,全部

审结.加大对关联犯罪人员的 “打财断血”工

作力度,判处罚金 ４３０１万元,全部执行到

位.对排查出的线索案件即马某诈骗案已审

结.牵头召开公检法联席会议,三方共同梳理

各类刑事案件总体情况、刑事侦查、审查起

诉、审判过程中需要协调解决的问题,在遵循

程序规范的基础上加强沟通交流,形成合力.

把司法建议作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结合点、

切入点,分析研判刑事犯罪案件所反映出来的

行业易发问题和管理漏洞,向８个部门发出司

法建议９份,取得效果.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建章立制工作纳入规范化建设中,加强与公

安、检察等部门的协调,印发 «门源县人民法

院刑事案件财产刑立审执协调配合制度» «门

源县人民法院司法建议制度»等７项制度.

◆保护生态环境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生态

文明思想,服务全县改革发展大局,开展 “一

治两创”工作,根据 «祁连山南麓门源片区生

态环境综合整治三年行动方案»,配合县委、

县政府开展矿山生态环境整治工作,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大环境资源保护

力度,依法妥善审理环境资源案件４件、刑事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１件,为推进全县生态

文明建设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从严治警 　 开 展 “纪 律 作 风 大 整 顿”

“执法司法规范化建设年”“作风突出问题集中

整治专项行动”“三个以案”“以案促改”等专

项工作,梳理廉政风险３９条,制定防控措施

５５条,整改销号３８条.解决学习质量不高、

落实规章制度不严等问题,完善 «门源县人民

法院请销假管理办法» «门源县人民法院精简

会议文件规定» «门源县人民法院廉政谈话和

约谈制度 (试行)»等１１项制度.强化教育

培训,支持干警参加各类政治、业务及司法考

试面授培训２０期、８１人次.突出实践锻炼,

开展五项技能评比活动,推动业务素质大提

升,组织司法警务人员开展实战大练兵集训活

动,解决操作不规范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

信息化技能操作大练兵,组织开展专项考核６

次,印发考核通报６期,干警信息化应用能力

得到提高.强化意识形态及精神文明工作,通

过理论武装、理论宣传、理论研究,推进学习

型法院建设,遵循 “三同步”要求,组建网

军、宣传员队伍,加强网上舆论正面引导,打

造中国 “法系”文化、审判文化、党建廉政文

化、院史文化为主题的系列文化长廊,激发干

警内生动力.

(审稿:韩忠明　撰稿:马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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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安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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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届历

次全会、中央、省州县政法工作会议和全国公

安厅局长会议、全省、全州公安局长会议精

神,把握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总任务,

适应新形势、新变化,立足当前、着眼长远,

通过加强政治理论和业务学习,增强 “四个意

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

提高班子决策能力和领导水平.

◆教育整顿　以开展纪律作风大整顿活动

与以案促改暨执法规范化建设年活动、 “人员

大培训、岗位大练兵、环境大整治”活动为载

体,制定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推进 “坚持政

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教育整顿试点工作.结

合县委关于修复和净化政治生态的３０条措施,

创新提出２５＋N 项工作措施,完成试点任务.

以 “四＋”学习模式,强化政治理论学习.以

“层层传导”约谈,从党委主要负责人到村警,

围绕重点工作、队伍建设层层开展约谈.以

“三位一体”督查法,组织派驻纪检组、督察、

政工组成联合督查组,开展专项督查检查.采

取 “学排结合”整改法,将学习与排查问题结

合起来,查摆剖析,加大整改力度,用整改的

实效推动教育整顿活动的发展.

◆维护稳定　围绕维护政治稳定和社会安

全目标,实施各项安保维稳措施,强化工作措

施,构建情报、侦察、防范、处置一体化工作

体系.加强网络安全管理和网上信息巡查,发

现和上报有害、敏感信息.修改完善 «网络安

全保卫工作方案» «网络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

作预案» «网络舆情监测处置引导工作机制»

«网络舆情监测处置工作实施方案».排查各类

矛盾纠纷,建立矛盾纠纷隐患工作台账,推送

相关部门进行源头化解,提高矛盾纠纷发现、

化解、管控能力.排查各类矛盾纠纷７３起,

化解６０起,推送分流其他部门化解１０起,关

注３起,编发预警信息１９期.强化重点管控,

确保重点部位、关注人群不漏管不失控.查处

治安案件,加强重大道路安全隐患治理,加大

路检路查力度,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治

安、派出所组织民警对易燃易爆场所、医院、

学校、加油站、宾馆、商场和九小场所开展消

防安全检查.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和２４小时值

班备勤制度,完善突发性事件先期处置工作机

制,加强通信保障,启动２４小时对讲通信保

障制度.

◆疫情防控　成立公安机关新冠病毒疫情

防控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制定 «疫情应急处置

预案»,细化交通管制预案.启动公安武警武

装联勤联动巡逻工作,强化社会面管控.与卫

健部门配合,各辖区派出所对辖区从武汉及周

边疫区返乡回家的门源籍学生、务工人员等开

展摸排核查.组织网安、大数据应用中心等部

门昼夜开展舆情关注和人员深度排查,向县指

挥部办公室反馈信息.启动青石嘴铁迈维稳检

查站、高铁站、寺沟警务室检查站最高勤务模

式,开展２４小时查控工作.加强监管场所疫

情监控,对新收押人员进行单独关押和重点观

察,确保监管场所安全.

◆规范执法　印发 «门源县公安局深入推

７５１

法治




进执法规范化建设提档升级实施方案»和 «任

务分解表»,签订法制工作和阳光警务工作考

核责任书.建立完善执法质量一月一通报制

度,对执法办案单位存在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推动法制大练兵活动常态化、制度化.开展法

制业务培训活动和扫黑除恶专题知识讲座,组

织７个党支部开展法律知识竞赛活动.制定印

发 «门源县公安局 “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实

施意见»,组织开展疫情防控宣传、国家安全

日宣传、安全生产月宣传、民法典和社区矫正

法的宣传活动,建立健全民警 “以案释法”工

作制度,通过门源公安微信公众号开展以案释

法,增强公安普法工作的广泛性、针对性和实

效性.组织开展教育整顿 “十查十解决”执法

大检查,对各执法办案单位２０１７年以来的所

有接处警、行政案件、刑事案件进行全覆盖、

无遗漏的执法检查.海北州公安局及山东滨州

市公安局组成的执法规范化案件评查组对门源

县执法规范化建设进行现场指导,对发现的问

题进行梳理反馈,制定整改方案并健全执法监

督机制.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年内先后２６次召

开推进会、学习会、联席会、提醒谈话会、线

索办结会,对２０２０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行

部署.制定印发 «２０２０年门源县公安局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工作任务分工方案» «门源县公安

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考核办法»和 «门源县公

安局打击整治利用信息网络实施涉黑涉恶等有

组织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方案».落实 «公安派

出所摸排涉黑涉恶线索滚动排查制度» «涉黑

涉恶警情分析研判制度»,开展滚动摸排、警

情分析研判、线索核查、案件办理、宣传发

动、重点案件 “回头看”工作.树立函告意

识,将发现的问题函告相关行业部门.开展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 “六清行动”和 “云剑行动”,

重点加大对传统盗抢骗犯罪、缉枪治爆等的打

击力度,强化对电信网络诈骗的宣传力度和在

逃人员的追逃力度,上网在逃人员实现清零目

标.公安交警部门联合运管部门开展联合执

法,专项整治非法营运,打击整治赌博违法犯

罪活动,查处赌博案件５起２８人,收缴赌资

２３８万元,赌具４副.开展打击整治枪爆违法

犯罪专项行动,收缴各类枪支５支、子弹８４０

发、仿真枪１９把、管制刀具３２把.由县委政

法委和县公安局联合印发了 «关于在疫情防控

期间切实做好预防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的通知»,

全县乡镇及各部门通过发放宣传册、宣传单、

以案释法等多种形式开展预防电信网络诈骗、

“４１５”国家安全日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

宣传活动.

◆公安信息化　推进 “智慧公安”建设,

筹资对现有的视频监控平台进行功能升级扩

容.采取以租代建模式,将治安监控视频接入

９个办案单位,为侦查办案和服务群众工作提

供便捷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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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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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伍建设　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支

部 “三会一课”等学习方式为主,将习近平总

书记在人民警察队伍授旗仪式上的重要训词内

容传达至每个民辅警.把学习贯彻重要训词精

神与落实全国、全省公安工作会议精神、祁连

山南麓青海片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三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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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整顿紧密结合,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局党委

“１＋６”党建品牌 (“一条主线”“六篇文章”)

的巩固提升.开展７个党支部党建品牌的创建

工作,以枫桥式派出所创建为契机,打造 “五

长制”社区警务管理、多元解纷新机制等模

式.根据县委关于在城镇社区实施 “构筑红色

堡垒,共建和谐社会”工程的总体部署要求,

开展社区共建共驻工作.强化民辅警思想政治

教育,增强反分裂、反渗透、维护国家长治久

安及国家安全教育,教育党员民警不信仰宗

教,签订承诺书１６０余份.利用 “门源公安工

作群”“廉政文化长廊”“LED屏”定期发布廉

政语录、典型案例,提高民警廉洁自律、拒腐

防变的能力.通过选派学习、外出调训、跟班

学习等方式开展 “送出去” “请进来”多途径

培训４５４人次.抓好从优待警措施的落实,完

成执法勤务、警务技术职级晋升,落实民辅警

工会福利,向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汇报全国、

全省、全州公安工作会议的主要精神和全县公

安工作和队伍建设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困

难.落实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落实党管干

部原则,理顺公安事权,增补交警大队长为局

党委班子成员.推动横向交流,对１３名优秀

年轻干部提拔任用,对８名中层干部轮岗交

流,对１４名民警调整岗位.加快基层基础新

进度,改善警务保障条件,完成门源县公安局

“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通过与省厅、州局

及县发改部门协调对接,初步确定了３１项公

安基础设施与公安信息化建设项目.建成暖警

洗衣房,购置１台无人机、１１辆执法执勤用

车,实施青石嘴派出所、浩门派出所、旱台派

出所、阴 田 派 出 所 外 观 形 象、食 堂 等 修 缮

工程.

(审稿:王国才　撰稿:王晓东)

司 法

概述　门源县司法局 (社区矫正管理局)

于２０１７年与县委政法委实现合署办公,下属

门源县法律援助中心、门源县公证处两个事业

单位,直属１２个基层司法所和３个中心法律

服务所,内设县委全面依法治县委员会办公

室、政府法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三

调联动”大调解工作机制领导小组办公室、安

置帮教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社区矫正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全县司法行政专项编制３１个,

实有干部２６人,正副局长２名 (局长由县委

政法委一名副书记兼任),司法所长１２名,局

机关一般干部６名,专职司法助理员７名;事

业编制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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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名.建立各

类人民调解组织１９８个,其中乡镇和村级调委

会１２１个,专业性行业性调委会８个,寺院６２

个,社区７个,人民调解员６４４名.

◆稳推依法治县　坚持县委常委会、政府

常务会会前学法制度.县委常委会、政府常务

会每季度定期研究法治建设工作,组织 “关键

少数”和党员干部带头学习 «宪法»和学习领

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精神,

围绕县委推进依法治县、加快法治门源建设的

总体部署,对依法治县、依法执政、依法行

政、司法公正统筹谋划,制定印发 «县委全面

依法治县委员会工作规则»等三个规则和 «县

委全面依法治县委员会各协调小组组成人员名

单»,组织依法治县委员会委员、各部门主要

负责人和乡镇党委书记召开县委依法治县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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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第二次会议 (扩大)会议,会议将法治政府

建设相关内容进行传达学习,就省委督察组督

察情况进行通报,审议通过 «２０２０年工作要

点».落实法治建设主体责任,县委主要领导

分别与县人大党组、县政府党组、县政协党

组、县委各常委、各乡镇党委书记签订年度法

治建设工作主体责任书,年内备案党内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１５件.

◆打造阳光政府　对全县现行有效的规范

性文件,通过县政府门户网站进行公示,便于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规范性文件的查询和

监督,审查规范性文件１２件.推行政府法律

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为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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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行政诉讼案件２

件,参与行政调解３起.推进行政执法责任制

和执法改革,梳理执法依据,依法界定执法职

权,狠抓行政执法责任落实,印发通知,理清

全县行政执法机关的行政执法主体、执法依

据、执法职权,开展行政执法大轮训工作,举

办行政执法培训班两期,全县１８个行政单位

４００名工作人员参加培训,３４３名执法人员取

得执法资格.通过培训完善行政执法资格制

度,落实新执法人员的执法身份,为行政执法

人员开展依法行政工作提供执法保障.组织公

安、市监、交通等１３个行政执法部门分管领

导和行政执法办案业务骨干２０人召开提升办

案质量专题研讨会,加强全县行政执法规范化

建设,提升行政执法部门依法办案能力和水

平.召开专题常务会和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推进

会,安排部署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将法治政府

建设与责任落实督察工作纳入依法治县年度考

核.依法治县办公室抽调专人组成工作组,对

各乡镇各部门 “七五”法普法、治政府建设和

“双普法”责任制落实情况开展专项督导检查.

◆执法普法责任落实　制定普法责任清

单,各普法成员单位在重点领域重点人群开展

法治宣传,形成 “政府来主导、部门共协作、

社会广参与”的 “大普法”格局.启动 «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宣传活动,印制 “口袋

书”,组织全县县直各部门通过文艺演出、知

识竞答、现场宣讲、发放宣传资料、解答法律

咨询等方式,开展 “民法典”大型宣传活动,

使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形成

遇事找法的习惯,为各部门维护好群众合法权

益提供重要标尺.开展法治培训工作,以 “村

级法律明白人” “巾帼法律明白人”培训为平

台,对１２个乡镇１５００余名村级 “法律明白

人”进行专门培训.疫情防控期间,各成员单

位结合职能工作将法律宣传作为重点及时介

入,通过手机客户端、 “流动车＋大喇叭”等

方式采取线上线下大力宣传,精准施策,开展

法治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工作,为全县疫情防

控工作提供法律保障.加强 “三八” “３１５”

“４１５”等时间节点期间的普法宣传工作,形

成部门分工负责、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的普法

工作格局.全年开展法治宣传１２０余场次,开

展法治讲座７０余场次,出动法治流动宣传车

２４０余台次,人员１０００余人次,悬挂横幅６００

余条,发放宣传资料６万余份,电子显示屏滚

动式播放疫情防控宣传标语２００余条,推送以

案释法典型案例６０余例.“七五”普法顺利通

过州级考核验收.

◆人民调解工作　发挥人民调解组织、人

民调解员在疫情防控处置、安保、冬春维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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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时期中的 “第一道防线”作用,通过微信

群、QQ 群、朋友圈等各类信息平台,掌握矛

盾纠纷线索,采取规劝、说服、引导等方式化

解苗头性、一般性纠纷,对难以调处的重大复

杂纠纷报告有关部门,为党委政府决策提供依

据,防止矛盾纠纷激化升级.探索 “枫桥经

验”门源化机制, “随手调”作用发挥明显,

村级调解组织在司法所指导下加大矛盾纠纷排

查化解力度,运用矛盾纠纷 “随手调”调解机

制,把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

状态,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 (镇),

矛盾不上交.建立社会治安网格队伍,全县１２

个乡镇１０９个村３２７名信息员到岗履行职责.

建立完善一台账三清单制度,明确化解责任.

全县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受理各类纠纷７７１件,

调处成功７６７件,调处成功率９９４％.多元解

纷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为当事人提供咨询解

答、诉讼引导、心理疏导、矛盾化解全方位的

法律服务,成为门源县品牌人民调解室的升级

版,也是 “枫桥经验”门源化的典型实践.诉

调中心受理各类矛盾纠纷９８２件,调处成功

５１８件,成功率５３％,涉案金额１３００余万元,

司法确认１１２件.

◆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　整合资源,打造

“管理一站式、服务一家人、办事一条龙”的

县乡村三级综合性法律服务窗口平台建设,为

群众提供家人般的关怀、一站式的服务,达到

“服务在身边,满意在心中”的社会效果,促

进社会和谐稳定.全县１２个乡镇建立公共法

律服务站,１１７个村 (社区)建立公共法律服

务工作室.法律援助中心接待群众来访、来电

１０００余人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２８５件,其中

民事案件２６３件,刑事案件２２件,受援人数

２８５人,为当事人挽回经济损失５０８余万元,

免费代写法律文书５４０份.公证处共办理各类

公证２１９件.在青石嘴、东川投资２８２万元

打造以 “法庭诉讼前调解＋派出所受案前调解

＋三调联动＋法律援助＋法治宣传＋基层法律

服务＋信访接待”为一体的综合性法律服务机

构,实现诉调、案调、访调 “三调”对接,为

广大群众提供优质法律服务和安全和谐的社会

环境,为乡村治理体系注入新活力.

◆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　抓稳定工作,做

到专人防控摸线索,随时掌握重点人员动向,

把握重点环节,加强分析排查研判、分类分级

管理、教育矫正和帮困扶助工作,随时前往社

区、村排查,确保 “两类”特殊人群安全稳

定.强化社区矫正监管平台对社区矫正对象的

监控力度,掌握其位置信息与思想动态.执行

请假审批,对跨县外出人员请假从严审批,做

到去向明,外出原因清.打造首个社区矫正公

益劳动基地———北山 “新生林”２３３公顷,通

过劳动修复社会关系,培养社会责任感、集体

观念和纪律意识.配合完成省、县检察院社区

矫正巡回检察 “回头看”工作.开展帮扶救

助,为５名社区矫正对象联系外卖公司解决就

业岗位,对３名社区矫正对象发放救助帮扶资

金１１０００元.春节期间,为家庭困难、遵守社

区矫正管理规定的 １０名矫正对象送去价值

３０００元的生活用品.疫情防控期间,２３名社

区对象参与疫情防控工作,捐款捐物达２０４

万余元,开展防控志愿服务活动等.全县社区

矫正对象总在册人数５３人,刑满释放人员２２８

名,思想状态稳定,积极改造.

◆党建引领业务　坚持把基层组织建设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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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业务工作纳入同等重要的位置,以 “党

建＋”为抓手,开展法治宣传、法律服务、人

民调解等各项服务,打造群众满意基层司法

所,提升基层司法行政的社会影响力和满意

度.实行 “月汇报会” “周五学习”等制度.

组建党员先锋队,机关党员干部、人民调解

员、社区矫正对象组建疫情防控志愿者队伍,

在各村、社区劝返点开展疫情法律法规知识宣

传、防控等工作.党支部开展慰问联点帮扶村

一线工作人员,前往联点帮扶村泉口镇旱台村

和青石嘴镇东铁迈村,为东铁迈村解决办公经

费１万元,对劝返点一线工作人员进行慰问,

送去一次性防护口罩５０个及方便面等生活用

品等价值 １５００元.采取主动学、请进来教、

走出去看等多种形式加强党员培训教育,提高

党员干部综合素质.开展党员承诺、在职党员

进社区服务、无职党员设岗定责、 “一名党员

一面旗”、千场党课千人讲等适合机关干部党

员发挥作用的载体活动,助推党员争先创优、

做表率、当先锋,形成 “个个能合格、人人争

先进”的浓厚氛围,选树优秀党员１５名.按

照 “因地制宜、因事设岗、明确职责、量才归

位”的原则,对１８名无职党员设岗定责,设

立１８个岗位,承诺３８件,兑诺３８件.组织

２０名党员分别到浩门镇向阳社区、青石嘴镇吊

沟路社区和东川镇孔家庄社区及时认领岗位职

责,开展承诺服务活动,２０名党员干部共认领

岗位４８个.坚持每周点播党员干部现代远程

教育电视频道,加强站点利用率,为广大党员

“充电”“加油”“补钙”.投入１８万余元对机

关党员活动室进行改造升级,创建精神文明、

勤政廉政、民族团结等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宣传

走廊,占领机关思想文化高地.举办重温入党

誓词、唱红歌、看红色电影、警示教育、 «习

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专题学习、研讨等为

主题的主题党日活动,开展 “圆梦微心愿”共

驻共建活动,解决共驻共建工作经费１万元,

为花园社区、向阳社区１２户困难居民添置小

家具家电、大米、送慰问金等共达４０００余元,

各类法治宣传品１０００余个,２５名党员干部联

系帮扶２７户农村贫困户每年走访慰问不少于４

次,送去慰问品、慰问金等价值近１万元.开

展捐款献爱心活动,动员干部职工为红十字会

捐款１５１万元,２３名党员和两名入党积极分

子交纳特殊党费１９５万元,扶贫日捐款１１０４

万元.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班子成员

带头履行 “一岗双责”,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制,开展以案促改、纪律作风大整顿、

执法司法规范化建设年、 “人员大培训、岗位

大练兵、环境大整治”、作风突出问题集中整

治专项行动等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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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

集中约谈４次参加６０余人次,党员谈心谈话

２０余人次,警示谈话１人次 (退休干部),对

三家律所进行行业监管责任落实,促进规范化

运行.选派党建工作指导员,加强律师事务

所、法律服务所的党建工作,推动律师事务

所、法律服务所的规范化建设.加强公证公信

力和律师、中心法律服务所诚信力建设,加强

律师、公证机构管理,建立律师事务所、公证

处考核责任制,建立完善律师、公证、法律服

务工作者诚信档案,为维权农民工开通 “绿色

通道”,降 低 申 请 法 律 援 助 门 槛.修 订 完 善

«司法局干部请销假和考勤管理制度»«学习制

度»,新建 «司法局局务会议事规则»«班子成

员遍访民情工作制度»«司法所绩效考核办法»

«公车统筹资金管理办法»,提高司法行政干部

队伍的综合素质、业务能力和履职能力,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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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导压力,分解工作任务,进一步优化、提升

基层建设水平和整体实力.

◆司法所规范化建设　在巩固深化司法所

规范化建设成果基础上,按照 “枫桥司法所”

创建标准,将青石嘴司法所和东川司法所作为

“枫桥司法所”重点打造试点,对标对表,从

办公场所硬件建设到各项业务职能发挥软件强

化、整改落实,为 “枫桥司法所”命名打好

基础.

(审稿:张世军　撰稿:马进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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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经济管理

发展和改革局

概述　门源县发展和改革局现有工作人员

２１名,其中行政编制人员６名、事业编制人员

７名、工勤岗位人员１名、公益性岗位人员５

名、见习岗位２名.编制完成的 «门源县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

年远景目标纲要 (草案)» «２０２０年度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经县第十七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负责起草的

«门源县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

建设实施意见» «门源县推动高质量发展责任

分工方案» «门源县关于贯彻落实全力抓 “六

保”促 “六稳”若干举措的分工方案» «门源

县贯彻落实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决策部署的实施方案»,经县委县政府采纳实

施.起草的 «门源县加快项目建设工作推进办

法 (试行)»和 «门源县争取项目资金考核奖

补办法 (试行)»,经县委县政府批准执行,

为实现 “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对冲疫情影

响发挥参谋助手作用.在疫情影响和经济下行

双重压力下,负重前行,在困难挑战中稳住经

济发展基本盘,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３４９６

亿元,同 比 增 长 ０１％;固 定 资 产 投 资 增 长

１１６％;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５８％;全体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８７９７元,增长６％,其

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３５０５２元,增

长４２％;农 村 常 住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１３２４４元,增长５８％.

◆项目工作　在吃透国、省政策导向、资

金投向的基础上,借助对口援建契机,围绕基

础设施、民生改善、生态文明建设、疾病预防

控制体系等关键领域,谋划 “十四五”期间重

大建设项目１２大类４４５项,总投资８２６６２亿

元,组织储备２０２１年项目１３３项,投资总量

５２１７亿元,为开启 “十四五”规划新征程打

下坚实基础.从省州发改部门和援建方落实各

项资金支持类项目５８项１２８１亿元,全县实

施各类新续建项目１９７项,开复工各类项目

１７５项,开复工率８４５％.

◆援建工作　配合完成 “援青十年感恩

奋进”各项活动,协调组织威海企业参加青洽

会,山东商会会员企业参加门源油菜花文化旅

游节经贸洽谈活动,落实拟签约项目１１项.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在鲁青眼科中心

的基础上与海北州门源县共同设立的鲁青眼科

医院,于７月２６日在门源县正式启用.配合

推进山东省 “十四五”对口支援青海省海北藏

族自治州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全年实施山东省

对口援建项目６项,总投资１０８亿元.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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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四区与门源县１２个乡 (镇)的全面结

对帮扶工作,落实帮扶资金１２００万元.

◆信用体系建设　 «门源县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规划»所列八大项１０４小项具体工作任务

落地,提升 “信用门源”支撑作用,４７家成员

单位实现数据对接,归集入库各类信用信息

５８７万条, “信用门源”网站总计访问量达

２３５４人次,最大单日访问７２人次,面向全社

会提 供 “一 站 式”信 用 服 务 能 力 得 到 提 高.

“州级信用县”创评工作取得成效,１２个乡镇

１０４个行政村先后获得 “信用乡镇” “信用村”

殊荣.门源县永兴生态农牧开发有限公司、青

海金门牛食品开发有限公司、海北祁连山绿色

有机生物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青海海鑫矿

业有限公司等４家企业获得省级首批 “诚信守

法示范企业”称号.

◆物价监管　先后开展３０余次价格监测

分析,应对疫情防控期间的价格波动,消费品

市场价格持续稳定.协同相关部门为全县６５９８

名困难群众发放价格临时补贴７４６８万元,完

成１７吨冻猪肉储备工作,保障和维护困难群

众的基本生活和社会稳定.按程序完成门源县

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照壁山景区门票核定成

本监审工作,剔除不合理成本２５１２万元,启

动农业水价核定,完成价格认定事项４１件,

标的金额３５１２万元.

◆粮食储备　落实粮食安全县长责任制,

全年粮食总产７４５万吨,州县两级政府储备

粮油规模２２００吨,年内组织１家粮油收购企

业收购青稞２１２７吨、油菜籽２７５２吨,落实资

金１６７１万元实施门源县军民融合军粮供应工

程,强化粮油市场调控,全县粮油供应充足,

价格稳定.

◆ “厕所革命”　 秉 承 “抓 好 ‘小’厕

所、服务大民生”的工作理念,结合全县 “一

治两创”工作,按照 “标准不降、要求不松、

措施不减”的原则,推进本年度１０５１座 “厕

所革命”建设任务,再获省级奖补资金２７２万

元,三年行动计划圆满收官,群众 “如厕难”

问题得以缓解.

(审稿:祁海涛　撰稿:韩晓宁)

工业商务

概述　门源县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工作人

员２０名,其中行政在编人员８名、事业在编

人员２名,公益性、见习岗位等其他岗位人员

１０名.工信局党组成立于２０１９年３月,现有

党支部１个,党员７名.２０２０年应对经济下行

压力,协调主动作为,完成工业总产值６４亿

元,实现社会消费品１１９３亿元,落实门源县

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十项措施补助资金 １８９５

万元.

◆工业经济运行　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完成工业总产值６４亿元,同比增长７％;工

业增加值３４亿元,同比增长４１％.把项目

建设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定期不定期赴项目建

设现场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问题,督促

工程建设进度和投资进度.落实固定资产投资

目标任务３０００万元.续建项目４项,年内全

部开工建设,新建项目４项,其中污水处理厂

项目于１０月份开工建设,其余３个项目均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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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前期准备阶段.

◆招商引资　州上下达招商引资目标任务

３亿元,历年招商引资到位资金３０３亿元,完

成任务的１００８７％.２０２０年第２１届青洽会招

商项目５项,协议资金３７亿元,签约项目涉

及工业、商贸、旅游等领域.加大对在建招商

引资项目的协调服务力度,提高项目履约率和

资金到位率.对一直未能按时开工投建项目,

主动与投资项目方积极协商,加大资金到位力

度,争取早日落地,投产达效.

◆工业园区建设　园区入驻企业２８家,

正常运营生产１３家,试运营生产２家,季节

性生产２家,在建项目８家,停产２家,正在

办前期手续１家.其中加工业２４家、服务业２

家、制造业２家.年内新培育规模以上企业２

家,规上企业共计４家,即门源县永兴生态农

牧开发有限公司、门源东升预拌商品混凝土有

限公司、青海生态源物流服务有限公司、青海

祁连山绿色有机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全年完成

园区工 业 总 产 值 １２４ 亿 元,占 工 业 总 产 值

的１３７８％.

◆商贸流通　全县实现社会消费品总额

１１９３亿元,同比增长３％.４家限上企业销售

额完成３４４８０１万元,同比下降１８５９％,其

中限额以上零售业商品销售额２７６１１１万元,

同比下降１６％;限额以上住宿业营业额３９３１

万元,同比下降１７３％;限额以上餐饮业营业

额２９３８万元,同比下降３７８９％.培育新华

书店１家限上企业.

◆电子商务　投资１５００万元的门源县电

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和投资５００万元的

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巩固提升项目,

通过第三方验收.通过该项目的实施,建成电

商网点共８２个,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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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２２％,４４个贫困村实

现全覆盖.全县实现电商交易额 ３３７２６３万

元,同比增长３９１１％.

◆ “六稳六保”惠企政策　利用各类展

会、通过公众号、抖音、网红带货直播等新媒

体渠道为具有门源特色农畜产品进行宣传.为

９家工业企业落实青海省２０２０年第一批中小企

业发展专项补助资金９６万元.支持商贸企业

复工复产营业专项补助资金２７３６７万元,为

门源百里花海蜂业有限公司、青海吉上杞生物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等企业申报青海省２０２０年

第二批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３８万元,落实

门源县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十项措施补助资金

１８９５３万元.

◆去产能工作　推进全县煤炭行业去产能

工作,完成浩云煤业宁缠第一煤矿去产能关闭

退出工作,并通过省州县三级综合验收.开展

企业 生 态 恢 复 治 理、职 工 安 置 等 后 续 收 尾

工作.

◆环保督查整改　中央两轮环境保护督察

组反馈意见涉及工业商务局１项,通过编制污

水处理厂建设方案、争取国家专项债券资金等

工作,按照要求整改完毕.

◆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　开展国

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工作,是落实中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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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县重大决策部署的需要,也是持续深

化国企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提升国

有企业退休人员保障和服务水平的需要.年内

开展移交工作的企业１３家,其中县外移交企

业１０家、县内移交企业３家.１３家企业移交

人事档案６２２份,移交管理服务人员４５４人,

移交党组织关系３８人.

(审稿:马文海　撰稿:崔继成)

审 计

概述　门源县审计局人员编制１３人,实

有１０人,其中审计服务中心事业编制６人,

行政编制６人,工勤编制１人.根据２０２０年度

审计项目计划,门源县审计机关共完成审计项

目及检查共２１个.通过审计,查出违规金额

５２万元,审计期间整改金额２９万元,审计处

理处罚２８８７万元,其中应上缴财政金额７６６

万元、应归还原资金渠道３４万元、应调账处

理２０８７万元,审计发现非金额计量问题 ２１

个,提出审计意见建议１８条,调研报告１篇,

审计信息６４篇.

◆预算执行审计　完成本级财政预算执行

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向县政府提交审计结

果,向县人大常委会做审计工作报告,全县８９

家一级预算单位审计全覆盖.

◆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　完成县农牧水

利和科技局原任局长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履

行情 况 审 计 及 任 职 期 间 经 济 责 任 履 行 情 况

审计.

◆扶贫项目及资金审计　配合完成省州审

计局的扶贫审计项目,开展对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

扶贫资金管理使用情况审计.

◆统一审计项目　对省、州审计机关统一

安排部署的审计项目进行审计,完成２０２０年

度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落实第一、二、三、四季

度跟踪审计和４９亿新增财政资金直达市县基

层直接惠企利民专项审计.开展县委、政府临

时安排审计项目及专项督促检查,完成门源县

脱贫攻坚工作督查、门源县 “小金库”专项治

理、门源县村级代理记账公司绩效考核、门源

县各乡镇人民政府历年水费收缴及支付情况核

查、门源县汽车站、供水公司事业单位改企财

务审计、门源县城投公司２０１９年１月至２０２０

年６月财务状况及经营情况审计、全县１０９个

村和８个社区换届前财务审计工作.

　　６月２５日,县审计局对祁连山国家公园自然资源

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项目———泉口镇西河坝村毒

害草项目进行审计 (县审计局提供)

◆自身建设　实行全过程监督,构建自我

约束的警戒线,坚持将党风廉政建设融入审计

工作的每个环节,党组成员签订 «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制»«廉政承诺书».按照 “谁主管,谁

负责”的原则,落实了 “一岗双责”,带头执

行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州县委关于作风建设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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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精神及审计人员 “八不准”规定,制定下

发 «关于扎实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第

一、二阶段工作计划»,细化整治工作任务,

通过设立意见箱、发放意见征求表等多种形

式,采取 “班子议、自己找、群众提”等方式

查摆问题,局党组从四个方面查摆出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８个问题,落实责任,加以整改.制

定完善 «考勤管理制度»«局务会议制度»«党

组议事规则» «党风廉政建设制度»等制度,

明确责任领导、责任人及整改完成时限,即知

即改、挂牌销号.

(审稿:步文玲　撰稿:马巧玲)

统 计

概述　门源县统计局是主管统计和国民经

济核算工作的政府行政机关.成立于２０１９年４

月.负责组织实施国家、省、州统计局及县

委、县政府下达的统计调查任务,统计现代化

建设规划;组织领导和综合协调各乡镇、各部

门的统计和国民经济核算工作;负责全县目标

责任制考核中经济指标的考核监控;建立健全

统计数据质量审核、监控和评估制度;搜集、

整理、提供全县性的基本统计资料,并对国民

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情况进行统计分

析、统计预测和统计监督,向县委、县政府及

有关部门提供统计信息和咨询建议.在上级部

门的指导下完成统一核定、管理、公布、出版

全县性的基本统计资料,定期向社会发布全县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统计公报.建立健全

和管理全县统计信息自动化系统和全县统计数

据库体系;组织协调和监督检查各乡镇、各部

门的统计数据.组织指导全县统计专业技术队

伍建设,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全县统计专业

职务资格考试和统计人员上岗培训及资格考试

的有关工作.依照 «统计法» «统计法实施细

则» «青海省统计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监

督各乡镇、各部门对统计法律法规的贯彻实

施,组织统计执法检查,查处统计违法案件.

◆统计与调查　贯彻实施统计制度改革,

执行统计报表制度,开展联网直报企业的服务

和指导,督促联网直报企业按时、准确上报数

据资料.按照建立健全统计数据质量审核、监

控和评估制度,按时开展畜情监测、农产量、

工业产值、服务业等统计调查工作,适时与国

家调查队、相关部门开展数据评估和分析,围

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和经济社会中的热点

难点,开展统计调研,多角度、全方位收集统

计信息,提出合理化的意见和建议,提高统计

服务的时效性、敏锐性,提升统计服务水平.

先后编印 «２０１９年统计公报» «统计年鉴»等

统计产品,撰写各类统计分析３０余篇,调研

报告８篇,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统计服务.

◆疫情防控　贯彻落实中央、省州县委对

新冠肺炎疫情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树立疫情

防控红线意识,将疫情防控工作当作全年重要

的政治任务实抓细抓,主动作为.２月中旬,

针对帮扶村一线防疫物资极度匮乏现状,联系

争取藏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援助,为青石嘴镇

黑石头帮扶村筹措到２５０千克消毒水、３００千

克酒精、３００双手套、２０００个口罩、２０个护目

镜,向武汉疫区捐款３８００余元.配合社区严

密排查分工负责小区的防疫措施和住户流动信

息,推进各项防控措施落实到位.

８６１

门源年鉴 (２０２１)




◆统计基层建设　统计专业人员前往乡

镇、企业,讲解统计法律法规和违反统计法的

危害,为基层统计人员输送统计法律法规知

识,从源头上防范统计造假和弄虚作假.与

“四上”企业、乡镇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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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效性和追溯性.组织

开展统计业务培训,提升统计业务水平,提高

统计工作效率,确保统计数据准确.

◆依法统计　结合统计中心工作,聚焦统

计造假弄虚作假、统计数据真实性不高问题,

以现场查看基础台账、统计资料、统计机构、

人员配备等方式开展统计执法,集中治理统计

造假弄虚作假问题,规范统计行为,加强源头

防控.结合国家统计局全国五年全覆盖统计督

察工作计划,创新开展辖区内首轮统计督察工

作,完成３５家调查单位实地督察工作,为建

立健全和管理全县统计信息自动化系统和全县

统计数据库体系奠定基础.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暨第七次全国人口

普查　复核整理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按

照国家、省、州统一反馈核定数据,撰写门源

县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在融媒

体、政府政务网站公开发布,为经济普查数据

开发利用提供服务,赢得青海省第四次全国经

济普查领导小组 “先进集体”称号.按照 “全

国统一领导、部门分工协作、地方分级负责、

各方共同参与”的原则,协调各方,配合政府

组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机构,从各乡镇及有

关部门抽调工作人员７３９名,成立县、乡两级

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完成普查区域

划分、建筑物标绘、 “两员”选聘和培训、普

查宣传等前期准备工作,组织召开门源县第七

次全国人口普查正式登记动员会,创新思路和

方法,督导人口普查工作有序推进,县级以上

领导牵头奔赴各普查区督导检查,推进人口普

查工作各环节、时间节点的工作进度,完成摸

底、短表登记、填错核查、户籍地复查、长表

登记、行业编码、短表长表改错等环节的重点

工作任务.

◆经济运行情况分析　全县完成地区生产

总值３４９６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

０１％,增幅环比上升１４个百分点,由负转

正.其中 第 一 产 业 增 加 值 １１４ 亿 元、增 长

４６％,完成州定目标任务４６％,拉动 GDP

增长１２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４６６亿

元、下降９５％,降幅环比收窄８２个百分点,

拉动 GDP下降１６个百分点,主要受门源县

建筑业增加值大幅下降的影响,第二产业增加

值增幅仍然处于负增长区间.第三产业增加值

１８９亿元、增长１％,增幅环比上升０９个百

分点,拉动 GDP增长０５个百分点,全县批

零住餐、服务业等企业在一、二季度受疫情影

响,均有停工停产、暂停营业的现象,使第三

产业增幅达不到预期,但增幅持续向好,三次

产业结构比为３３∶１３∶５４.

(审稿:陈宝德　撰稿:宋海萍)

统计调查

概述　国家统计局门源调查队,有在编在

岗人员８人,其中队长１名,纪检员１名.主

要负责国家统计局布置的各项统计调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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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青海调查总队交办的地方调查任

务,协助地方统计局完成重大国情国力普查任

务,查处调查队组织实施的统计调查中发生的

统计违法行为等,开展调查队机关党建、纪检

监察和干部管理工作.

◆疫情联防联控　依照国家统计局门源调

查总队及海北州、门源县疫情防控指挥部部署

要求,成立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制定疫情防控

应急预案,对口包联门源县华庭小区,抽调小

区７栋、３１６户进行摸排,开展半个月的疫情

联防联控工作.

◆常规调查　完成分省、分市县城乡居民

人均可支配调查工作.经调查,２０２０年全体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８７９７１元,同比增长６％.

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３５０５２元,同比

增 长 ４２％; 农 村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１３２４３８元,同比增长５８％. “十三五”期间

城乡收入稳步增长,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年均分别增长７５％和８４％.提前两

年实现比２０１０年翻一番目标.完成农民工监

测调查季报、贫困监测季报、农户固定资产投

资、主要畜禽监测调查、农产量调查、新冠疫

情对种植业影响的快速调查以及门源县耕地撂

荒地面积的调查、完成月度劳动力调查、工业

生产者价格调查月报、新设立小微企业跟踪

调查.

◆统计法治　在中国统计开放日、国家宪

法日、宪法宣传周、统计普法宣传月等期间,

开展宣传活动.在县主要路口、广场悬挂宣传

横幅、摆放展板,发放 «统计法治宣传读本»

和带有统计法宣传标语的宣传品,组织领导干

部、统计调查对象等参与答题活动.围绕城乡

一体化住户调查、畜禽监测调查、劳动力调

查、工业生产者价格调查等常规业务,入户、

入企进行统计法治宣传.在２０２０年脱贫攻坚

普查各项基础培训及工作中,前期清查摸底、

中期普查、后期督导等各个环节中,宣传宣讲

统计法治工作.

◆脱贫普查　按照 «青海省脱贫攻坚普查

实施方案»的要求,与县委、县政府协调成立

县、乡两级普查机构,普查办设在门源调查

队.选调２８名干部,组建脱贫攻坚普查工作

组.全县各成员单位参加培训、密切配合,分

工负责,向县普查办提供普查底册资料和相关

数据.制定 «门源县脱贫攻坚普查服务保障工

作方案»,成立综合协调联络组、资料核查组、

医疗保障组、道路保障组、安全保卫组等五个

工作小组,从各方面保证普查工作按时、全

面、顺利开展.普查工作从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０日

拉开序幕.８月３１日下午,随着海北州普查办

３名数据处理人员撤出门源,脱贫攻坚普查工

作全部结束.

(审稿:崔安康　撰稿:龙俊蓉)

市场监督管理

概述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内设办公室、市

场秩序规范管理科、食品药品监管科、质量技

术监管科、登记注册与信用监督管理科.下属

单位有浩门城东市场监督管理所、浩门城西市

场监督管理所、东川市场监督管理所、青石嘴

市场监督管理所.在编人员３０人,其中公务

员２４名,工勤人员５名,事业编制１名,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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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名,管辖全县１２个乡镇１０９个行政村.设

立党支部１个,共有党员２１名.２０２０年,全

县新增市场主体１３７１户,共有市场主体９６２２

户,同比增长１４４６％,其中个体工商户７７４９

户,农民专业合作社４３８户,私营企业１２３０

户,内资企业２０５户.推行各项登记注册便利

化措施,采取畅通 “四办”等便捷措施,持续

压缩企业开办时间.面对疫情冲击、落实各项

纾困惠企政策,开展对包联小区的疫情排查工

作,将进口冷链食品排查纳入常态化排查工

作,推进常态化市场监管工作,开展各项专项

检查,加强对市场主体的有效监管.

◆党建助力业务　探索党建和市场监管工

作融合的新途径,通过 “党建＋”的模式 (深

化改革、市场监管、服务企业、消费维权、志

愿服务等模式)强化基层组织的堡垒作用,把

促进业务工作作为组织建设的着眼点和落脚

点,丰富 “党员固定活动日”活动,开展庆

“七一”“环境整治” “构建红色堡垒,共建和

谐社会”等主题党日活动１０次.按照 “党建

围绕业务转,业务支持党建强”的思路开展党

建工作,实现党建与业务的良性互动.将脱贫

攻坚 “双帮”活动、党员干部联系基层服务群

众活动、中央省委 “一号文件”宣讲活动相结

合,党员干部发挥表率,带头联系走访建档立

卡贫困户.推进非公经济党组织的建立和党的

工作有效覆盖,通过摸排非公经济党组织,登

记非公经济组织 (私企)１２０３个,调查 ６０５

个,建立党组织的１０个,有党员活动阵地的３

个,党员不足３名的非公经济组织４７个,没

有党员的５４８个.开展专业培训,针对食品、

药品、特种设备监管,检验检测、执法办案等

专业性较强的行业,从业干部每年参加１~２

次以上的省州级部门和本单位１０次以上集中

业务培训.

◆结对帮扶　将脱贫攻坚 “双帮”活动、

党员干部联系基层服务群众活动、中央省委一

号文件宣讲活动有机结合,要求全体党员干部

发挥表率,带头联系走访建档立卡贫困户,党

员干部平均入户达２次以上,与贫困户贴近感

情,指导脱贫致富,帮助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

和问题.疫情期间为联点村的值守人员送去了

价值１０００余元的慰问品;党员带头进驻５处

无业委会管理、无物业管理、无门卫管理的

“三不管”小区,认真排查登记,２４小时轮流

值守,为加强防控,投入资金１５７万元.制

定 «门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 “七联共建”

推动基层党组织服务水平整体提升实施方案»

«２０２０年 “七一”建党活动实施方案»,结合

“党课开讲啦”主题活动,党员干部赴联点村

米麻隆开展 “联姻结对”工作,由局党支部书

记讲党课.同时为村集体送去帮扶资金１００００

元,并与村 “两委”召开座谈会.结合 “七联

共建”活动,组织党员干部与食药科专业人员

赴社区开展一次食品药品安全知识宣传活动,

通过 “零距离”方式,让社区居民学习了解丰

富多样的饮食用药安全知识,增强自我防范意

识,为居民饮食用药安全保驾护航.同时,对

气象路社区４名贫困党员进行慰问,让他们切

实增强基层党员的荣誉感和归属感,给社区送

去联点帮扶资金２０００元.

◆企业注册　压缩办证时间,采取畅通

“四办”(网上办、邮寄办、预约办、咨询办)、

“绿色通道”“五个服务”等便捷服务措施、实

现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３个工作日以内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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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 “证照分离”改革,推动县级２０个部门

和县涉企经营许可事项 “两个全覆盖”,释放

改革红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深化行政审

批改革,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行政审批实行

“２个工作日受理决定制”,食品相关产品和化

肥产品生产许可证核发实行告知承诺审批,药

品医疗器械审评减少至６５项,平均办理时限

压缩５０％,执业药师许可事项１００％ “一网通

办”.全年 年 报 各 类 企 业、专 业 合 作 社 １５５９

户,到 年 底, 完 成 年 报 １３６８ 户, 年 报 率

８７７４％,其中内资企业应年报１８０户,已年

报１６８户,年报率９３３３％;私营企业应年报

９９７户,已年报８７８户,年报率８８０６％;农民

专业合作社应年报３８２户,已年报３２２户,年

报率８４２９％.制定发展农产品商标战略长期

和近期目标,全县注册商标５１２件,均为国内

注册,其中地理标志证明商标５件,著名商标

５件.年内培育３５件,续展２件,申请商标２０

件,成功注册商标１０件.

◆食品药品安全监管　推行 “明厨亮灶”

工程,对全县１１１５家餐饮服务单位完成 “明

厨亮灶”改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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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就餐者直观感知厨房环境卫生和食品粗加工、

切配烹饪、清洗消毒等各环节的真实状况,消

除食品安全隐患.建立食品非现场电子监管平

台,浩门镇３００家餐饮经营单位安装监控设备

４００台,接入食药安委办监控中心,实行远程

非现场监管,打造 “智慧监管”模式,解决日

常监管人员不足的难题.在浩门城东市监所设

立标准示范厨房,按照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

作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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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家、B级７６家,C级１０３０家,

发证的大中型餐饮单位量化分级管理率１００％,

学校食堂均达到B级以上.配合国家、省、州

级完成抽检４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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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批次预包装食品

及１批次蔬菜依据法律法规进行处置,移交至

产出地市监部门处理.对县级抽检不合格的２０

批次产品采取相关措施,控制风险,依法予以

查处,在 “金门源”微信平台、县电视台进行

公示.通过日常检查、专项整治、专项检查和

抽样检验,加大食品药品安全违法案件的查处

力度,查处食品药品及医疗器械案件２８起,

案值３５５万元,收缴罚没款７万元.

◆特种设备安全监管　检查特种设备安全

使用单位２０５家、液化石油气瓶充装站２家,

存在隐患１２家,整改特种设备安全隐患 １２

家.组织维保单位召开行政约谈会２次,对全

县使用的２６８余台电梯明确 “三个责任”,张

贴规范标识牌,按期开展安全检验.查处整改

一般隐患３处,停用电梯１部,停用压力容器

２台.对１０吨以下１２台燃煤锅炉全部拆除.

◆ “三个重点”领域监管　以重点领域、

重点产品、重点企业为着力点,开展专项检查

和日常监督检查相结合.严查销售来源不明、

以次充好、以假充真、农药残留超标等不符合

质量标准的违法行为.检查食品经营主体２０００

余户,送达各类整改通知书１３２份,引导办照

１３０户.实施 “药品安全蓝箭护航”行动,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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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织牢群众 “用药安全网”,检查 “两品一械”

经 营 ２４６ 家,抽 检 药 品 ３０ 批 次, 合 格 率

１００％.行业清源专项整治中摸排涉乱线索２６

条,作立案查处并结案,罚没１４５万元,解

决消费投诉２１个,挽回经济损失１３５万元.

建立长效机制３个,完善健全无证无照经营及

旅游市场方面的长效机制２个.开展强制性产

品认证专项监督检查工作,重点检查辖区内电

线电缆、儿童用品及家用和类似用途设备等产

品强制性认证产品督查检查,当场下架无３C

认证６台电磁炉、电风扇产品.选取门源县４

家采集点的牛羊肉、猪肉、米、面、粮油、蔬

菜等进行价格监测,通过每周价格监测稳定物

价.对３户未亮照经营和７户标价不明的经营

户当场予以整改.会同发改、工信、住建、电

力等部门召开全县落实国家电价降费政策工作

联席会、价格提醒告诫会１次,召集全县１７

家物业企业召开规范全县转供电环节电价收费

推进会,对转供电主体 (物业企业)加价收取

电费再次进行督查核实,责令１８家转供电主

体限期改正,退还多收取电费给商户,退还金

额４９２８万元.

◆专项检查行动　联合县教育局、县卫生

局、县农牧局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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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检查、节日食品安全专项

检查等１０余起专项检查和专项整治.检查各

类经营主体２０００余户,其中餐饮经营户６５０

余户,食品经营户１３００余户,送达各类整改

通知书１３２份,立案查处生产不合格花粉及食

用植物油３户,乱收费餐饮经营户２户,查处

不履行索票索证制经营户２户,引导办照１３０

户.检查药品经营单位７５家,对２家药店因

违反明码标价规定进行立案查处.以各类人员

密集的市场、易燃易爆单位、 “三合一”场所

为重点,配合应急管理局等相关部门对非煤矿

山、危险化学品、公共娱乐场所等进行安全生

产检查,对全县范围内的集贸市场、商场、超

市、展销会等经营场所开展烟花爆竹专项整

治,加强节日市场消防安全和安全生产监管,

排查风险隐患,严防重大事故发生.开展节日

市场重点商品的检查,打击销售假冒伪劣、不

合格 “三无”商品违法行为,确保节日市场秩

序安全稳定.开展广告市场整治,对各种广告

牌、商店门头牌匾及道路指示牌、商户各类广

告用语等不规范文字用语进行专项检查,对用

字不规范、违规制作的门头牌匾、各种广告牌

等责令拆除,杜绝虚假广告宣传.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按照落实中央扫黑

除恶第１８督导组 “回头看”反馈意见整改方

案要求,整治行业乱象,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工作持续开展.提高政治站位,构建长效机

制,制定 «今冬明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实施方

案»«２０２０年市场监管领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工作要点»«２０２０年市场监管领域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工作计划»,落实 «“行业清源”行动工

作方案»工作责任,开展 “行业清源”专项行

动,从６月１５日开始分成两组对集贸市场、

校园周边环境、虚假注册登记和无证无照经

营、消费欺诈、虚假宣传、食品药品安全、药

械等专项整治,开展为期三个月的乱点乱象整

治、案件查办等工作.摸排涉乱线索２６条,

立案查处１０起,结案１２起,罚没款１４５万

元,解决消费投诉２１个,挽回经济损失１３５

万元.

３７１

综合经济管理




◆各类市场专项整治　围绕互联网交易、

农村市场、医药、教育等行业和领域,集中整

治社会关注度高、反映强烈的商业贿赂、虚假

宣传、违法有奖销售以及互联网不正当竞争等

突出问题,整治非法主体网站,规范网络经营

主体,打击恶意注册、刷单炒信、虚假评价等

其他网络违法违规行为,强化网络商品交易市

场监管.集中整治含有 “软色情”等低俗庸俗

媚俗广告,对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

者进行宣传指导,加强与公安、网信办、文体

旅游局等主管部门之间的沟通和信息共享,推

进联合监管.开展旅游市场监管行动,会同县

文体旅游等部门,对达坂山观景台景区监督检

查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督促经营

企业加强入场经营户实名登记、办理食品经营

户健康证,规范场内经营秩序.对国道２２７线

岗什卡段景区管理无序问题进行整治,由公司

承包经营的形式对该区域进行统一管理.结合

市场监管职能,加强中高考期间重点商品及餐

饮服务食品安全,联合县教育局确定门源县浩

门智源三联书城等５家单位为门源县中高考考

试用品定点销售单位.

◆消费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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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场次,发放宣传资料１万

余份,发布提示警示等信息５条.全年受理各

类消费投诉举报１３４起,调处１３４起,挽回经

济损失２６０８万元.

◆查处违法行为　全年召开案审会６次,

讨论案件７起.查处各类违法案件１０２起,案

值４９万元,收缴罚没款８９５万元.联合相

关部门关停１１家活禽销售门店.健全行政执

法协作机制,落实行政执法案件移送制度,完

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工作机制,向

公安机关依法移送涉嫌犯罪案件１起.

◆疫情防控　疫情防控期间出动执法人员

２６３人次,执法车辆３３台次,检查市场主体

１０３７家,清理无照无证经营１１户,对全县经

营冷链食品检查３轮,没收下架３种仿冒 “红

牛”商标的饮料３４件,对２户未严格履行食

品进货查验义务的经营户予以立案查处.对３０

类民生商品价格实时监测,查处价格违法案件

５起.突出食品安全、药械安全和价格稳控三

大重点,加大市场巡查检查力度,建成 “青冷

链”追溯管理系统,排查冷链食品１９余吨.

落实纾困惠企政策,对复工复产的企业、个体

工商户在落实省政府２７条政策措施、２２条补

充规定的基础上,落实县政府制定的１０条复

工复产措施,协调团县委为全县３家超市解决

志愿者２９名.

(审稿:李苏红　撰稿:邱　锐)

烟草专卖

概述　围绕 “门源市场做强”的高质量特

色发展目标要求,保持卷烟打非打假高压态

势,执行各项制度,提升执行力,以年度卷烟

销售计划和卷烟营销工作要求为抓手,加强市

场调研,把握需求变化,强化目标跟进,实现

卷烟销量、销售收入、单箱结构 “三增长”.

全年 共 销 售 卷 烟 ４２６６２１ 箱,实 现 销 售 额

１０５５０９６万元,实现单箱销售额２４７３１元/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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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培育卷烟品牌　按照营销中心品牌

培育目标,着眼门源辖区市场实际,按区域合

理分解品牌培育目标,采取每周品牌培育成效

跟进,每月品牌培育效果考核的方式,完成州

局下达的品牌培育计划.围绕 “全省卷烟精准

营销工作指导意见”,以精准信息分析为前提,

开展卷烟市场信息采集工作,适时调整卷烟营

销服务策略,关注５个主销品牌社会库存、价

格执行、消费趋势等情况,合理分解销售目标

任务,紧盯销量目标,采取一周一分析,一周

一策略的工作方式,发现卷烟营销工作中的薄

弱环节,及时跟进服务方式,按区域合理分解

品牌培育目标,平衡需求、销售、状态三者之

间的关系,推进经济运行质量.总体社会存销

比为０９２,社会库存整体上回归合理,为历史

最低 水 平.市 场 价 格 持 续 回 升,价 格 指 数

９３８９％,同比上浮２１３个百分点,客户盈利

水平显著提升.市场综合毛利率１１７３％,同

比增长１２６个百分点,为近年来最高水平,

客户经营信心和依存度不断提升.

◆推进卷烟营销网络建设　围绕 “我与客

户共成长”主题营销活动方案,提升零售客户

经营能力与客户经理专业素养,推进零售终端

建设,引导客户诚信经营.加强销售人员业务

素养,销售人员通过学习网络、行业政策、业

务规则把握,强化业务素能,夯实服务营销基

础,有针对性地为零售客户提供服务指导、营

销技巧,零售终端建设质量得到提升.以 “州

局营销网络建设”为指导,梳理辖区零售终端

客户建设现状,维护旅游终端、加盟终端、现

代终端店面形象,鼓励、引导客户发挥终端功

能.加强加盟终端客户终端系统应用,督导客

户全商品扫码,梳理重建终端客户５７户,占

辖区总客户数的１１６１％,电子结算率保持在

９９６％的水平,月度扫码率从之前的３０％上升

至１００％.诚信自律互助小组持续推进,在前

期诚信价格自律互助小组建设的基础上,增加

有意愿加入价格自律互助小组的客户１４户,

重新按片区、线路、街道等梳理价格自律互助

小组.辖区建成价格自律互助小组２３组,涉

及辖区城镇、农村所有经营业态客户２７５户,

覆盖率５６％.

◆专卖管理工作　全年查获违法案件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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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起.完成２万元案件１

起,查获假烟１０８万支,查获违法真品卷烟

５８２万支.保持打私打假形势高压态势,根据

全省专卖管理工作要点,在市场打假工作中,

利用现有方式收集情报线索的基础上求新突

破,结合全省典型案例和涉烟情报研判建设要

求,强化拓宽涉烟违法线索收集渠道,提高线

索分析能力和水平,注重线索经营,坚持线

上、线下工作举措,利用诚信小组例会强化宣

传教育,营造诚信经营的浓厚氛围,为门源在

涉烟案件查办上提供 “数据”基础支撑.结合

不同阶段市场特点和变化,适时组织开展清理

整顿专项行动,对重点问题进行集中整治,确

保市场秩序稳定.按照省局、州局有关要求,

履行专卖管理职能,集中清理整治节日期间扰

乱卷烟市场经营秩序的各种问题,总结常态化

期间涉烟违法案件新变化、新特点,加强对重

点监管对象物流寄递、交通要道等重点地区监

管力度,维护辖区卷烟市场秩序稳定.监管物

流寄递环节,根据州局关于打击物流寄递环节

涉烟违法犯罪活动的安排部署,按照巡视整改

工作要求,加强同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的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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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沟通,同辖区内邮政、圆通、韵达、百世、

德邦、京东等快递公司的沟通协调,加大对物

流寄递企业的监管力度,提升协作水平,加大

信息沟通,增强管控共识和协作配合能力,巩

固 “部门联合、多方参与、密切协作”的工作

体系.在物流寄递环节监管中查处违法案件３

起,案值２２０万元.落实 “放管服”改革要

求,坚持依法行政、依法监管,落实烟草行业

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和 “互联网＋监管”

系统的建设,加强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实

施运行,推行电子许可证,引导申请人通过网

络申请渠道办理零售许可证业务,注重收集系

统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加以完善和改进,提升

行政许可工作水平,实现行政许可事项 “一网

通办”让 “群众少跑腿”.抓好行政许可工作

同时,重点抓好行政许可承诺制度,多方位评

价和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实施工作,落实行政

许可服务 “好差评”工作,对 “好差评”工作

运行效果进行综合分析,评价良好.通过评价

结果倒推行政许可服务水平提升,推进 “放管

服”改革工作,全县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持证

户４９４户.

◆专卖内管工作　学习贯彻 «工作指引»

«卷烟需求预测实施细则» «选点投放管理办

法»等八项制度,增强全员规范意识,从整改

行业政治生态突出问题的高度认识卷烟经营内

部专卖监督管理的重要性,树立正确的政绩

观,用卷烟内部专卖管理监督制度助推市场化

取向改革落到实处.门源内管组强化对本级营

销部卷货源分配、货源投放、订单采集、卷烟

需求预测分析、高价位投放等内容随机抽查,

利用 “互联网＋监管”平台,落实 “双随机、

一公开”制度,强化 «工作指引»监管流程和

操作手段,确保内部监管处置合规、流向可

控,推进全过程闭环监管模式的建立.查处违

法违规经营行为.加大真烟异常流动、卷烟回

流问题治理力度,查找规范经营、内部治理的

薄弱环节,提高规范意识和能力.

(审稿:李积林　撰稿:杨　鲲)

供 销

◆概述　扩大经营网点,服务振兴乡村经

济和 “三农”,供应各种化肥９３４５８吨,比上

年增加３５００吨.加大有机肥的推广和使用,

有机肥供应４０００吨,供应农药２３吨.

◆农资商品购进及供应　探索有机肥替代

化肥发展之路,助力全县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县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联合青海省农药有限

责任公司组织县内种植大户、各乡镇基层供销

社、庄稼医院以及各农资供应网点负责人３０

余人在泉口镇大湾村青稞提质增产方案试验田

举办青稞提质增产现场测产观摩会,加强绿色

农业增产增效示范推广,现场测产对比试验,

施用新型肥料 (先正达扬彩＋益施帮),有机

肥供应达４０００吨,供应农药２３吨.青稞的亩

产与 未 施 用 该 肥 料 青 稞 的 亩 产 对 比,增 产

３５８％,为门源县农作物增产提效中施用新型

肥料探索成功经验,确保全县农业生产连年丰

收,助力 “三农”发展.

◆日用消费品供应配送　全年购进各类盐

品５８０吨,完成政府下达计划任务４００吨的

１４５％,销售各类盐品５６０吨.开展日用品配

送业务,以服务农民,方便农民为己任,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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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零售日用消费品总额３５０万元,同比增加

６％.报废车辆回收１１２辆,回收废旧物资１１２

吨,实现销售收入４１８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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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完成情况　全年实现商品销售收入

６５００万元,完成政府下达年计划任务６２００万

元的１０５％,实现利润１５０万元,完成县政府

下达计划任务１５０万元的１０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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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万

公顷,土地托管总产值６００余万元.

◆基层网点建设　恢复新建后的青石嘴、

旱台、麻莲等供销社在开展农资商品供应和其

他农副产品等收购业务的同时,加大供销超市

建设,为广大农牧民提供社会化服务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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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图等基层社设立废旧

物资集中回收网点１０个,统一设计制作悬挂

回收废旧品标识牌.落实省财政支持供销社发

展专项资金１１００万元,用于基层组织体系建

设.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项目下达时间

较晚,经申请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将延期建

设.项目内容包括村级综合服务社３个,基层

供销合作社标杆社１个,农牧民专业合作社３

个,农牧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１个,农牧民专

业合作社联合社１个,农副产品冷链加工配送

中心１个,农牧业生产资料加工配送中心１

处,土地托管服务中心２个,农畜产品批发交

易市场建设１个,村级综合服务社网点建设

１个.

◆服务社会事业　为浩门镇团结村落实帮

扶环境卫生整治经费６０００元,为 “联姻结对”

头塘村村委解决办公用品经费６００元,为联点

帮扶头塘村的１８户贫困户送去米面等生活用

品共计２８８０元.在 “共驻共建”活动中,为

气象社区开展文化活动帮扶现金２０００元,与

气象路社区开展 “在职党员双报到,服务奉献

进社区” “点亮微心愿,党群心连心”党员志

愿服务和全体党员认领岗位活动,按照 “构筑

红色堡垒、共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为社区在

开展便民生活超市方面给予５０００元的资金支

持.开展 “扶贫一日捐”活动,机关工作人员

捐款１９６６元,参加工会送温暖捐款 １４４元.

开展困难职工和退休老干部慰问活动,为１０

户困难职工和退休老干部发放慰问金２１２５元,

足额上缴残疾人保障金９８８０元.疫情防控期

间投入资金３２４１元,疫情捐款３３００元.参加

义务植树活动,完成荒滩绿化０４公顷,种植

边麻、云杉、紫丁香花等共计６２０多株.多次

不定期对责任区环境区域及门前三包区域生活

垃圾、杂草、废旧品等进行全面彻底的大扫除

和垃圾清理.开展废旧农膜、农药废弃塑料包

装物集中整治回收行动,回收农药废弃包装物

３６吨,废旧农膜３８０吨.

◆疫情防控工作　保供应、稳物价、发挥

供销社骨干作用,疫情期间成立防控工作领导

小组和县供销社农牧区后勤物资保障工作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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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印发 «门源县农牧区疫情防控期间保障

生活必需品和农业生产资料供应的预案»,从

保障农牧区生活必需品和农业生产资料供应,

保障措施等方面详细制定应急预案,保证疫情

期间步子不乱、从容应对.主动承担社会责

任,成立疫情防控及农牧区后勤物资保障工作

领导小组,担负全县１２个乡镇１０９个行政村

１３３４６９人口的生活必需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的后

勤保障工作.供销社系统各企业和乡镇供销社

对所属乡镇经营户调查摸底的基础上,以乡镇

供销超市为骨干,对乡镇１８２个乡村超市、粮

油门店进行全方位监测,了解主要农产品供求

信息,合理安排调运粮油、蔬菜、蛋禽等主要

农产品供给,开展 “保供应、稳物价、惠民

生”活动,保证全县市场稳定有序,提升各族

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和疫情防控能力.

◆自身建设　在加强供销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对供销社资产管理运营的基础上,开展以联

合社机关主导的行业指导体系和社有企业支撑

的经营服务体系 “双线运行”机制改革,把建

立健全供销社 “三会”制度建设作为坚持合作

经济组织属性、加强治理体系建设、提高治理

能力的重要举措持续发力.全县１５个基层供

销合作社先后召开社员代表大会,分别制定供

销合作社 «章程»,选举产生理事会、监事会

班子成员,实现 “三会”制度全县全覆盖.

(审稿:阿怀胜　撰稿:王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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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牧水利科技扶贫开发

农牧水利科技

概述　２０２０年６月,门源县农牧水利和科

技局根据中共门源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 «关于

印发 ‹门源县事业单位机构改革实施方案›的

通知»和门源县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印发的 «关于开展事业单位机构

改革评估检查的通知»要求,开展机构改革.

新成立门源回族自治县农牧综合行政执法大

队,门源县农村经济经营服务站,门源县农牧

水利综合服务中心,门源县农畜产品质量安全

检验检测中心,门源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

心,门源县纳子峡灌区水利工作站,门源县青

石嘴镇、浩门镇、东川镇、泉口镇水利工作

站.保留原有的门源回族自治县北山乡畜牧兽

医站、门源回族自治县东川镇畜牧兽医站等１５

个乡镇兽医站.

◆ “十三五”主要成就　 “十三五”期

间,按照 “稳粮油、强草业、抓特色”的总体

思路,优化产业结构.全县农作物播种面积稳

定在２９６万公顷,粮食年产量保持在６万吨

以上,草场面积３８８８万公顷.２０２０年全县农

业总产值１７７亿元,农牧业增加值１１６３亿

元,年均增幅保持在４５％以上.培育 “皇城

老牧人”“青源二八八二”高原冷凉珍菌品牌、

“垯美亹源”青稞、油菜系列产品、 “百里花

海”蜂产品、“祁连山”酒产品等１０余个高原

农畜产品品牌.激活新型经营主体优势,发展

壮大新型经营主体队伍,培育新型经营主体

２１３家、绿色和有机食品１家、认定 “三品一

标”５个.建设高标准农田增至１６５万公顷、

日光节能温室增至２１９栋３９６万平方米、畜

用暖棚增至１１４１０幢１０６７４万平方米. “门源

小油菜籽”品牌入选中国农业品牌目录.２０２０

年全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３２４４元,较

２０１５年增加４３９５元,年均增长８４％.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落实 “河湖长

制”,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试点项目,

大通河、纳子峡国控断面水质达标率１００％,

浩门水库农田灌溉面积０４万公顷,其中发展

节水灌溉面积０３１万公顷,治理水土流失面

积５６９５平方公里,改善农田灌溉４８４６７公

顷,４４个贫困村及６５个非贫困村的饮水条件

得到改善.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的村庄占比

９０％、秸秆综合利用率８４５％、畜禽粪污资源

化利用率７５％、农田残膜回收率８５％,推进５

个乡村振兴示范试点村、５个乡村旅游示范村

和冰雪小镇建设,以农牧区三年环境综合整治

为主的 “一治两创”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种植业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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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粮油、强草业、抓特色”的总体思路,调

整产业结构,农牧业提档升级.２０２０年,播种

各类农作物２９６万公顷,其中粮食作物１６０

万公顷,总产量６３５万吨,增加０８６万吨,

蔬菜总产量达１万吨.养殖业以 “提质、扩

优、抓特”为原则,实施牲畜种子工程,适度

规模发展以西门塔尔肉牛、浩门马、白牦牛、

湖羊、林麝、冷水鱼为主的特色养殖业.年末

牛羊分别存栏１１４万头和４４４万头,分别增

长２８２％和０１１％.牛羊分别出栏５３９万只

和２８１８万头,分别增长３１％和１３５％;肉

产量１０５万吨,同比增长８３％;母畜比例

６５６１％,总增率００５％,农业综合效益提高,

农民增收比较稳定.

◆绿色安全优质高效产业体系　以绿色生

态为导向,开展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农牧

业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绿色发展行动,多

措并举提升耕地质量.坚持走优质高效、产品

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高原特色现代农

业发展之路.完成有机肥全替代化肥０６６万

公顷,施用有机肥１４４万吨,全县化肥使用

量减少４０％以上,农药使用量减少４０％以上.

组织实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落实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支持政策,支持畜禽粪污处理

设施装备建设.２０２０年投资２５０万元建设堆粪

场、病死畜无害化处理设备,支持全县４１家

规模养殖场推动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全部纳

入直连直报系统进行监督监管,无害化处理病

死畜２３３４头只条 (羽),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达到７５％ 以上,残膜回收率达 ８５％,青稞、

农作物机械化利用率达８９％,秸秆综合利用率

达８５％.打击各类违法排污问题,集中开展饮

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和河湖 “清四乱”整治工

作,强化大通河干支流水环境风险防控,加强

饮用水源地保护.完成１２０处饮用水水源地保

护区划分与规范化建设,集中式水源地水质和

地表水水质１００％,保障水生态环境健康.探

索巡河专业化、智能化工作机制,启用无人机

对大通河干流浩门段及支流头塘河流开展全方

位巡河,提高巡河质量,降低巡河难度,缩短

巡河时间.与巡河员签订 “聘用河湖管护员合

同”,在县政府官网公告大通河河道采砂管理

“四个责任人”名单和白水河、永安河等８１条

河流河道管理范围.县级河长巡河４６次、乡

镇河长巡河６００余次,村级河长巡河３０００余

次,查处问题９处并全部整改.坚持 “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战略,以实现高产高收为目

的,建设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０３３万公顷,

总投资６１１９３５万元,主要进行土壤改良、田

间道路、排洪渠工程等.调查摸排农村乱占耕

地建房问题,压实耕地保护责任,抓好突出问

题整改落实.

◆新型经营主体　加强新型职业农牧民培

训力度,发展壮大新型经营主体队伍,发展

“公司＋基地＋农户＋市场”的生产经营模式.

新型经营主体以其优势,各自分工,有机融

合,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产业.登记备案的农民

专业合作社２１３家,其中种植业１２２家,养殖

业８１家,其他１０家.培育新型经营主体１７

家,其中种养业合作社 ９家,家庭农牧场 ８

家,清理空壳社７６家;培育高素质农牧民３３０

人,农牧民科技实用技术培训５００人.

◆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以创建绿色有机农

畜产品示范省为引领,农畜产品 “三品一标”

认证为抓手,打造农业绿色化、优质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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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品牌化效能,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

向,农畜产品质量效益和市场竞争力得到提

升.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作用发挥明显,全县３０

家培育农畜产品加工企业起到引领作用,提高

自主创新能力,增强农畜产品加工行业竞争

力,提升农畜产品经济效益和附加值.具有门

源县域特点的 “皇城老牧人”“青源二八八二”

高原冷凉珍菌品牌、 “垯美亹源”青稞、油菜

系列产品、“百里花海”蜂产品、“祁连山”酒

产品 等 多 家 经 营 企 业 打 开 农 畜 产 品 销 售 新

局面.

◆科技人才支撑建设　完善科技服务体

系,推动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加强与科研机

构、高校、企业的科研合作,建立风险共担、

利益共享的长效机制.围绕特色产业和县域经

济发展,健全基层农牧业科技服务中心.依托

门源冷凉气候,以省农科院、牧科院及州农科

所等技术研发平台,研发培育特色农作物、畜

牧业新品种、示范推广新技术.加强高原生态

环境保护、清洁能源、绿色有机农牧业等技术

研究,加快科技成果应用转化步伐,强化科技

发展支撑.加强科技特派员队伍建设,提高质

量、优化结构,推动服务领域由农牧业向二、

三产业延伸,服务区域由农牧区向各类企业、

产业园区等延伸.推进信息化建设,搭建县级

科技信息综合服务平台,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达５２％,农牧业科技示范园总产值

９８９８万元,同比增长８４％.成功申报全国主

要农作物全程机械化示范县.农机总动力３６５

万千瓦,农业综合机械化率８８３％.

◆农牧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全年实施农牧

水利项目共４３项,其中续建２９项,新建１４

项,项目总投资１２０１１５２６万元.水利项目２１

项,总投资８４５３３２７万元,其中续建项目１６

项,投资为８１３２５４７万元;新建５项,投资

３２０７８ 万 元. 农 牧 业 项 目 ２２ 项, 总 投 资

３５５８１９９万 元,其 中 续 建 项 目 １３ 项,投 资

２７３７６５６万元;新建项目９项,投资８２０５４３

万元.２０２０年完成固定资产１３１００万元.

◆脱贫攻坚　以 “三个表率”为标准,引

领全体干部职工推进脱贫攻坚工作,安排部署

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收官之战的重点工作任务,

制定实施 «门源县农牧水利和科技局２０２０年

脱贫攻坚工作计划»,推动夯实基础、提升保

障能力、加强产业培育、建立防贫机制、巩固

脱贫成果、强化总结宣传、凝聚正向力量、强

化目标任务、压实巩固责任等脱贫攻坚巩固提

升的各项工作.

(审稿:陈芳正　撰稿:孙繁琳)

扶贫开发

概述　县扶贫开发局有工作人员２４名,

其中局长１名,副局长２名,在编工作人员３

名,财政 委 派 会 计 １ 名,公 益 性 岗 位 ４ 名,

“三支一扶”工作人员６名,抽调人员７名.

２０２０年开展脱贫攻坚 “补针点睛”专项行动和

脱贫攻坚巩固提升 “十大行动”,以项目建设

落实脱贫攻坚政策,为夺取脱贫攻坚胜利奠定

坚实基础.

◆落实责任　组织召开门源县２０２０年扶

贫开发工作会议、门源县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工

作会议及六次县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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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部署打赢脱贫攻坚收官之战的重点工作任

务,制定实施 «门源县２０２０年扶贫开发工作

计划»等,突出脱贫攻坚巩固提升各项工作.

◆项目建设　强化专项扶贫、行业扶贫、

援青扶贫、社会扶贫 “四位一体”的扶贫开发

大格局.自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４日并网发电以来,

累计发电２６９４７２万度,实现收益２０２１万元,

其中 ２０２０ 年 发 电 １６３８２４ 万 度,实 现 收 益

１２２８６８万元.巩固提升到户产业项目,投入

资金２０２２４万元,对贫困属性调整过程中低

保兜底户调整为一般农户的９９户３１６人实施

到户产业扶持项目.投入资金８１万元实施励

志奖励项目,在全县范围内评选表彰奖励４４

户 “脱贫光荣户”和１０户 “精神脱贫户光荣

户”.投入资金３５０２万元实施后沟村、沈家湾

村易地搬迁后续产业就业项目,为易地搬迁户

提供产业发展平台和就业岗位,解决搬迁户后

续产业就业问题.安排培训资金２０万元,培

训省级创业致富带头人１１人,县级致富带头

人４０人.安排资金３５０万元,用于 “５３０”贷

款户和参与扶贫企业的产业贷款贴息.投入资

金３１０万元,巩固提升泉口、东川等１１个乡

镇２９个行 政 村 的 人 畜 饮 水 问 题.投 入 资 金

８９７７６万元实施村内道路 “补针点睛”项目,

用于村内道路整治工程,全部完工.投入财政

扶贫 资 金 ２６８１６ 万 元,对 全 县 １１７ 户 农 户

(建档立卡户６户)实施危房改造项目,全部

完工.投入资金２３７万元对泉口镇、青石嘴镇

等８个乡镇３１个村的幼儿园进行配套设施建

设,全部完工.投入资金３７０万元对建档立卡

大学生及 “两后生”进行补助,１２月中旬前全

部发放到位.投入资金５６０万元在青石嘴镇新

建活畜交易市场１处,投入资金２００万元在阴

田乡新建农牧业产业化基地１处,主体已完

工.投入资金１１０万元,对麻莲乡包哈图村、

下麻莲村２个村集体以发展养殖业的形式壮大

村集体经济,项目实施完成.

◆政策落实　开展脱贫攻坚 “补针点睛”

专项行动,对全县１０９个行政村基础设施、公

共服务设施、住房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短板进

行排查梳理,制定实施 «门源县脱贫攻坚 “补

针点睛”专项行动方案»,完成 “补针点睛”

工作.制定实施 «门源县脱贫攻坚巩固提升

“十大行动”方案»,针对疫情防控对外出务工

和产业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在稳定现有公益

性岗位的基础上,给建档立卡劳动力新设置村

级公益性岗位１１２２个,其他公益性岗位２８６７

个,建档立卡劳动力务工就业３９８９人.制定

实施 «门源县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实施方

案»«门源县精准防贫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试

行)»,县财政筹资２５４万元,与太平洋保险

公司合作,瞄准非贫低收入户和非高标准脱贫

户,抓住因病、因学、因灾等致贫返贫等因

素,从源头上筑起发生贫困的 “截流闸”和

“拦水坝”.对１５０户 “两非户”发放精准防贫

保险金５９９万元.制定实施 «门源县２０２０年

消费扶贫行动实施方案»,全县认定扶贫产品

５０种,通过线上线下销售、企业自主销售、行

政事业单位采购、机关干部购买等多种方式推

动消费扶贫工作,实现扶贫产品销售额１３亿

元,促进建档立卡群众稳定增收.对历年投入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形成的资产逐项进行清

查盘点和资产确权工作,制定实施 «门源县扶

贫资产后续管理方案».对全县建档立卡户扶

贫开发信息系统数据、县乡村三级纸质档案数

据多次进行核查,对填写不全不准的资料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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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完善,提高建档立卡数据质量.在全县范

围内评选表彰脱贫光荣户４４户、精神脱贫示

范户１０户.开展 “扶贫日”系列活动,引导

群众从思想上除 “穷根”,树立脱贫致富的信

心和勇气.开展脱贫攻坚 “苦干六十天、圆满

收好官”行动.制定实施 «门源县脱贫攻坚

“苦干六十天、圆满收好官”行动方案»,防止

脱贫人口返贫和新生贫困现象发生,确保打赢

脱贫攻坚收官战.

◆脱贫工作问题整改　始终坚持问题导

向,强化问题整改,对２０１６年以来各级巡视、

巡察、督查、检查、审计、自查和日常工作中

发现的各类问题整改情况,逐条对标梳理,打

通问题整改 “最后一公里”,推进扶贫措施落

地生根.针对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 “回头

看”和２０１９年国家成效考核及２０１９年省级考

核、州纪委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监督

检查、国家脱贫攻坚督查反馈的问题,制定实

施 «门源县脱贫攻坚中央专项巡视 “回头看”

和成效考核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方案» «门源县

州纪委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监督

检查反馈问题整改方案»«门源县２０２０年度脱

贫攻坚国家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方案»,将各项

问题分解细化,排查梳理问题６３条,逐条明

确整改目标、整改措施、牵头领导、牵头单

位、责任领导、责任单位和整改时限.联合县

委办、县政府办、县财政、审计等部门抽调人

员对全县扶贫资金和项目运行情况及脱贫攻坚

问题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督查,脱贫攻坚各类问

题整改完成.

(审稿:杨春旺　撰稿:丁有明)

３８１

农牧水利科技扶贫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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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建设

概述　补短板、强功能、惠民生,狠抓城

市基础设施建设,全年实施项目３３项,其中

新建项目１４项,总投资２０８６亿元,完成投

资１６１１亿元.完成各类建设项目３３３亿元,

完成目标任务的８９５％.

◆高原美丽乡村建设　实施总投资１００１８５

万元的上西滩村、玉龙村等６个高原美丽乡村

建设项目,省级补助资金７８０万元,４９个省、

州、县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结对帮扶共建高原

美丽乡村资金 ２２１８５万元,完成建设任务.

实施头塘村、下金巴台村等７个村总投资３９００

万元的农村牧区生活污水治理示范县建设项

目,完成投资３０００万元,头塘村、下金巴台

村等５个村完工并通过初步验收,仙米大庄村

和珠固东旭村正在推进.

◆农牧民居住条件改善工程　２０２０年省州

下达门源县农牧民居住条件改善工程１２６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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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门

源县农牧民居住条件改善工程实施方案,确定

青石嘴镇青石嘴村、黑石头村、北山乡下金巴

台村、西滩乡下西滩村村为建设村.年内１２６８

户实施任务全部完成,并通过乡镇级竣工验收

和县级抽查验收,建档立卡危旧房改造覆盖

率１００％.

◆房地产开发　全县房地产开发企业有１５

家,其中三级资质２家、四级９家、暂定资质

４家.在建在售房地产开发项目１０个.新建项

目有荣浩嘉苑三期,续建项目有格林广场、荣

浩嘉苑二期、御馨花都 A、D、E区及龙庭华

府、秀水南苑、南苑小区、西部商贸城,部分

小区楼栋完工后交付使用.房地产经济目标任

务０８亿元,实际完成２４亿元.

◆老旧小区改造　２０２０年,城镇旧居住小

区综合整治项目涉及海北干休所、影豪小区及

电影院毛纺厂等１６个老旧小区１３３２户,投资

２１４４０２万元,其中省级补助资金１９９８万元

(户均补助资金１５万元)全部到位,占总投

资的９３１９％;住户自筹４１３０２万元,正在收

取,占总投资的６８１％.任务完成率１００％.

◆ “厕所革命”　建设公共厕所５６座.

城镇公厕共１６座,其中浩门镇１３座 (新建６

座,改建７座),青石嘴镇改建３座;新建农

村公厕４０座,其中旱厕３９座,水厕１座,通

过收尾验收交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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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建设　总投资１６１０万元的门

源县浩门镇污水处理厂原位提标改造和截污纳

管项目于１１月９日完成工程预验收,１１月１７

日恢复至一级B标准,１１月３０日达到一级 A

的排放标准,１２月１５日完成竣工验收.总投

资３４９８万元的门源县东川镇污水处理厂建设

项目完成各项前期工作,１０月８日开工建设,

至年底,综合办公楼基础工程完成.完成泉口

镇垃圾热接站＋灰渣填埋场和青石嘴镇热解站

建设项目,由县城投公司组建运营公司接管运

营.东川镇生活垃圾填埋场交由东川镇人民政

府运营,垃圾运行处在试运行阶段.完成总投

资１１６０万元的门源县棚户区改造配套基础设

施换热站及管网工程和总投资６２７万元的门源

县棚户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换热站及管网工

程,解决荣浩小区、沈家湾后沟村移民小区等

的供热,扩建外５、外６换热站,提升城镇供

热能力.完成浩门镇、青石嘴镇集中供热完成

脱硫脱硝、在线监测设备的安装调试工作,进

入环保验收阶段.浩门镇及青石嘴镇供热运行

基本平稳,环保设备启用后,运行成本增大,

正安排人员对运行成本进行核实.开工建设总

投资２１１０万元门源县城镇道路建设项目,完

成总投资１１００万元的门源县青石嘴镇园山路

道路建设工程、总投资３７８０万元的门源县外

环东路、锦绣大道 (安宁路至外环东路段)道

路建设项目、总投资１３００万元门源县城镇道

路环境整治工程、总投资２６４５万元的门源县

街道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和总投资５２００万元的

门源县老城区环境整治工程各项前期工作.

◆项目争取和落实　申报基础设施项目２０

项,总投资６亿元.其中落实项目１１项,投

资２７亿元,未落实项目９项,投资３３亿元.

与省发改委衔接,申报投资３９７７万元的青石

嘴镇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投资６７５６万元的

县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和总投资１９２６万元的

县城生活垃圾封场及整治工程,完成各项前期

工作.

◆监管建设工程　全年监督项目８１项,

新建１８项,续建６３项,建筑面积６３５０万平

方米,投资１５亿元,竣工备案６３件.对参建

各方从质量和安全责任落实情况进行监管,实

体质量控制稳定.印发３１份 «建设工程质量

(安全)整改通知单»,提出整改意见６０条.

对３家监理单位、５家施工单位进行约谈.配

合劳动监察部门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治

理恶意欠薪事件.开展建筑工地扬尘防控工

作,落实建筑工地 “６个１００％”防尘治理措

施,检查中送达整改通知单１６份,施工单位

按照要求对存在的环保问题进行整改.按照

«青海省促进绿色建筑发展办法»相关规定,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公共建筑按照二星级以上

绿色建筑标准进行建设.２０２０年全县城镇绿色

建筑占新建建筑比重４２％,完成建筑能源利用

效率测评６个.受理施工许可证申请３３项,

办理３３项,按时办结率１００％,其中房屋建筑

１６项,市政基础设施１５项,其他２项.

(审稿:马银虎　撰稿:张海龙)

生态环境

概述 　 全年 空 气 优 良 天 数 比 率 ９７７％,

PM２５浓度较考核基准年下降９６％.化学需

氧量等四项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目标控制在州

级下达的减排指标之内.大通河地表水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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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纳子峡断面监测水质继续保持二类水质标

准.县级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到地下水质二类

以上,达标率１００％.各项环境质量指标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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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染防治攻坚战　履行生态文明建设和

环境保护工作主责主业,围绕县委关于打造

“自然生态的绿水青山”工作安排,以 “四个

扎扎实实”重大要求为引领,结合省州县党委

政府工作部署,从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进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修复试点项目、贯彻落

实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等方面推动工作

落地见效.调整优化区域产业布局调整,配合

工信部门完成浩云煤业宁缠第一煤矿去产能关

闭退出任务,完成３５家 “散乱污”企业和个

体户综合整治.总投资３５００万元的门源县城

集中供热一、二热源除尘脱硫脱硝改造及在线

监测设施项目完工.推进排污许可证核发,实

现排污许可管理全覆盖.完成全县１１家加油

站双层罐改造和油气回收改造工作,并通过环

保验收,淘汰１０蒸吨以下承压锅炉１２台.落

实施工工地 “六个１００％”扬尘控制标准.推

进秸秆综合利用,综合利用率达８５％.推进污

水处理工作,投资４１１６万元的生物园区污水

处理厂和投资３４０万元的祁连山生态牧场污水

处理厂开工建设,县污水处理厂原位提标改造

完工,达到一级 A排放标准.联合推动三级河

长巡河督查,清理河道垃圾,强化大通河干支

流水环境风险防控,集中开展饮用水水源地环

境问题和河湖 “清四乱”整治工作.对１１处

乡村水源地进行应急水质监测,保障疫情期间

的饮水安全.落实 «门源县土壤污染防治工作

方案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开展全县非正规垃圾

堆放点清理整治工作,完成重点行业企业、尾

矿库、填埋场等调查对象的核实增补、涉镉等

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排查整治和农用地土壤污

染状况详查工作.督促全县６６家危险废物产

生单位规范危险废物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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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粪污平

均利用率８０％,加强农膜回收工作,残膜回收

率达９０％.开展 “一治两创”工作,坚持 “一

年净、两年绿、三年美”的原则,集中力量,

一体推进,出动１５９万人次、车辆９２９１次,

疏通河道沟渠６７８９公里,拆除村庄私搭乱建

３６５４处、乱占乱圈围栏２１３５万米.投资１１８３

万元的门源县２０２０年人居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方案已通过专家评审,正在进行招投标.

◆环境管理　配合相关部门开展 “绿盾

２０２０”自然保护地综合执法活动和企业环境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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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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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促相关企业完成环境污染

责任险续保工作.现场检查２００余人次,出动

执法人员７２０人次,印发责令整改违法行为决

定书２６份,立案查处３起.

◆整改督察反馈问题　推进两轮中央环保

督察反馈问题整改,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反馈

问题７项,门源县负责整改的５项中４项整改

结果于２０１８年上报销号台账,剩余１项中３家

主矿山生态恢复整治工作任务,已完成州县联

合验收,等待省级验收销号.办结两轮中央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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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督察组 交 办 的 ３１ 件 信 访 案 件.制 定 印 发

«门源县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

见整改方案»,梳理整改任务８项,明确目标

任务、责任单位和整改时限,各整改事项按时

间节点有序推进.开展祁连山区矿山生态环境

问题大排查、大调研活动,制定印发 «祁连山

地区 (门源片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三年行动

计划»,向问题整改责任单位反馈存在的问题

与不足,按时向省州部门上报督察、督导问题

整改进展情况.由生态环境保护部门负责整治

的矿山４家,浪力克铜矿拆除厂房及生活用房

１３处４５４０平方米,刷坡整治７４０００立方米.

银灿铜矿拆除废旧厂房和生活用房１３处６６００

平方米,平整场地８０００平方米,委托有资质

公司编制两处矿山生态环境治理恢复方案,组

织专家进行评审.海鑫公司松树南沟金矿投资

２０１万元,整修拦渣坝道路１６００米,拦渣坝堆

２００００立方米,煤堆三墙一顶１３２１平方米,煤

渣挡土墙３００立方米,排土场清理石块１０００

平方米,排土场平整３０００立方米,防尘网铺

设８２０００平方米,安装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

松树南沟脑铜铅矿修建宾格石笼２４０米.根据

省级环保督察组督察门源县两轮中央环保督察

和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办理情况的实地督察,按

照县委、县政府两办印发的 «关于认真抓好省

级环保督察第三实地督察小组督察门源县指出

问题整改工作的督办通知»以及任务分解,针

对 “部分电站危废处理台账记录不规范”等问

题,对全县２５家水电站进行督促检查和现场

指导培训,加强危险废物的规范化管理.针对

生态环保及矿山恢复治理督察中发现的问题,

按照县委办印发的 «关于对生态环保有关工作

督查情况的通报»,开展银灿铜矿尾矿库治理

未尽事宜.

◆项目建设　投资６０６亿元的 “山水林

田湖 草”生 态 保 护 与 修 复 试 点 工 程,采 用

“EPC”模式建设２２项,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４５９亿元,拨付资金３３４亿元.门源县 “环

保＋农业”循环农牧业示范试点项目,投资

２６８８１６万元,完成２年小油菜有机转换种植

０１３万公顷及质量动态监测和有机肥原料库房

的建设,达到验收条件.县乡村三级饮用水水

源地保护区划分与规范化建设项目,投资２２１０

万元,按建设任务完成１２０处 (县级２处,乡

村１１８处)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围栏、蓄水池

围栏,标识标志牌安装和水源地周边环境整治

及人员培训,通过州县两级验收,并将建成的

１２０处水源地基础设施移交乡镇村委管理.«门

源县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管理条例»于２０１９年９

月施行.县级 «水源地保护区技术划分报告»

得到省级批复,乡村级 «水源地保护区技术划

分报告»得到州级批复.门源县污水处理厂原

位提标改造与截污纳管项目投资１６１０１１万

元,按计划建设任务完成污水处理厂原位提标

改造和外环西路至电厂路２６９公里污水管道.

经试运行,出水水质１１月１８日恢复至一级 B

标准,１１月３０日达到一级 A 标准,项目预定

的出水水质达到一级 A 的排放标准.大通河流

域 (门源段)环境整治与生态功能提升工程

(含 干 流、１１ 条 支 流)优 化 设 计 批 复 投 资

３０２０３８３万元,完成项目拟建任务工程,林业

和水利工程分部工程通过州县两级验收.大通

河流域门源县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提升工程投资

１０６５２万元,因 灰 渣 处 理 场 扩 容 预 新 增 资 金

２０００万元,投资增加到１２６５２万元,完成计划

建设任务并投入使用.建成公厕３６座,泉口

镇黄田４０吨垃圾无害化热解处理站及灰渣处

置场和青石嘴泉尔湾２０吨垃圾无害化热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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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站各一处,其中黄田热解站在调试完后按政

府要求１０月２５日由县城投公司接管试运行.

青石嘴热解站１１月１５日由县城投公司接管试

运行.建成珠固、仙米片区垃圾收储点２处,

５６辆环卫车辆,３７０个垃圾斗、垃圾箱,３６０

套清扫工具配发各乡镇或村委会,并安装３６

个宣传牌.１６处无主废弃矿山治理与生态修复

项目投资３９９３５１万元,铁迈煤矿外围、铜厂

沟、甘沟、原万卓煤矿、马堂沟、中多拉、永

安河、寺沟、宁缠、青风岭、黑驿北沟、扎麻

图地区１２处无主矿山完成建设任务并通过州

县两级验收.完成狮子口、大梁地区２处无主

矿山整治任务.一棵树和直河地区２处无主废

弃矿山在实施中根据祁连山国家公园管理局的

意见按已完成的工程量进行结算.

　　１０月２３日,门源县举行祁连山生态牧场污水处理和综合利用示范项目启动仪式 (县环境局提供)

　　◆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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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申报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村４４个、生态文明建设示范乡镇３

个.经县级初审、州级审核,依据 «关于海北

州生态文明建设示范乡镇、村创建建议名单的

公示»,申报成功生态文明建设示范村２３个、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乡镇３个.

◆脱贫攻坚　制定 «２０２０年脱贫攻坚 “补

针点睛”工作计划»,开展 “补针点睛”专项

行动,强化脱贫攻坚后续巩固提升.各联点帮

扶责任人根据 “四个不摘”要求,落实贫困户

走访制度,落实每季度前往联点的白崖沟村进

行政策宣讲、走访慰问贫困户,向贫困户先后

送去了３２００元的慰问品.组织干部职工到白

崖沟村进行环境卫生治理活动,为白崖沟村解

决价值１６万元的水泥地坪商砼３６立方米.

◆依法治理　制定 «“双普法”工作责任

制度»,落实 “双普法”责任制,组织干部职

工参加 “法宣在线”学习,开展普法教育考试

３次,与全体干部职工签订 “不涉黑不涉恶承

诺书”１２份,提升本部门干部职工的法律意

识.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针对群

众反映强烈的各类生态环保信访案件、网络不

良舆论,跟踪处理,做到件件有回音、件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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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受理环境信访案件１２起,办结１２起,

办结率１００％.配合相关部门完成信访事项１１

起.制定 «生态环境领域行业清源行动方案»,

在日常环境监察执法、污染源普查、项目建设

工作中,全面摸排线索,打击违法建设、违法

排污行为,行业乱象得到治理和规范.查找行

业乱点乱象问题线索３项,办结２项,其中１

项正在办理中.

◆推动改革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握全面

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总要求,对标对表党中央

和省、州、县委决策部署,对照深改办相关工

作要点,逐项梳理汇总承担的改革重点任务,

研究制定 «门源县生态环境局２０２０年全面深

化改革重点任务工作方案».落实行政审批

“破冰行动”,开辟 “绿色通道”,完成建设项

目环评审批１０个,环评登记表备案１１５份.

强化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事中、事后监管,开展

全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政策执行情况专项

排查整治活动,送达 «限期完成建设和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通知书»１２份, «限期完成竣工环

保验收督促通知书»２５家,责令改正违法行为

决定书１家.

(审稿:谢浩成　撰稿:马福珍)

自然资源管理

概述　全县耕地保有量４０７万公顷,基

本农田保护面积３２８万公顷,共供应建设用

地３０宗,面积５２９３公顷.其中划拨１８宗,

面积２７５５公顷;协议出让４宗,面积００８公

顷,金额２５６８万元;出让８宗,面积２５３０

公顷,成交价３９２６７６万元.建设用地均通过

中国土地市场网公示、公告.

◆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泉口镇后沟村城乡

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建设规模２０公顷,

投资６６４万元,跨省域交易资金 ９０００万元,

现开工建设.

◆耕地保护　通过州、县、乡 (镇)、村

四级签订耕地保护目标责任书,将耕地保有量

和基本农田保护任务逐级分解,建立保护台

账,设立基本农田保护区标识标牌,将耕地保

护责任落实情况纳入全县经济目标责任制考

核,确保耕地保护工作落实到位.

◆生态保护红线调整　门源县境内生态保

护红线包括祁连山国家公园、仙米国家森林公

园和大通河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按照

保护区内农业空间、城镇空间等三条控制线边

界不交叉、空间不重叠、功能不冲突的原则,

从自然保护地调出３２５６９平方公里.调出后

门源县境内自然保护地面积３０９５８６平方公

里,占全县总面积的４８５１％.

◆国土空间规划　根据 “放管服”改革要

求,开展 “多证合一、多规合一、多测合一”

工作. “十三五”期间执行 «门源县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保证规划的合

理性、严肃性.１０月,启动门源县国土空间规

划编制工作,完成项目招投标后,委托中标单

位开展前期调查工作.

◆土地征收　年内完成扁门高速公路工

程、国道３３８线浩克改扩建公路工程及县内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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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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４５公顷,发放补偿安置

费６０９０万元.

◆核查乱占耕地建房　自然资源局自９月

份开始,对省自然资源厅分三次下发的乱占耕

地建房的３５７２个图斑进行逐个实地核查.

◆永久基本农田划定　根据两部一号文件

要求,以２０１７年年度土地变更调查数据为基

础,结合 “三调”、自然资源督查、土地资源

全天候遥感监测、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专项

检查、两区划定等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对全县

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初步核查,对划定不

实、违法占用等问题进行整改.

◆矿政管理　根据 «关于做好木里矿区及

祁连山南麓青海片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近期工

作的通知»及 «祁连山南麓门源片区生态环境

综合整治三年行动方案»要求,联合各部门、

各乡镇对全县境内７８处采矿、探矿、取土场,

通过抽调人员成立工作组,以巡查、约谈、蹲

点、电话督促、下达督办、限期整改通知等多

种方式督促各矿山企业完成整改任务.完成各

矿山生态环境整治工作,待２０２１年开春后进

行复绿工作.

◆生态环境治理　省自然资源厅下达门源

县疑似图斑７２处,需整治４４处 (其中重叠１７

处,需整治２７处),整治完成４３处.完成平

整２８３９公顷,刷坡８万立方、回填１２４万立

方、网围栏１７００米,清运垃圾１２００方,拆除

建筑物１５７５２５平方米.正在整治１处.中央

环保督查中,门源县涉及４４家矿山企业 (其

中海北州中央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情况统计

表中全州１１４个,门源１９个;中央环保督查

反馈问题整改２０１５年底完成矿山统计表中全

州３６个,门源２５个)通过督查矿山企业开展

生态环境整治,完成整改任务.

◆自然资源执法　以第三次土地调查、祁

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为契机,打击林业

土地、草原乱圈乱占、未批先建、农村乱占耕

地建房、超面积违建、盗猎、偷猎等违法犯罪

活动,维护林区社会治安稳定.出动执法人员

３１５人次,车辆１２６台次,核查卫星遥感监测

图斑３８８４个,立案查处土地违法行为２宗,

罚款１１２１４２元;矿产违法１宗,没收就地回

填砂石料６２１７２立方米,罚款３０００元.送达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１份;送达 «责令

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１份,现场制止、限期

整改时消除违法状态共４起.拆除违法占地建

筑３处.配合农牧水利和科技局查处河道内乱

采滥挖２宗.林业行政案件８起,其中２起为

２０１９年积案,２起依法移交县自然资源局,办

结５起,待查１起,处理违法行为人５人,收

缴罚没款３４３６元.完成苗木检疫１６０３４公顷

３２０９２９万株,产地检疫率１００％.调运检疫

苗木花卉６７５３１万株,开具 «植物检疫证书»

７３７份.复检外来苗木３３１９万株,花卉３６９５

万株,种子 (柠条)２５０千克,开具 «除害处

理通知»１８份.

◆确权登记发证　完成扫描录入房产信息

６７８３册,土地４７５７宗,房产数据整合１４５３８

户,数据入库３５８６３户,办理各类证件２４０８１

本,其中证明量６５６８份,证书量１７５１３本.农

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农村宅基地 (房地一体)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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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登记发证的有１０３个村.不具备发证户数

３２６７余 户,应 发 农 村 宅 基 地 “房 地 一 体”

２０２０３户.完成８７村２１５７５户宅基地 (含建设

用地)测量工作,完成数据入库８７村２１５７５

户,完成确权登记发证８６村１８１２２户 (含原

集体土地使用证１６６３本).应发尽发发证率

８９７％.完成集体建设用地不动产数据测绘

３７７宗.易地搬迁确权登记发证阴田乡措隆滩

村９６户,麻莲乡白崖沟村２８户完成确权登

记,２６户自主安置户取得不动产权证;泉口镇

后沟村２６２户、沈家湾村１７５户,由于安置区

在浩门镇城镇建设用地中建设,涉及国有建设

用地,建设单位还未组织竣工验收,未提交相

关申请资料,暂未办理不动产权证,不动产登

记中心给县扶贫局提交办证清单,勘查工作正

在推进中.

◆移民安置　根据青海省移民安置局 «关

于大通河纳子峡水电站建设征地移民安置竣工

验收实施细则»要求,对前期实施的纳子峡至

巴拉哈图道路恢复工程开展初步验收和竣工验

收,于１２月３０日,验收专家组、相关政府部

门和各参建单位的共同参与,通过验收,并报

海北州移民安置局省移民安置局备案,正在处

理纳子峡水电站移民安置遗留问题和准备移民

安置竣工验收县级自验工作.

◆国土绿化工作　动员广大干部群众、现

役官兵、宗教界人士、学生、青年志愿者等约

５２７万人参与国土绿化活动.完成国土绿化任

务５９３３３３公顷,其中国道２２７线、浩青路绿

化２６６７公顷;林业改革发展资金造林项目

６６６７公顷;山水林田湖１３３３３公顷、浩门镇

森林城镇创建５８公顷,义务植树１５０公顷;

天保工程区内森林抚育２０００公顷,迹地更新

和低效林改造２０００公顷,森林质量精准提升

１３３３３公 顷,完 成 州 定 目 标 任 务 ３４００ 公 顷

的１７０％.

◆林草资源保护管理　完成１９４１万公顷

天然林和１２５５万公顷国家重点公益林管护及

管护站基础设施建设任务,设置管护岗位２２４１

人,其中社会护林员岗位７１６人,生态公益管

护岗位１５２５人;将全县天然草原纳入草畜平

衡区,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根据理论载畜量

明确放牧头数,确保全县草畜平衡制度得到落

实.完成林业有害生物防控任务９３４３６公顷,

林业有害生物四率指标均达到上级下达的指标

任务.

◆林草重点项目　负责实施的项目１１项,

其中 续 建 项 目 ４ 项,新 建 项 目 ７ 项,投 资

１９４１２５万元,其中续建项目投资４１８１万元,

新建项目投资１５２３１５万元.完工所有续建项

目,新建项目完工１项.主要建设内容为林业

改革发展、退牧还草工程、祁连山生态保护与

建设综合治理工程封山育林、林业生态恢复保

护资金森林抚育、营造林林木良种育苗、林业

有害生物防治、中藏药种植补助、森林城镇绿

化、校园绿化、特色经济型野生动物驯养繁

殖、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失案件补偿、珍

稀濒危野生动物保护、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苗

圃灌溉网建设等项目.

◆祁连山国家公园门源片区工作　制定

«祁连山国家公园门源管理分局工作人员工作

职责»«祁连山国家公园门源管理分局工作制

度»«祁连山国家公园门源管理分局档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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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祁连山国家公园门源管理分局国有资

产管理办法» «祁连山国家公园门源管理分局

财务管理制度»等１２个制度和绩效考核办法.

配合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调查规划院等各有关

部门及兰州大学等科研院校开展资源普查及各

项数据监测,完成 «青海省祁连山区自然资源

统一确权登记试点项目 (门源县)确权工作报

告»«祁连山国家公园 (青海片区)草地资源

调查报告 (送审稿)»,为祁连山国家公园功

能区划建设及建立补偿机制提供依据.加强与

周边市县的联巡联防,签订跨区域联防联保协

议,开展跨区域联防联保执法和宣传活动.配

合中国科学院、祁连山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监

测组在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门源片区布设红外

相机１４０余台.收集雪豹、岩羊、马麝、赤麻

鸭、斑头雁、黑颈鹤、蓝马鸡等野生动物的珍

贵照片.制定 «祁连山国家公园门源片区核心

区原住居民转产转型工作方案» «祁连山国家

公园核心区门源片区生态移民搬迁安置实施方

案»,部署核心区居民搬迁工作.完成２７６户

搬迁户资产评估工作,成果数据与乡镇对接核

实,分两个阶段推进搬迁工作.公园范围内核

心区的５３户原住居民在县城等地购置住房.

◆ “一地两证”问题　委托国家林草局西

北调查规划设计院对门源县域、祁连山国家公

园门源片区林权证面积、草原证面积、林草重

叠面积开展摸底调查,形成 «门源县林草 “一

地两证”摸底调查报告»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

海片区林权证、草原证 “一地两证”摸底调查

报告»,摸清全县 “一地两证”重叠面积 (门

源县林草发证重叠面积２９３６万公顷,其中祁

连山国家 公 园 门 源 片 区 重 叠 面 积 １３１ 万 公

顷),制定上报 «门源县 “一地两证”问题解

决工作方案».根据国土 “三调”初步成果,

经县政府研究决定将１１５２万公顷覆盖度小于

４０％的灌木林地,宜林地林权予以注销.收回

涉及１１５２万公顷林地的９本国有林权证,待

“三调”数据正式公布后核发新证.

◆生态管护员　依托天保、公益林工程项

目,加强生态公益性管护岗位聘用人员管理力

度,执行考评办法,根据 «门源县生态公益管

护岗位护林员聘用办法»,设置林业生态管护

岗位１５２５名,月工资１６００元,草原生态管护

员３ 人, 月 工 资 １２００ 元. 兑 现 管 护 工 资

１９６３４万元.

◆林草产业及生态工程　引导有劳动能力

的贫困群众９００余名参与国土绿化、祁连山生

态保护与建设综合治理、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修

复与综合治理试点项目生态建设工程,人均增

收１５００元;以国土绿化带动苗木种植户增收,

采购县域内各类苗木１０５７万株,带动本县群

众增收９００余万元;依托祁连山生态保护与建

设综合治理草原灭鼠项目,鼓励农牧户投身到

草原鼠害防治工作中,以每只地下鼠５元进行

回收,实现鼠害防治与农户增收的双赢.

(审稿:张海鹏　撰稿:苏晓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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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

概述　完成全长１３５公里、总投资１５５１

万元的门源县青石嘴镇至石头沟公路项目.完

成总投资４０１９４万元、总长８３０５公里的麻

莲乡瓜拉村砖厂至白崖沟村道路、珠固乡雪龙

滩通村砂路、补针点睛工程、照壁山旅游公

路、５个农村公路窄路加宽和以工代赈项目以

及３个桥梁工程、１个安保工程.

◆公路养护　多措并举,创新养护模式,

将２０２０年养护工作分成日常养护、养护工程、

重点养护三部分,完成日常养护１７５４７公里.

落实养护资金７４５万元;完成养护工程６６３２

公里,落实养护资金２０３３万元;重点养护里

程３１６２公里,落实养护资金７３３万元.先

后投入水毁抢修资金２２７４万元,出动应急塌

方和水毁抢险共１５次,消除安全隐患,保障

群众出行安全.

◆行业安全　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严格落

实 “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按照 “法

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分级管理、

合理分工的原则,对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进行全

面梳理,建立 “双随机”抽查机制,建立健全

“两库一单”,规范 “双随机”抽查程序.开展

道路运输市场综合整治活动,查扣非法营运车

辆１辆次,结案１辆,巡游出租车不规范经营

行为３７起,受理网络舆情案件６起,受理各

类投诉案件６起,查获城乡公交车违规运行行

为３起,排查出源头治超企业不规范装载货物

行为１ 起.开 展 为 期 １５ 天 的 超 限 超 载 治 理

“百吨王”行动.期间,查处绕行车辆１８辆,

巡查重点货运源头企业１６余次.

◆交通运输行业改革　根据全县事业单位

体制改革统一部署和要求,成立县交通运输综

合行政执法大队、县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

县农村公路养护队、县昌升客运服务有限公

司,配 齐 配 强 各 单 位 班 子 队 伍 和 重 点 岗 位

人员.

(审稿:张承杰　撰稿:尤琪茜)

供 电

概述　国网门源县供电公司有职工４２人,

其中女员工６人,男员工３５人,党员１９人.

县公司下设综合部、安质部、供服中心三个机

构,一个基层班组.有农电员工８２人,其中

女员工３人,男员工７９人.有四个供电营业

所,分别为北山、青石嘴、东川、仙米供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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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所.县域内公网有３３０千伏变电站１座 (达

坂变),主变容量４８０兆伏安;１１０千伏变电站

４座 (大庄变、浩门变、芸苔变、西街变),主

变容量２６９兆伏安;１１０千伏公网线路６条,

长度１５５３４公里;３５千伏变电站５座 (雪龙

滩、宁缠、孔家庄、青石嘴、皇城),主变容

量２７４５兆伏安;３５千伏公用线路９条,长度

２４１２５公里.

◆ “十三五”主要工作　完成门源青石嘴

西街１１０千伏输变电工程的建设,解决门源青

石嘴地区常年只有３５千伏供电的问题,提高

供电可靠性,当地居民摆脱频繁停电的问题,

为脱贫攻坚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完成沈家湾

村、后沟村两个整村４３８户易地搬迁集中安置

工程通电问题,消除贫困村供电 “卡脖子”及

“低 电 压 ” 问 题. 农 村 电 网 供 电 可 靠 率

９９８１％,综合电压合格率９９７８％,户均配变

容量２８千伏安/户,提高门源地区供电质量.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通过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项目

实施,完成对花崖村、多麻滩村、黄树湾村、

却藏村、尕牧龙下村、寺儿沟村６个贫困村的

电网改造,完成麻当、塔龙滩、西河坝等８个

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村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头

塘、察汉达吾、疙瘩村等１９个非贫困村农网

升级改造,完成 “三区三州”农网改造升级工

程实施项目８１项,完成门源县４４个贫困村电

网改造,解决沈家湾、后沟两个村的异地搬迁

通电工程,保障深度贫困地区电网改造升级项

目实施.

◆疫情防控　疫情期间主动对接门源县

委、县政府、县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对县

委、县政府、电视台、重点医院、发热门诊,

管控卡口等疫情管控重要单位的供电设施、线

路开展特巡,查找各类运行隐患并实施紧急消

缺.完成海北州第二人民医院三栋预备隔离楼

电源改接通电工作,为浩门镇、青石嘴镇等出

入疫情控制卡口接通临时电源,根据县政府疫

情防控指挥部通知精神,完成浩门镇电厂路附

近３个老旧小区、２４０余户,近千人的疫情联

防联控工作,第一时间确保疫情防控正常的电

力供应.

◆ “党建＋”引领全局　创新推行 “党建

＋”模式,融入日常工作,党建工作与生产经

营相融合,完成重大会议、节假日等各类保电

工作.整合警企、政企党建携手,完成西街变

配出线路花一路与青石嘴变电站１０千伏西一

路形成 “手拉手”,护航农网建设施工安全.

◆维护电力安全　贯彻执行国家和上级单

位有关安全的规定及工作部署,落实安全工

作,对 “三区两州”农配网施工现场进行安全

管控,防止人身、误操作和其他责任性事故的

发生,在重点领域开展安全生产集中整治专项

行动,排查消除安全隐患,推进安全生产.

◆营销服务　坚持以服务客户为中心,推

广 “网上国网”App使用, “线上办电率”

１００％,阶段性降低电价等保障优惠政策落实

到位,通过开展 “３１５” “民族团结九进”等

社会活动,履行央企社会责任,实现 “用上

电”到 “用好电”, “优质服务”到 “卓越服

务”的转变.

(审稿:庞子智　撰稿:赵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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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 政

概述　按照国家规定,以普遍服务、寄递

业务、金融业务、农村电商等为主业,实行多

元化经营.经营业务包括国内和国际信函寄递

业务、国内和国际包裹快递业务、报刊图书等

出版物发行业务、邮票发行业务、邮政汇兑业

务、机要通信业务、邮政金融业务、邮政物流

业务、电子商务业务、各类邮政代理业务、国

家规定开办的其他业务.门源分公司现有员工

５４人,浩门镇开设两个综合网点,青石嘴镇开

设一个综合网点,其他十个乡镇均开设邮务类

网点.有邮政投递车辆１１辆,雇用民营投递

车辆１３辆,机要保障车辆１辆,开通县到乡

邮路２条,乡到村邮路１３条.在１０９个村设立

“邮掌柜”商户,开辟工艺品下乡、农产品进

城渠道.

◆推广服务　１２个乡镇开设普遍服务台

席,开通汇兑、包裹快递、报刊、信函业务,

每个乡配备专职的营业员、投递员.开通县到

乡邮路２条、乡到村１３条普遍服务邮路,实

现党报党刊当天见报.主动为５家民营快递担

负起县到村的包裹投递工作,为民营快递投递

３１２８７件包裹,包裹快递投送至村,满足老百

姓网购需求.

◆机要通信　机要工作是为党和国家、各

军区及部队、各企事业单位服务的一项重要工

作,集安全与保密于一身,为社会经济发展保

驾护航,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门源县分公司

配备专职机要人员４名,专用投递车辆１辆,

专业机要收发室１间,为门源县各单位、各部

门机要收发提供安全可靠服务,全年机要通信

安全事故零发生.

◆农村电商　推动邮政农村电商高质量发

展,为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贫服务.集团公司结

合首 届 “中 国 农 民 丰 收 节”,组 织 开 展 邮 政

“９１９电商节”活动,集全国邮政的力量,通过

电商节活动的方式,聚焦用户消费需求,拉动

交易规模快速增长,提升中国邮政农村电商知

名度和影响力.门源县分公司在 “邮乐网”开

设门源馆,将门源县蜂蜜、人生果、奶皮、菜

籽油、牛肉干等土特产上架至门源馆,全年销

售８９４６单,销售额５０余万元.在全县１０９个

行政村开设 “邮掌柜”商户,开通批销、快递

签收点、代缴电费等业务,解决农村商户进货

难、缴费难的问题.

◆寄递业务　全年进口邮件量４０万件,

日均投递量１１００件,其中乡镇包裹量占４０％,

乡镇网购能力逐年上升.与５家电商企业签订

寄递协议,与２５家特产店及牛羊肉商铺签订

寄递协议,为电商及微商户优惠邮资费１６万

元.为电商企业及微商户寄递牛羊肉３８７１件

约６３吨,寄递蜂蜜１５２３单重量约２５吨,寄

递青稞方便面２３２４单,寄递鲜人生果１２２４单

约４吨.

◆金融服务　一切从客户出发、一切为了

客户,金融产品从单一的存款,逐渐增加到保

险、基金、理财、国债.组织网点人员进行业

务和法律法规培训,保障金融安全合规发展.

在专业理财师的指导下,对客户资产进行资产

配置,提高客户收益.为全县７８１户商户布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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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款码,为商户补贴续费５６万元,解决客户

微信限额、微信收费的不足.

(审稿:袁伟德　撰稿:吴永东 )

电 信

◆光纤宽带　门源县进入了光纤宽带新时

代,宽带网络实现质的飞跃,门源电信推进光

进铜退项目,县城及乡镇地区铜缆全部退服,

加快推动乡村光纤宽带网络的改造和建设,乡

村宽带覆盖率９８％.成立一支业务能力强、响

应速度快、办事效率高的专业智家工程师队

伍,２４小时为群众的网络畅通保驾护航,保证

城乡网络畅通,全县人民走上 “互联网 ＋”

时代.

◆移动业务　电信５G 时代开启,全州首

个５G基站落户门源并投入使用,加大对５G

的投资力度,建设５G基站２５个,县城及周边

实现５G覆盖,５G高速移动网络快速普及.

◆视频业务　推动视频业务,顺应市场发

展,业务需求随着门源经济社会发展增加,在

人居环境、平安乡村、社会治安、道路运输等

领域视频业务发展迅速,为群众提供便利,在

疫情期间显现重要作用.

◆云业务　落实集团公司云改数转的指示

精神,推出天翼云产品,为门源党政军企及全

县群众搭建多业务多网络多终端的融合提供便

捷、丰富、个性化、高性价比的综合化信息服

务平台.主要业务有云盘、云电脑、云桌面、

云回看、云主机、云计算等.

◆应急保障　支持门源县经济社会发展,

维护保障长途干线的畅通,做到大通至门源、

西海至门源、祁连至门源的干线零障碍,完成

“油菜花节” “环湖赛” “冰雪节” “中高考”

“消防演练”等各种应急保障十余次,每次保

障投入的设备有卫星电话、应急保障车、天翼

对讲机等,维护门源党政军、机要部门、维稳

办公等单位在重大安全责任期间的通信稳定.

(审稿:井含武　撰稿:金　霞)

联 通

概述　开展５G 网络建设为基础 MPLS－

VPN专线业务、互联网专线接入业务、SDH

(数字 电 视)物 联 网 信 息 化 建 设 和 经 营,将

“服务于民”的方针融入 “客户满意是我们第

一追求”的服务理念之中,建设一支高质量的

专业队伍.

◆队伍建设　门源县分公司有员工１１人,

其中男性６人,女性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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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历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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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召开例会研究、交流、

总结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网络建设　经过３年试点项目的建设,

海北联通投资７３２１３万元用于网络建设,宽

带覆盖率９３％以上,无线网覆盖率９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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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国家 “十三五”规划网络覆盖的要求.网

络覆盖能力的提升让百姓受益.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在门源地区先后有９１个行政村完成宽带

网络覆 盖 建 设 和 ６２ 个 行 政 村 的 ４G 网 络 全

覆盖.

◆扶贫攻坚　东铁迈村位于门源县以西２２

公里处的宁张公路和铁麻公路交汇处,是门源

县西部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商贸集散地.该村是

一个纯回族聚居村,全村有 ２４９户 １２２２人,

２０１５年评定为州级贫困村,全村建档立卡贫困

户５６户２５８人.分公司把脱贫攻坚作为增强

“四个意识”、践行 “两个维护”、贯彻 “两优

一高”战略的具体行动,找准政治站位,从严

落实政治责任.紧紧围绕 “八个一批”工作指

示,推 肋 产 业 脱 贫 ３３ 户 １３７ 人,到 户 资 金

９３５３万元.为３３户贫困户以每头８０００~９０００

元价格购置１２月龄以上肉乳兼用的西门塔牛

９６头,分配到户.

(审稿:雷发盛　 撰稿:蔡发福 )

移 动

概述　门源县移动公司基站累计建设２６８

座,其中４G基站占比１００％,５G基站开通２９

个,５G客户８５００户.开展弱覆盖及无覆盖区

域建设,信号覆盖率９６％.实施宽带农村建

设,保证贫困村通信光纤、４G 基站网络全覆

盖,为乡村通信网络服务提供保障,助力打赢

脱贫攻坚战.升级改造和延伸光纤宽带和４G

通信网络,提高农村通信基础网络建设的综合

利用水平.

◆数字化业务建设　发挥自身的连接服务

优势和产业带动作用,开通数字化服务新业

态,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新建门源县

大十字５G智慧家庭产品体验厅.通过５G、人

工智能、物联网等前沿领域与合作伙伴共同创

新,搭建通信开放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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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服务与合作伙伴联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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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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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开展扶贫工

作.通过实地调查走访,了解帮扶村的实际困

难,捐赠米、面等生活用品折合金额２８６０元.

制定年度脱贫计划和帮扶措施,期间多次进行

慰问、捐赠物品、政策宣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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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防控　门源作为出现新冠疫情区

域,根据县委县政府安排,承担康乐和永盛两

个小区的２４小时联防联控任务.通过以 “我

是党员我先上”主题,进入小区开展疫情防控

工作,受到群众好评.小区工作人员送来一面

“战疫情为人民,践初心担使命”的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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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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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房屋租、

水、电等成本增长问题,新增扩展业务渠道,

为群众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门源地区发生轻

微地震后,启动应急预案,按照流程进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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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个项目,出动人员５０人次、抢

险车辆３辆应急通信车１辆.先后获得移动集

团公司授予的 “全国模范职工小家称号”、移

动省公司 “全国模范职工小家称号”、“优秀基

层党支部”、“高原先锋号”荣誉称号.客户为

员工赠送 “心系客户,卓越追求”锦旗.

(审稿:唐雅玲　撰稿:杨玉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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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税务金融

财 政

概述　全县总收入１３８９７万元 (剔除１~

１２月份上划省级收入４０３９万元),同比增长

３１７％,增收３３４３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完成１０７９５万元,同比增长５８％;政府

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３１０２万元.全县非税收

入完成１７１５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２８％,占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１５９％,其中财政

部门组织非税收入１１３５万元,税务部门组织

非税收入５８０万元.全县地方总支出３２９６９１

万元,同比增长２６７％,增支６９４８１万元.其

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２７４１３２万元,同比增长

８９％,增支２２５２９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

出５３４７３万元.

◆预算管理　发挥预算目标引领和绩效考

核导向作用,推进预算管理改革.根据县委、

县政府对２０２０年部门预算编制工作的要求,

按照 “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的原

则,在各预算单位的支持配合下,经过 “二上

二下”的预算编制流程,完成２０２０年度部门

预算的编审工作.在门源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审议并批准 «门源回族自治

县２０１９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２０年财政预

算 (草案)的报告»,对各预算单位进行批复,

并在门源县政府网站公开预算信息,接受社会

公众的监督,提升财政预算的透明度.按照部

门预算 “二上二下”程序,组织编报２０２１年

部门预算,开展部门预算 “一上”审核工作.

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以重点资金、重点项

目为突破,加快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

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在编制年度部门预算

时,将项目绩效目标与部门预算同步置、同审

核、同批复,将县级项目纳入绩效目标管理.

安排部署２０２０年财政管理综合绩效考评重点

工作及任务分工,将任务分解到股室,责任落

实到人,提升财政管理综合绩效水平,为年度

财政管理综合绩效考评工作打下基础.加强政

府债务管理,执行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和预

算管理制度,把握防风险和促发展间的关系,

做好新增债券资金使用管理工作,完善政府债

务风险预警办法,防控财政风险.全年争取专

项债券资金１７０００万元,分别用于海北州生物

园区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和海北州生物园区农

牧业科技创新标准化孵化基地建设项目,争取

住建局垃圾分类无害化建设项目３５００万元、

卫健局乡镇卫生院污水处理建设项目８００万

元,卫健局浩门镇医养结合示范基地住院楼建

设项目３４００万元,卫健局门源县公共卫生和

疫情防控体系建设项目特别国债４９０５万元、

门源县农牧局异地搬迁扶贫产业后续发展项目

９９１

财政税务金融




８３５万元、门源县棚户区改造项目专项债券资

金３００００万元.债券资金的落实带动门源县经

济社会稳定发展,完成门源县地方政府债务风

险评估和预警暂行办法的印发.

◆支农资金使用　优化财政涉农资金供给

机制,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多渠道筹集资

金,衔接各涉农项目主管单位,做好财政涉农

资金统筹整合使用工作,编制门源县２０２０年

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方案,提高财政涉

农资金使用精准度和使用效益,为完成脱贫攻

坚任务,提供政策保障和资金支持.从农牧业

生产发展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两方面整合财政

涉农资金１６２０３０６万元,资金支出１２２１７３５

万元,支出率为７５４％.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

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资金５６６万元.其中第一

批下达财政奖补资金１６３万元,第二批下达财

政奖补资金４０３万元,经过村民议定,村级申

报,乡镇初审后申报的村级公益事业建设财政

奖补项目资金１６８５１３万元.

◆盘活存量资金　加大财政存量资金盘活

力度,建立健全预算支出责任制度,对各项财

政存量资金实行动态监管、列入年度考核,加

大督促检查力度形成常态化.全县存量资金

１５９６０２７７万元,较去年１２月份 (１２４６８５７１

万元)同期增加３４９１７０６万元.各预算单位

财政存量资金１５９２６９２０万元,较去年１２月

份 (１２４５０９６１ 万 元)同 期 增 加 ３４７５９５９ 万

元,主要为当期重新安排存量资金较上年同期

增加８０２２６４万元,县财政专户存量资金余额

３３３５７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１２５４７万元.

◆民生支出　发挥社会保障 “稳定器”作

用,在落实 “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

的基础上,把保障改善民生作为财政优先投向

重点,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从严从紧控制

“三公经费”等一般性开支,加大民生投入,

把更 多 财 政 “蛋 糕”分 给 民 生.民 生 支 出

２２２０４７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８１％.

其中教育支出４４７７８万元,同比增长２３％;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８１６８万元,同比下

降７４％;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４４２３４万元,

同比增长６６％;卫生健康支出３１４４９万元,

同比增长２８４％;住房保障支出２５２８６万元,

同比增长２３３％.

◆政府采购　组织实施 «政府采购法»,

规范和完善政府采购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和

运行体系,降低财政支出,提高财政资金投资

效益.全年实施采购项目１０６件,本级政府采

购中心采购项目１４件,采购预算金额１９１７４

万元,实际采购金额１８２８３１万元,节约资金

８９０９万元,节约率４６％.委托代理机构采

购项目９２件,委托采购预算金额１６８９８０４万

元,实际采购金额１５９７０６３万元,节约资金

９２７４１万元,节约率５５％,提高财政资金投

资效益.

◆财政监督检查　推进财政监督长效机制

建设,发挥财政监督职能作用,牵头协调配合

有关部门重点围绕山东援青资金、扶贫资金、

会计信息质量、涉农资金、 “三公经费”、 “小

金库”治理、山水林田湖草项目资金等各项财

务制度执行情况等影响程度高、资金规模大的

项目资金开展系列专项检查,取得实效.

(审稿:陈玉正　撰稿:马　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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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 务

概述　２０２０年,组织各项税费收入５９２２３

万元,同比增长１９０８％,增收９４９０万元.其

中组 织 税 收 收 入 ２５８１３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９５７％,增收２２５４万元;组织规费及非税收

入３３４１０万元.

◆纳税服务　全年新增减税 １１７００６万

元.其中２０２０年出台的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税费优惠政策新增减税５３７０２万元;

２０１９年 年 中 出 台 政 策 在 今 年 翘 尾 新 增 减 税

６３３０４万元.减免社保费１４０４５０万元,减免

２０９户次.推行电子税务局和移动办税端自主

办理涉税事项,纳税人接受度不断提升.全年

电子税务局完成申报２３１３９笔,移动办税等其

他网络完成申报２５２８笔,大厅前台完成兜底

申报３８９１笔,网报率近９０％.“非接触式”申

领发票１４５７９４份,领用比例９７４４％.通过电

子税务局代开发票１３６６１份,电子税务局发票

代开率４５８１％;税务文书电子送达１８３２份,

送达率６０５７％;企业省内跨区迁移线上办理

３户.开展企业复工复产税收分析工作,向地

方政府报送疫情对采矿业影响分析、对税收经

济影响分析、对中小企业影响分析等７篇分析

报告,获得党政主要领导批示４篇５人次.注

重将税务大数据转化为复工复产助推器,通过

对省局印发的相关对应采购商数据的分析和推

送,帮助两户企业搭桥牵线,推动青海生态源

物流服务有限公司与省内三家企业达成合作

协议.

◆搭建 “智税平台”　辅导和引导纳税人

绑定 “智税平台”,企业 “智税平台”绑定率

１００％,个 体 工 商 户 “智 税 平 台 ” 绑 定 率

６７９１％.共注销４７６户纳税人,其中即办注销

４０１户,占比８４２４％;简易注销８户,占比

１６８％.规范和加强实名办税,对辖区内应实

名采集的１６０１户企业进行实名采集,采集率

１００％.加大数据修正,对已有问题进行修正

的基础上,修正省局提出的由于并库产生的税

费种认定重复的历史数据５００多条,财务报表

数据３００多条.推进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工

作,对内加强培训的同时,成立８个专项辅导

小组和１个退税审核团队实行网格化管理,通

过 “包干到户”形式辅导纳税人汇算清缴.全

年完成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７３３５人.

其中实际补税６３人,补税金额１８１２９９５７元,

豁免２３４人,豁免金额３５９３８６１元,实际退税

１８０４人,退税金额６８１７７３６１元.组织人员先

后多次到重点纳税企业进行税收新政策的辅

导,对新修订的所得税纳税申报表进行重点辅

导.辖区内应参加汇算清缴７５７户,完成申报

７５３户,未申报４户,申报率 ９９４７％.通过

春训、集中培训等方式开展疫情防控期间的税

费收优惠政策和个人所得税汇算业务培训５

次,２３３人次参加.强化政策宣传,除一对一

入户精准辅导外,自主制作 «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税费收优惠政策指引» «支持疫情防控和社

会经济发展一本通»«税收宣传月专刊»,通过

电话、短信、优化营商环境群 (和市监局共同

建立)、税企微信群、QQ 群、EMS配送、税

法宣传展板进高铁站、网上 “云课堂”等 “不

见面”方式及 “入两会、访代表委员”等方式

开展广泛宣传.扶持 “银税互动”,联合７家

金融企业召开 “银税互动”联席会,全县７家

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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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为支持小微企业复工复产发放贷款

４２２笔,贷款金额９２３７万元.开展满意度调

查,成立１３个宣传小组,由党员领导干部带

队,分组包干开展问需问计走访活动,问需问

计走访活动征集到纳税人的需求有５条,意见

建议２条,解决相关涉税问题５条,提升纳税

人满意度和获得感.抓好信用评价,推进联合

奖惩,通过系统采集＋人工采集的形式,评价

出 A级纳税人７户,B级纳税人２９２户,C级

纳税人２２１户,D级纳税人４０户,M 级纳税

人３９４户,并强化结果应用,联系各金融机

构,为８９家企业提供各类贷款 ３２７８５万元.

对信用不好的D级纳税人,在信贷、发票领购

量等方面进行限制,加强监管力度.

◆税收法治　开展法制审核１６２次,配备

执法记录仪９台,建设完成约谈室１个,采集

各类执法音像记录信息２８条,规范运用自由

裁量权,提升税收执法的规范性、公平性、严

肃性.受理办结税务行政审批２０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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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３项,其中一般处罚１９３项,简

易处罚５０项.加强执法督察专项审计,提升

执法水平.

◆疫情防控　有序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印

发疫情防控相关文件１３份,制定办税服务厅

疫情监测防控、出省人员隔离服务、办公楼出

入登记检测、防疫物资发放、食堂防疫等９项

制度,自行采购或其他方式筹措 N９５口罩３９３

个,一次性医用口罩３４３０个,一次性手套６００

个,一次性帽子１００个,消毒液及酒精等物资

约３１０千克,保障防疫工作开展.为疫情防控

捐款４９５万元.参与地方联防联控工作,先

后有 ３００ 余 人 次 下 沉 到 ３ 个 包 联 小 区 开 展

防控.

◆党建助业务　打造文化展厅、党支部活

动室、党建文化墙、廉政法制走廊和党建引领

＋宣传彩页,开展 “巩固、增强、提升”主题

实践活动.发挥基层党组织优势和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成立以党员带队的８个工作组,推出

４类１３项５８条便民办税服务措施,开展办税

服务、疫情防控和助力企业复工复产,为企业

发展排忧解难.利用春节、 “七一”等节日组

织慰问老干部、老党员以及困难党员１０人次,

金额０７３万元.充实 “青春纳税志愿服务”

团队,开展社区志愿服务３次、义务植树活动

２次.申报疫情防控期间先进集体１个,全国

先进工作者１人,门源县道德模范１人,疫情

防控工作先进个人３人. “寻找战疫中最美家

庭”１户.全体干部开展疫情防控捐款,其中

给红十字会捐款２０７００元,省工会女职委捐款

８６００元,交纳特殊党费１０２００元.巩固扶贫攻

坚成效,从特色产业培育、贫困户劳动力转移

就业工作等方面加大扶贫帮扶力度,帮助就业

人员７人、协调落实贫困家庭生态管护员岗位

２４个,全年各类帮扶资金２０万元.税务局获

得全国精神文明单位,一名工作人员获全国

“最美家庭”荣誉.

(审稿:沙生林　撰稿:马金荣)

人民银行门源支行

概述　以 “工作落实年”活动为抓手,运

用以知促行五步循环工作方法,聚焦重点工作

和难点问题,推动县域经济金融健康稳步发

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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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国家金库门源县支库拨付各类疫情紧急资

金６笔,金额１１８７６万元,保障辖区抗疫资

金准确拨付到位.助力 “六稳” “六保”,发放

扶贫再贷款１２笔３１５亿元,展期６笔２３亿

元,再贷款余额８３５亿元.

◆金融支持脱贫攻坚　加大 “三农”信贷

投入,提升 “两权抵押”贷款,推进乡村振

兴.引导各金融机构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春耕备

耕生产工作,掌握农业经营主体的春耕备耕资

金、服务、信息等需求,加大涉农信贷投放力

度,满足春耕旺季金融需求.开展农村土地经

营权抵押贷款业务推广工作,加强地方部门沟

通协作,构建完整的贷款运行机制.引导金融

机构拓宽农业农村抵押物范围,开展农村承包

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等.门源农商行发放 “两

权抵押”贷款５２４笔６２４８５万元,贷款余额

２１６０７４万元.门源县各金融机构完成台账中

１８户企业的对接,其中银行授信户数１１户,

无信贷需求的企业７户,发放贷款１７４９万元,

贷款余额３０５３万元.加大督导,补齐脱贫攻

坚工作短板.前期针对 “５３０”扶贫小额贷款

个别地方存在将贷款用于非生产领域的问题进

行梳理,督促门源农商行下乡对 “５３０”扶贫

小额贷款开展使用情况的贷后检查工作,对扶

贫资金的使用情况、用途进行确认,并留档保

存.后期门源农商行更新完善农牧户基础信息

资料,客观、真实掌握贫困户逾期情况,不定

期进行抽查核实,预防风险.

◆落实金融服务政策　落实 “两项货币政

策”等工具,加大信贷支持力度.门源农商行

到期中小微企业贷款３６２０１万元,其中办理

延期还本付息１６０万元,发放普惠小微企业信

用贷款１２４７９８万元,惠及门源县１２６户小微

企业及个体工商户.支行回购４２９万元,为门

源县小微企业让利１３６７５万元.年内分三次

下调门源辖内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１５个百分点,释放资金３１４１０４万元,用于

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在了解门源县企业复工

复产存在困难问题的基础上,召开政银企对接

会,会上企业和金融机构达成意向贷款７２２０

万元,现场签订贷款协议的企业１家,金额

５００万元,发放企业贷款５１笔１３５０４２万元.

◆金融风险监测　协调参与海北州油菜产

业发展与金融支持监测启动会,助力金融部门

为地方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提供信贷支持.立足

区域优势产业,开展特色产业监测工作,服务

于以产定融和以融促产,为当地精准脱贫工作

添砖加瓦,为地方党政部门及上级行提供决策

参考依据.

◆信用体系建设　制定 «门源县信用体系

建设实施方案» «门源县创评省级信用县工作

实施方案»,组织召开信用体系建设推进会,

安排部署各项工作,改善县域信用环境,加强

信用村、乡 (镇)创建力度.根据门源信用县

的总体规划和要求,推进 “信用门源 、和谐门

源”的建设,在门源县２８３６７户家庭总户数

中,评定信用户２４２４２户,占总户数的８５％;

在１０９个行政村１２个乡镇中,评定１０４个信用

村和１２ 个 信 用 乡 镇,占 比 分 别 为 ９５４％ 和

１００％.各金融机构开展对接、诚信班会、诚

信知识讲座、诚信承诺书等系列活动,助力全

县信用体系建设.公布全省人民银行网络平台

查询信用报告操作流程、查询服务网点地址和

咨询电话,引导查询信用报告,为群体监督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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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工作提供方便.全年提供个人信用报告查询

服务１１９１４人次,期间劝返客户通过引导网络

查询个人信用报告３００余人次.

◆金融统计工作　组织门源县两家地方法

人金融机构开展贷款基础数据报送工作,完成

法人机构金融基础数据的第一次系统入库,为

保障金融基础数据录入工作以常态化形式稳步

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账户管理　疫情期间,按照西宁中支关

于疫情期间账户管理应急处置有关通知要求,

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账户业务提供指导,降低工

作人员面对面办公频次.在日常账户管理工作

中,定期指导各家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自查、

督查、宣传、整改、暗访、电话回访等形式,

提高账户审核效率,强化账户管理水平.推进

取消企业账户开户审核工作,开展企业账户风

险监测分析,成立账户核查小组,通过对门

源、祁连两县银行业金融机构账户年检及存量

企业银行账户核查清理现场核查工作,帮助各

机构改善账户服务质量.

◆现金收支两条线及现金消毒工作　执行

现金收支两条线,做好金融服务保障工作.各

金融机构加大重点区域的原封新券的供应,对

疫情物资采购相关单位的大额现金需求,特事

特办,及时满足,保证 ATM 等现金自助设备

的运维保障和现金补充,确保自助取现服务不

中断.根据 «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办公

室转发总行办公厅关于２０１９年全额清分工作

情况的通报的通知»文件,再次对商业银行现

金收支两条线、现金清分业务、机具消毒等情

况进行巡查,对仍未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未

严格执行收入现金全额清分、消毒不彻底的商

业银行由支行行长、分管副行长及有关部门对

其行长、部门主管进行约谈并通报,督其主动

承担社会责任,立即整改,杜绝违规情况再次

发生.严把消毒关,提高责任意识.商业银行

落实相关文件精神,对现金库、现金柜面、现

金自助设备、现金清分设备、点验钞机等进行

消毒,对从医院等特殊区域和青石嘴地区回笼

的现金重点消毒,单独保管.商业银行关闭存

取款机现金循环使用的功能,对于无法关闭循

环使用功能设备,每天至少更换两次现金,确

保社会公众用上 “放心钱、干净钱”.

◆金融稳定　完成门源县银行业金融机构

２０１９年综合评价工作.根据门源县辖内７家银

行业金融机构２０１９年度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贯彻人民银行金融政策等情况,

从货币信贷、金融稳定等１６项业务开展情况

进行评价,评出 A 类机构１家,B＋类机构４

家,B类机构２家.

◆存款保险宣传工作　组织门源县各金融

机构开展集中化与常态化相结合形式的存款保

险宣传活动,监督各行制定宣传方案、丰富宣

传方式、总结宣传效果,规范金融机构存款保

险宣传标语,确保存款保险标识张贴规范,为

防止发生金融挤兑事件筑牢防线.

◆规范支付管理　统筹协调辖内金融机构

推进移动支付便民示范工程建设,拓展移动支

付商户,建设移动支付商圈,创造移动支付场

景.７月,协调推进中国银联、青海银行门源

县支行和门源县鑫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达成合

作,以青海银行为收单机构,在门源县７０多

４０２

门源年鉴 (２０２１)




辆公交车上布放银联移动支付机具,实现辖内

用 “云闪付”一折坐公交,让公交公司和老百

姓得到实惠.推进以邮储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

与旭红商贸城开展合作,建立依托于商贸城的

移动支付大商圈,践行 “支付为民”理念.实

现广大农牧民足不出户办理小额存取款、查

询、转账、购买理财产品等个人银行业务,便

利村民的日常生活,解决农村金融服务 “最后

一公里”,营造城乡零距离的金融服务环境.

◆经理国库　保障税收收入、非税收入质

量提高,促进收入均衡入库.加强对支出的控

制分析,优化支出结构,合理调度国库资金.

办理 中 央、省、州、县 四 级 预 算 收 入 ４７０９９

笔,金额６４亿元;支出２６０８７笔,金额２８６

亿元.以普惠金融为抓手,开展个人所得税退

库工作,优化退库流程,确保普惠性税收减免

政策落实到位,退付２３２４笔３０６万元.坚持

每年定期开展 “普惠金融、国债利民”主题宣

传活动,使国库工作贴近群众生活,做到为民

服务.利用国库直接支付,将人事局 “三支一

扶”及草原监理站护林员工资发放到位,发放

１３１７笔１６２７万元.

◆央行监管　完成２０１９年辖区金融机构

反洗钱分类评级工作,在评级结束后对各金融

实施差别化监管,利用反洗钱非现场、现场监

督的方式开展反洗钱工作.对辖内典当行、小

贷公司等特定非金融机构进行摸底了解.净边

“２０２０”专项行动中指导反洗钱义务机构,加

强对涉毒可疑资金的监测工作,各金融机构对

所有业务及经营管理过程进行无死角监控,调

查监测云南等高风险地区客户,开展可疑资金

交易监测排查,向公安部门移送可疑线索 ５

条.开展人民币图样专项整治工作、新版５元

人民币发行、收缴假币等工作,利用多种形式

开展违规使用人民币图样专项整治工作,在政

府平台 “金门源”发起 «文明祭祀摒除陋习 抵

制人民币图样祭祀用品从我做起倡议书»,联

合公安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违规销售人民

币图样行为大排查,确保５元券顺利发行,知

晓新版５元券发行相关信息,上缴假币 １７５

张,合计１４８８０元.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利用反洗钱监管机

制优势,通过排查辖区内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证

件有效性,排查６０１５２７户,其中银行客户数

量３６４０７１户,保险业客户数量２３７４５６户.识

别结果应用到客户风险等级划分、异常资金监

测,遏制洗钱犯罪及上游犯罪,维护门源辖区

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加强对辖区内金融机构

的现场监管力度,开展反洗钱纵深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现场监管工作４家,执行深挖涉黑涉恶

线索,强化专项斗争工作的监管职能.实地查

看７家银行业金融机构、８家保险机构,均设

置扫黑除恶举报箱和扫黑除恶线索登记簿,完

成扫黑除恶专项问卷调查２８４份.

◆应急管理　完善应急物资规范化管理制

度,储备各类应急物资,应对疫情、地震、火

灾等突发事件.强化应急值守工作,执行２４

小时专 人 值 班 和 领 导 带 班 制 度,加 强 春 节、

“两会”等重要时段突发事件的处置应急值守

工作,完善支行应急管理,对支行应急预案进

行修订完善和汇编整理.开展各类应急演练,

根据 «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支付结算处

关于开展２０２０年度中央银行会计核算数据集

中系统业务应急演练的通知»,支行开展 A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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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应急演练,提高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确

保 ACS系统业务的连续性和资金安全.

◆意识形态工作　开展意识形态阵地排查

工作,梳理 “阵地清单”,掌握所管 “片区”

意识形态阵地的类别和数量,明确管理部门责

任,并登记备案.根据要求上报 «中共人民银

行门源县支行党组关于开展干部职工异常情况

风险隐患 “回头看、大排查”工作自查情况的

报告»«中国人民银行门源县支行关于开展干

部职工拥有非上市公司 (企业)股份或证券清

理整改工作情况的报告»,根据中支党委 «关

于划拨党费用于支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

通知»要求,上报 «人行门源县支行党组关于

中支党委划拨新冠肺炎防疫专项党费的具体使

用情况的报告»,推进意识形态工作具体化.

◆安保工作　对保卫人员进行各项培训,

提高综合素质和能力.坚持内部防范与外部防

范并重,以发行库区安全为底线,狠抓安全措

施的落实.加强支行消防安全管理工作,增强

职工消防安全意识,提高应急处置能力.落实

日常安全守卫值班工作,执行出入库验证登记

手续、库区安全防护门刷卡等管理制度,坚持

查防并举、消除隐患、堵塞漏洞原则履行职

责,提升安全管理 “五查五看”制度执行效

果,掌握安全管理法律法规、制度文件和操作

规程,梳理更新现行安全保卫工作制度,确保

各项工作制度紧贴安全保卫工作实际,以巡查

检查发现的问题为着力点,按照安全保卫 “大

起底、大排查、大整改”自查自纠整改方案,

整改落实,提高规范化管理.

◆科技工作　开展电视会议系统的管理、

运维工作,调试并保障上级行组织的电视会议

７０余次,配合各部门准备培训、讲座、会议场

所等１５余次.按照上级行通知要求,按时间、

按步骤、按流程完成 ACS、TCBS、TIMS系

统换版升级工作.每日对机房设备运行情况进

行巡检,并登录数据中心运维管理平台做好机

房日 常 巡 检 记 录,确 保 支 行 网 络 设 备 正 常

运行.

◆节能减排　贯彻 «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

心支行办公室转发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

严把关口落实落细过紧日子要求的通知›»精

神,完善节能减排管理制度,落实节能措施,

建立节能减排工作台账,促进各项能耗设施设

备管理规范化、科学化.组织开展 “绿水青山

节能增效”为主题的节能减排宣传周活动,树

立干部职工 “过紧日子”意识.引进后勤综合

管理系统,推广节能新技术与节能产品,更新

高耗低能设备,进行重点改造,降低耗能.加

强公务车辆管理,以门源县政府与上级行公务

用车改革方案为准绳,围绕中央厉行节约反对

浪费总要求,配合完成公务用车改革工作,强

化留存公务用车日常管理,实行定点保险、保

修,加强车辆节油的使用管理,实行 “一车一

卡”加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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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编发金融信息３６期,

撰写调研报告１３期、行长调研报告５期.其

中 «支行全面出击共抗疫情切实保障各项金融

服务»«人行青海门源县支行多点发力保障企

业融资对接»被金融时报采用, «金融助力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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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生产———支行把好 “五关”全面做好防疫期

金融支持复工复产工作» «稳企业保就业门源

县助力小微企业渡过难关» «海北州门源县

“金惠工程”试点成效初显»被西宁中支门户

网站工作经验交流导航推广.成立编译小组,

加强各类热点信息监测,完成编译７篇,其中

３篇分别被总行、西安分行、青海金融信息采

用,为上级行决策提供参考.

◆综合服务　全年召开党组会议１４次,

行长办公会７次,研究４４项议题.召开月度

工作例会并编发会议纪要１２期.加强与地方

政府及金融机构的沟通联系,对辖区金融系统

通讯录重新整理,方便联系沟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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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成 地 方 政 府 部 署 交 办 的 各 项

事务.

◆教育培训　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落实

选人用人机制,细化工作措施.在干部选拔工

作中,加强组织监督、制度监督和群众监督.

年内支行党组完成２名正股级干部、２名副股

级干部提拔,跨部门交流正股级干部１名,派

遣２名科员赴海北中支纵向交流,配合上级行

完成２名新行员实习期满的考核工作、１名聘

用制员工遴选工作.分层次有重点地开展业务

知识培训,开展法律顾问 “民法典”知识讲

座,组织全行干部职工学习民法典知识,完成

远程课程与 «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精神,强化制度自信»远程培训项目,完

成全年 “法宣在线”学法用法平台各类法律考

试,提高干部队伍整体素质.

◆精神文明建设　在 “三八”、清明、 “七

一”等重要节点,开展相关主题活动,继承弘

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提升基层央行社会形

象.推进 “岗位练兵”活动,推动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有声有色,常创常新.在２０２０年全省

人行系统国库 TCBS参数设置竞赛活动中,县

支库荣获集体二等奖及个人二等奖,获得西宁

中支、海北中支评定的巾帼建功标兵、优秀扶

贫干部、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行员等奖项１５

人次.

(审稿:龙　涌　撰稿:时　慧)

农业银行门源支行

概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门源支

行内设２个职能部门,下设２个网点,三个离

行式自助服务区,在浩门镇和青石嘴镇地区共

布放 ATM 机、存取款机及自助终端 １４ 台,

POS机７２台.年末在册员工３９名.２０２０年,

落实海北分行２０２０年党建和经营工作会议安

排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坚持新发展理念,以

党建工作为统领,以服务实体经济为主业,以

服务 “六稳”为重点,实施总行治行兴行 “六

维方略”和海北发展战略,全行经营工作保持

平稳发展.

◆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至１２月底,农行

门源县支行各项存款余额９２３３１万元,较年初

增加４０７３万元,其中储蓄存款余额６７０６４万

元,较年 初 增 加 ４４８５ 万 元;对 公 存 款 余 额

２５２６７万元,较年初减少４１２万元.各项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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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额５０１５１万元,较年初增加３９９３万元,增

长７９６％.全年累放３９８７３万元,累收３５８８０

万元.中间业务收入４４１７３万元.实现拨备

前利润１８１９万元.全年未发生重大操作风险

事件、重大声誉风险事件、重大经济、刑事案

件和重大责任性事故.

◆服务三农　以 “服务三农”为宗旨,在

符合监管部门的要求和风险可控的基础上,支

持地方经济发展,加大信贷资金的投放力度.

投放 县 域 贷 款 ２７５７９ 万 元.其 中 法 人 贷 款

１１７００万元,个人贷款１５８７９万元,贷款增长

率为７７ ％.发放精准扶贫贷款６７９１万元,

带动贫困人口４７２人.年内推出支持门源县农

户生产经营发展的由政府全额贴息,贷款期限

三年的 “湖羊贷”信贷产品,解决全县湖羊养

殖户的融资困难.发放 “湖羊贷”２１３笔,金

额１０６５万元.在全县１２个乡镇１０９个行政村

建立 “金穗”惠农通服务点,布放惠农通机具

１０３台,乡 镇 覆 盖 率 １００％,行 政 村 覆 盖 率

９３６４％,为周边广大农牧民足不出户办理小

额取现、存款和转账业务提供极大方便.拓展

支农惠农拳头产品 “惠农e贷”,发放 “惠农e

贷”５６２笔共计６７８６５万元,满足一大批农牧

户生产经营资金需求,履行社会责任,强化责

任担当.

◆学习教育　秉承 “两学一做”永远在路

上的理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抓好基层党

建和党风廉政工作.加强员工业务培训,提高

员工业务素质,参加省分行和海北分行组织的

业务学 习 和 文 明 礼 仪 培 训,形 成 “赶、帮、

比、学、超”的新风气,执行各种规章制度,

增强员工的主人翁责任感、危机感和使命感.

◆疫情防控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门源

支行党总支贯彻落实总、分行党委和县委县政

府的安排部署,周密部署,精心组织,成立门

源支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开展

疫情防控工作,落实 «海北分行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实施方案»提出的２７条具体措施,

加强细节操作和人文关爱.春节假日期间,班

子成员先后到辖区两个营业网点检查督导指导

疫情工作.通过各类媒体引导客户更多地运用

线上预约、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服务渠道,

减少网点客流聚集.在行式、离行式自助设备

在网点休息期间保证正常运转,网上银行、电

话银行等服务渠道畅通.开展现金储存及业务

办理场地的消毒工作,实行现金收支两条线管

理.经过精心部署,全力应对,全行未出现感

染和疑似病例,保障员工和客户安全.

◆作风建设　加强与地方政府及监管部门

的沟通联系,完成地方政府部署交办的各项事

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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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固定资产、低值易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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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出差、学

习、培训、检查审批制度.实行业务用车派车

审批制度,严禁私自驾车、出车,严禁公车私

用、私车公养,压缩车辆费用开支,节假日期

间业务车辆全部实行封存管理.

◆内控管理　按照总行、省、州分行内控

规章制度合理设置岗位,明确岗位职责.坚持

以人为本的经营管理理念,班子成员在工作中

严于律己,从严治行,坚持原则,承担起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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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责任,落实银保监会 “四项制度”.开

展员工行为排查工作,关心爱护员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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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扶贫领域作风问题纳入全行工作

重点,助力脱贫攻坚.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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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稿:王福元　撰稿:包秀清)

农发行门源支行

概述　年底,各项贷款余额３２９４１万元,

较年初减少２１２１万元.各项存款余额８３３５万

元,较年初增长 ４９４９ 万元,增幅 １４６１６％;

日均存款余额５５５８万元,较年初增长２１７２万

元,增幅６４１５％.

◆资产业务发展　支行围绕县域资源优

势,与地方政府和企业对接,调研多样性特色

农产品,提出 “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

的联动扶贫新模式,向门源县瑞辉高原现代农

业种植养殖有限公司发放１０００万元林业资源

开发与保护贷款,实现以绿色生态环保为标

准,以带动贫困人口增收为目的,以盘活冷凉

产业为抓手的 “冷凉经济、生态保护、脱贫攻

坚共同体”的融资新模式.针对县域棚改发展

规划,制定融资方案,带领业务部门与住建、

财政等有关职能部门和项目单位沟通协调,入

库棚改项目贷款１１亿元.与相关部门合作,

召开银政座谈会及项目推进会,洽谈棚户区改

造、园区污水处理、生物园区创新孵化基地等

项目,形成 «政策性金融支持门源县重大项目

融资服务方案.

◆服务 “六稳” “六保”　开通绿色通道

保障复工复产资金,把支持粮油收储、保障供

应作为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有序复工复产期间

的主要工作之一,向门源回族自治县粮油购销

公司了解资金需求及粮食储备等相关情况,向

企业发放２０万元粮油调销贷款.以总行出台

的 “五大类４６项服务收费”及各项优惠利率

红利为契机,降低相关企业融资成本,全年减

免客户开通网银 U盾工本费４９５元,结算业务

手续费３０００余元.结合 “三区三州”等深度

贫困地区扶贫贷款仍执行定价优惠政策,给企

业让利２８万元.围绕本地特色优势产业,开

展小微企业市场调研,择优支持瑞辉、海北瑶

池、生态物流园等经营良好、管理到位、风控

落实的民营企业.引进北润担保公司,解决小

微企业担保资源不足,风险抵御能力有限的担

保难题.到年底,发放小微企业贷款１１２０万

元,贷款余额１３８０万元,完成省分行下达任

务的３４５％.

◆存款组织工作　落实资金来源渠道,引

导信贷业务部门开展特色营销,抓散、抓小,

营销农资补贴资金等各类资金.全行存款资金

渠道明显多元化,存款来源结构日趋合理.

◆合规管理　以 “两学两查促合规”活动

为契机,以 PPT 讲解、文件结合实际操作演

练、集中讨论等形式组织信贷部员工开展２８

次集中学习,参加学习人次１４０人,内容涵盖

评 级 授 信、 扶 贫 贷 款 认 定、 利 率 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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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２００６系统操作等２７个学习模块下的１４５个

制度文件,做到学习时间有保障,学习内容全

覆盖,并组织员工集中讨论剖析案例中问题产

生的根源、风险点,违规点,重点学习贷款调

查、资金支付、贷后管理等过程中出现的屡查

屡犯问题,强化客户经理合规操作意识.

◆队伍建设　推进学习型队伍建设,定期

组织党建业务知识考试、应知应会考试,以考

促学习,以学促提升.全行员工参加全国银行

业从业资格考试,参加考试的７名在岗员工,

公共基础考试通过６名,通过率８５％.选派２

名骨干员工到省分行运营管理处、信用审批处

跟班学习,形成多层次、多形式的学习形式.

支行建立责任清单制,以当前工作实际和省分

行布置重点任务为依据,制定每月任务清单,

根据工作性质,形成任务清单,明确承办人和

完成时限,限时销号,使清单制工作方法能够

约束住人、管得住事,让执行人员能执行、会

执行,形成全面、务实的工作特色.

◆疫情防控　全体党员、员工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总行、省分行党委

关于加强疫情管控的指示要求,成立疫情防控

工作领导小组和党员先锋队,抓好疫情防控工

作.采取张贴资料、悬挂标语、转发官媒信息

等多种形式,宣传疫情常识普及和防疫注意事

项,告知全体员工戴口罩、勤洗手、不信谣、

不传谣,提高员工对防疫工作重要性、严肃

性、紧迫性的认识,营造群防群控良好氛围.

根据当地政府 «关于县直机关、省州驻县单位

包联居民小区开展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通知»的

要求,召开疫情防控专题会议,建立联防联控

工作机制,细化任务分工,制定值班表,明确

责任落实.全体党员主动担当、自觉担责,靠

前驻守小区,管控小区进出入人员,对５１８户

居民进行登记排查,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宣传工作　制作信贷宣传手册２０份,

信贷政策微视频１个,向职能部门和重要客户

解读农发行支农政策措施,与８家党政企业形

成合作共识.坚持走基层、访农户,走访园区

企业１２户,走访小微企业７家,走访农户６４

次,宣传国家富农惠农政策.加强信息报送工

作,向省分行党委汇报党建、扶贫、业务发展

工作动态,扶贫简报报送８次,每日情况报送

１２４篇,为科学决策和推动工作提供依据.其

中报道的 «农发行青海门源县支行１０００万元

助力 “小香菇”盘活大产业»引起关注.支行

派驻的驻村第一书记撰写的 «无悔前行,不忘

初心»荣获总行 “我所经历的脱贫攻坚故事”

三等奖,营造支行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良好舆论

氛围.

(审稿:何广卿　撰稿:刘生国)

建行门源支行

概述　践行新金融理念,推进疫情防控和

经营管理,加压奋进、克难前行,全行各项工

作稳中有进、稳中有升.至年底,一般性存款

时点余额７１７４９６４万元,各项贷款时点余额

１２７３０４８万元.

◆疫情防控　第一时间成立疫情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开展联防联控,综合运用 “云工作

室”等线上渠道为客户提供全天候 “云端”服

务.面对疫情,以权威部门发布的疫情通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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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为准,不听谣、不信谣、不传谣.做好上下

班、出差、公务营销等活动的防护措施.购置

配发消毒药品、杀菌洗手液等防控物品,对办

公营业场所及设施设备进行消毒防护,在营业

场所安排专人对客户和员工进行体温测量和消

毒.加强自助设备安全巡查及消毒防疫工作,

对所有自助设备每天巡查消毒,与押运公司、

保安公司沟通联系,按照 «青海省分行安全保

卫部新冠肺炎防控工作应急响应及恢复预案»,

对保安及押运人员每天进行体温测量,按时向

上级部门报送 «外包公司疫情防控期间人员排

查登记表»,确保营业期间保安按时到岗履职.

按照海北分行安全保卫部门的规定,密切关注

员工动态,出省人员报备并签署 «疫情期间安

全事项承诺书»,保证疫情期间各项工作安全

稳定运行,实现全行 “零疫情”、员工和客户

“零感染”.

◆地方实体经济复工复产　在抓好疫情防

控的同时,聚焦 “六稳” “六保”,执行总、分

支行和省、州、县政府系列政策,做好金融精

准服务.疫情期间向社区工作人员和环卫人员

投放 “战疫爱心保”２００份,申请 “云义贷”

专属信贷产品白名单１０户,授信金额１１００万

元.结合 “百行进万企”,组织客户经理团队

走访企业,逐一对接,了解企业需求,宣传支

持企业复工复产政策,加大对小微企业的信贷

支持力度,为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满足小微企

业融资需求,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

题,发放的 “云义贷”和 “战疫爱心保”等产

品,提高门源地区的品牌形象.

◆党建引领业务　疫情初期建行支部第一

时间向联点帮扶村仙米乡龙浪村送去了消毒

液、口罩、酒精、方便面、饮料等疫情防控必

需品,解决疫情防控前线人员物资紧缺的问

题.到联点村走访慰问４次,参加龙浪村党员

大会一次,为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奠定基础.

◆普惠金融发展战略　加大 “裕农通”服

务网点拓展力度,在１０９个行政村布放缴费点

９３户,其 中 转 化 为 裕 农 通 ７９ 户,布 放 率

７３％,其中通过人行审批５６户.裕农通激活

率１００％.发挥手机银行、网上银行和微信银

行的扶贫脱贫作用,贫困地区新兴电子支付在

建档立卡户的普及率得到提升.应用行内 “善

融商务”电商扶贫渠道,将青海生态源物流服

务有限公司推送至 “善融商务”平台,客户通

过网上销售,打通产品销售渠道,解决增收难

题.对小微企业实行白名单制管理,为９家小

微企业授信,实现支持复工复产信贷净投放

７１５００万元.布放商户２５户,推进央行移动

支付示范工程,提高当地移动支付市场份额.

以 “惠懂你”App、小微快贷为依托,加大营

销力度,多维度营销手段拓展普惠金融客户.

加强政策预判,跟进地方产业政策导向,抢抓

重大项目商机,丰富优质客户.全县下载惠懂

你 App２００余户,绑定企业账户２０余户.发放

小微快贷７笔,金额５５１１２万元,其中云义

贷２笔,金额３１５万元.

◆风险防控　推进合规管理理念,加大对

员工违纪违规、经商办企业等异常行为的排查

力度,发现隐患,处置风险苗头.加强员工合

规警示教育,绷紧合规之弦.推进客户信息补

录工作,对公、对私客户身份信息完整率达

标.开展反洗钱业务宣传工作,提升员工反洗

钱意识,提高群众的反洗钱意识,维护经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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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和社会稳定.

◆安全管理　按照 “谁主管、谁负责”的

原则,坚持安全保卫工作与业务工作同部署.

从日常安全教育入手,组织员工学习 «安全保

卫网点基础篇» «中国建设银行安全管理标准

———安全隐患分级分类标准JAB８００－２０１９»

等安全常识,提高职工的安全意识和合规操作

意识.通过消防演练、防电信诈骗、防抢劫等

演练,增强员工对于突发事件的警觉性和防范

意识,提高员工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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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稿:王明耀　撰稿:权英芎)

青海银行门源支行

概述　青海银行海北州分行门源县支行内

设会计核算部、市场营销部、综合管理部３个

职能部门.有员工１８人,其中科室人员７人、

前台人员８人,党员４人.大学文化程度１４

人,占正式员工总数的１００％.至年底,支行

各项存款余额２４９８５万元,其中对公存款余额

３８３３万元,储蓄存款余额２１１５２万元.分行各

项贷 款 余 额 ３２９１４７５ 万 元,年 内 发 放 贷 款

３５１２８９万元,收回２７９７１４８万元.其中公司

类贷款余额１３４６３２４万元,零售类贷款余额

１９４５１５１万元,消费性贷款余额１１３９９３１万

元,较年初增加３８４０万元,完成全年目标任

务的２５５９７％;小微贷款 (两增两控)余额

６９８４６万元,较年初增加２１８４６５万元,完成

全年目标任务的１４６％.FS农贷余额７３８２６７

万元,较年初增加３８９７４６万元.信用卡新增

１５５张,办理企业网银２３户,个人网银１户,

手机银行客户端５７４户,直销银行９户,ETC

账户１７６户,聚合支付２４２户.

◆助力扶贫　落实驻村扶贫工作责任,制

定联点村扶贫工作计划,到扶贫联点村开展帮

扶工作５次,带去生活物资折价８１７２元,与村

“两委”班子召开座谈会,共同谋划发展措施,

践行社会责任,树立青海银行及党员形象.

◆存款业务　把握源头信息,沟通营销,

紧抓存款落实,存款业务发展从年初至年末呈

现正增长的态势.细化员工任务目标,培育全

员营销意识,保证上下通畅,左右协调,形成

立体营销网络.每周由客户经理、柜员、中后

台人员组成外拓营销小组,开展 “红绶带”业

务宣传工作,将支行的优惠政策、业务产品带

到辖内的各企业、机构、商圈以及千家万户

等,开展业务推介、现场办公.在细分客户、

掌握有关信息、维护和挖掘存量客户的同时拓

展新增客户.通过网点转型契机,使用智能机

具,机具替代率６０％.发挥大堂经理的客户识

别、分流、引导作用,高效为客户提供个性化

服务,缩短业务办理时间,以服务水平提升推

动储蓄存款的增长.推进自助网点建设工作,

填补县城服务的空白点,为拓展支行储蓄存款

提供保障.加强银政合作,拓展机构类专项资

金账户,开展对中小企业市场的开拓,增加中

小企业客户量,提升中小企业存量占比.

◆信贷业务　参加政、银、企座谈会,拓

展信贷市场,发展优质信贷客户,重点以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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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为发展目标,通

过与当地政府部门的沟通,掌握重点支持的企

业项目,结合总行推出的 “复工贷”业务,投

放复工贷 １６笔,金额 ４４６０万元.在疫情期

间,助力企业复工复产,申请调整企业分期还

款业务、续贷业务,解决企业疫情期间的融资

需求.优化整合客户经理资源,拓展门源县按

揭贷款业务,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开拓、挖掘

票据业务市场,抓市场、抓客户、抓票源,开

办票据贴现业务.落实普惠金融业务,以实现

城乡金融服务均等化为目标,将货币政策工具

与信贷支持政策相结合,建立多样化、广覆

盖、可持续的普惠金融体系,在开展 “双基联

动”合作贷款工作的同时,通过 FS农贷业务

的推广,优化信贷资源配备.加强风险监测,

落实贷后尽职管理,强化贷款动态跟踪检查,

排除风险隐患.客户经理定期到企业分析物资

流,现金流变化,监督企业销售款项,掌握企

业发展态势,开展贷款运行情况和评价,确保

支行信贷资金安全.

◆内部控制　全行员工学习各业务条线知

识,培养按章办事、合规操作的风险意识和合

规意识,提升员工业务素质.开展专项排查,

加强员工行为管控,定期开展员工家访、面

谈、查阅,实现人员全覆盖的基础上,突出重

点岗位和重点人员排查,严防道德风险.开展

案防评估,围绕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专项治

理,结合自身业务特点和风险状况,按季开展

信贷、票据、柜台会计结算等案件风险排查,

报送排查报告及整改台账.对总行、监管部门

检查出的问题,各部门立行整改,确保整改工

作不留死角和盲区.定期不定期开展安全检

查,重点做好节日及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

动,发现问题立即整改,消除隐患.检查维护

消防防卫器材,对存在的问题督促整改,堵塞

管理和操作中的漏洞,增强安全系数,杜绝案

件的发生.定期开展安全演练及培训,树立员

工防患于未然意识.开展反洗钱客户身份识

别、风险等级划分、业务数据补录等工作.加

强对大额和可疑资金交易重要线索的搜集、监

测、分析,对资金交易的频率和流向异常的账

户,上报可疑交易和大额交易报告.推动金融

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开展２０余次消保宣传活动,并开展存款保险

启用宣传工作,取得成效.

(审稿:龙　周　撰稿:刘海峰 )

门源农村商业银行

概述　至１２月底,资产总额３１３６亿元,

负债总额２９０８亿元;各项存款２１９７亿元,

各项贷 款 ２０４０ 亿 元;各 类 用 工 人 数 达 １８２

人,其中正式员工１２３名,高管５名、中层２０

名;本科学历８５名、大专学历３２名;平均年

龄３５岁,党员４２名,后备干部３０名.内设组

织架构为８部３室２中心１１网点.全行有文明

规范服务五星级网点２个,四星级网点９个,

服务窗口７６个,VIP客户贵宾室５个,金融

服务覆盖县域四镇八乡,满足全县各族人民群

众的金融服务需求.各项存款余额２１９４４９７４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１２０７０３６万元,增幅

为５８３％,完成全年任务的２０１１７％.其中

储 蓄 存 款 １３０９８７２３ 万 元,占 各 项 存 款 的

５９７７％,较去年同期增加８１００４９万元,增

幅６６％;对公存款８８１６２５２万元,较去年同

期增加３９６９８８万元,增幅４７２％.各项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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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全县存款份额的４４８１％,市场份额稳居全

县首位.

◆年度经营工作　优化资产结构,信贷资

产结构中,各项贷款余额２０４０４５５６万元,较

去年同期增加１７８９９６万元,增幅达９６２％,

完成全年任务的３９７７７％.其中涉农贷款余额

１７４３９８２６万元,占贷款总额的８５４７％,较

去年同期增加３２１４４２９万元,增幅 ２２６％.

评定信用乡镇１２个,评定信用村１０４个,覆

盖面 ９５４２％.评 定 信 用 户 ２７０８０ 户,授 信

１２３９８６万 元,用 信 ９９７０２９４ 万 元,用 信 率

８０４１％,评定覆盖面８３２５％,信用县创评等

待州级验收.助力社保业务,根据省联社总体

工作安排,开展第三代社保业务换发工作,发

放社保卡１０６８２５张,其中批量发卡９３８８５张,

完成总体发放任务的９５９８％,激活率１００％.

即时制卡 １２９４０ 张,完成医保缴费 ８６３０８ 人

２７１０万元,其中税银平台缴费１３７０３人,金额

４３１９５万元.完成 “两增两控”,扩大口径小

微企业贷款余额１６６５６５３７万元,较年初增加

３１４１２９万元,增幅２３２４％,较各项贷款年

初增速高１３６２个百分点.小微企业存量贷款

户数２５８０１户,小微企业贷款综合成本费用率

６９％,较去年同期减少０３５个百分点.普惠

型个体工商户贷款９８７１３６万元,较年初增加

６８６３３２万元,增幅２３５２０％.

e支付业务突破５００万元大关,通过完善

激励机制和加大考核力度等措施,调动员工积

极性,以满足客户金融需求为导向,拓宽服务

领域,推进聚合支付产品营销,存款增长第三

极的作用得到发挥.聚合支付日均交易从年初

的３６００笔３００万元增长至４８００笔５００万元,

开通６５０９户,沉淀资金１５０００万元.

◆存款业务　秉承 “全员营销、全时营

销、全面营销”理念,运用 OKR 工作法,围

绕 “建圈打牌”重点工作,加大营销力度,提

升营销工作质效.疫情期间 “一手抓防疫、一

手抓业务”,加大线上宣传力度及线上产品的

推广力度,满足客户的基本业务需求,电子银

行产品使用率得到提升,电子银行替代率由年

初的７３％提升到８０％.完善营销机制,在原

有营销模式基础上,成立融合营销团队,开展

有针对性的营销活动.年内开展４次主题营销

活动,３次专项营销活动,奖优罚劣,促进员

工营销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总行指导各网点根

据自身特点开展形式多样、种类丰富的特色营

销活动,吸引广大客户前来参与,让客户主动

选择.年内先后开展 “存款抓鸡蛋” “定期抽

红包” “存款扎气球”等活动,营销定期存款

４０００万元.

◆信贷业务　专注主业,合理配置信贷资

源,加大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投放力度,优化

信贷结构,壮大信贷规模.筹措资金,完成春

耕贷款投放目标.针对存贷比过高、资金不足

的困难,申请扶贫再贷款,与国家开发银行、

农业发展银行合作争取转贷款等方式储备春耕

贷款资金.支持春耕备耕贷款１１０１５笔５９６

万元,实现疫情期间金融服务 “不断档”,支

农支小 “不下线”.根据省委、省政府、监管

部门及省联社党委相关文件要求,以执行优惠

利率、简化信贷流程等方式,支持小微企业开

工复工.为门源县生产资料公司、花川农家旅

游专业 合 作 社 等 ２３ 家 小 微 企 业,发 放 贷 款

５７６５万元,办理展期的企业８户６０８５３万元,

调整还息方式３１户４０笔３８１万元,推助县域

小微企业复工复产.疫情期间,推出不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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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接触的公众号线上预约和 “信易贷”线上服

务,发挥 “青源e贷”线上平台作用完成３９

亿元线上贷款投放.缩短贷款流程,最快２分

钟放款,得到客户 “秒贷”的美称.围绕客户

迭代工作,拓展新生代农牧户及年轻客户群

体,以 “学e贷”等产品为媒介,提前培养年

轻客户群体.发放 “学e贷”２６户,金额５２

万元.

◆普惠业务　围绕 “扶贫、信用、绿色、

网络”四大普惠,加快信用创评工作步伐,与

多部门联合完成门源县信用乡 (镇)及信用村

授牌工作,与县第三初级中学合作开展 “银校

结对诚信文化进校园”宣传及捐赠活动,多

渠道、高标准、全方位助力县域信用体系建

设.落实 “四摘四不摘”,助力脱贫攻坚战,

动态调整的 “三有一无”人员名单,做到 “应

贷 尽 贷”,满 足 贫 困 户 的 资 金 需 求, 发 放

“５３０”扶贫小额贷款８７６９户,累放额２６１亿

元,余 额 ４８７８７８ 万 元 １１４９ 户,不 良 贷 款

３８７９万元１４户.发放产业扶贫贷款１５６９０万

元,带动贫困户２３８５户８９８８人,余额２９６０万

元,１３户.落实国家绿色信贷政策和监管部门

相关工作要求,强化信贷管理机制,加大对节

能减排、低碳环保以及传统产业绿色改造领域

的金融支持,促进实体经济的绿色发展,绿色

信贷余额３７６８６８５万元.提升电子银行产品

使用率,提高 “科技惠农”服务水平,企业网

银开户２６４户,本年新增９５户,交易２２０６９

笔,同比增长９４９％,交易金额７３３９８万元,

同比增长４０１％.手机银行开户４１１７０户,本

年新增２１９０２户,交易笔数２０２８１４笔,同比

增长５１８％,交易金额２９２５８３万元,同比增

长４７８％.新布放智能 POS机１４４台,聚合

支付布放６５０９户,新增１４２８户,交易１７３万

笔,交易金额１２８５１２亿元.

◆拓宽业务　借助与县农牧局、就业局、

社保局等１０家单位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有利

契机,推动肉牛养殖、拉面经济等合作项目建

设,支农支小服务县域经济发展,推动各类账

户及代发业务的落地与产品营销工作.推出

“金牛贷”产品,以 “农信效率”加快项目落

地实施,完成信贷投放任务,展示 “农信担

当”和助力县域经济发展的决心.发放 “金牛

贷”２１５０笔１０６７７万元,其中２０２０年度 “金

牛贷”项目贷款发放１２３５笔６１７５万元,余额

为６１７５万元.结合青石嘴及阴田地区 “拉面

经济”活跃的发展现状,对接县就业局,创新

“拉面贷”产品,帮助在外地经营餐饮行业的

群众解决资金问题,为 “稳就业”工作添砖加

瓦.发放 “拉面贷”４７３户,金额３３６７万元,

其中与就业局合作发放 “拉面贷”２８２笔,金

额１４１０万元.落实省联社与省农业农村厅关

于村集体 “三资”管理工作座谈会会议精神

及工作部署,与县农牧局、财政局等部门合

作、狠抓落实,推进县域村级财务记账业务

代理及移交工作,确保记账业务代理工作有

序推进.

◆财务管理　按照 “有保有压”的原则,

对业务管理费和费用率实行双线控制,压缩非

人力、运转外的其他公用费用,扩大盈利空

间.利率定价管理委员会提供的基础数据确定

浮动幅度,对信贷产品利率进行科学测算和重

新定价,提高贷款定价谈判能力、谈判水平及

贷款收益率.反洗钱管理工作通过加强组织领

导,签订目标责任书,细化工作职责取得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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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得到人民银行和省联社的肯定.

◆风险管控　信用、流动性、市场、操作

及声誉风险得到管控,拨备覆盖率、资本充足

率、流动性等主要监管指标持续向好,风险管

理水平得到提升.建立流动性监测、预警机

制,通过流动性日报、周报及１１０４报表按日、

按周、按月关注流动性比例变化情况,按季度

开展流动性压力测试,对流动性变化异常及时

预警.根 据 省 联 社 工 作 安 排,推 进 “长 剑

２０２０”专项活动,与业务工作同安排、同部

署、同落实,与其他专项活动结合,确保 “长

剑２０２０”案防专项活动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取

得实效.加大对重点领域、重大事项和重要岗

位综合性、持续性的审计,督促整改.全年检

查发现各类问题４２７条,制发问题移交书１３

份、审计现场事实确认书１３５份、审计整改意

见书１３５份,处罚３３１人次,金额３８２４０元.

开展 “安防意识提升年”活动,通过制订活动

实施方案,加大检查力度,开展演练及安全排

查,做到防患于未然.按照安全管理 “制度

化、规范化、标准化”原则,对现行规章制度

和流程进行梳理评价,查漏补缺,梳理安全保

卫方面制度１２项;年内开展安全检查５次,

查出隐患及问题６９条,整改３０条;开展防抢

劫、防火灾、防自然灾害应急演练３３次,提

升全员的安防意识,确保全年无安全事故.

◆疫情防控　根据省联社疫情防控领导小

组工作要求,成立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制

订工作方案,多次召开全行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视频会议,提高全员疫情防控思想认识,把疫

情防控作为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通过强化

２４小时值班制度、建立工作台账等方式监控外

出人员、每日上报员工健康状况,掌握相关信

息.联系省联社、县疫情防控处置工作指挥部

等,采购和申请口罩、消毒液等防护用品,在

遵循柜面人员优先的前提下,给员工配发防护

用品,执行一日三消毒、个人戴口罩等要求,

每日指定专人负责消毒检查.加大正能量宣传

工作力度,使广大客户了解疫情防护措施,在

公众号连续发表 «防控共担当携手同健康»等

文章,引导全行职工和广大客户树立战胜疫情

的信心,以正确心态应对疫情.指导疫情防控

工作,关心一线工作人员和自行隔离职工的生

活情况和身心健康,分批分次开展疫情防控知

识宣传和慰问工作,为青石嘴镇黑石头村、青

石嘴交警支队送去口罩、消毒液等防护用品和

方便面、火腿肠等生活用品.

(审稿:桑永芳　撰稿:马德元 )

邮政储蓄银行门源支行

概述 　 全 年 开 户 ６２ 户,公 司 时 点 余 额

１９７２８２万元,日均２８６６５３万元,年内新增

时点 ７４１万元,较上年增加 ７４１％,开放

式缴费平台１户,服务客户群体１３００户.营

销公司存款２０００万,推进门源县域内供热公

司开放缴费平台工作,调整公司存款结构.网

点公司业务营销一名、公司柜员一名.

◆个人金融　年底储蓄存款６４２３万元,

本年新增４２５万元,较年初新增４２７７％.收

单商户存量２２户,均系本年新增户.采取有

针对性的营销方式和手段,发掘客户痛点,挖

掘低效客户及临界客户.邀约大客户每月前往

网点领取礼品,增加营销契机,增加老客户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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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点的互动及黏性.针对低效客户及临界客

户,采取区间性营销方法,对余额５０００元以

上客户,开展营销活动,即达到１万元可获得

积分并领取对应积分礼品,取得一定效果.通

过客户引荐客户增加网点获得渠道,获得对应

积分奖励,领取对应礼品.完成门源购物广场

商圈建设工作,从营业资金归集到商户的收款

均由支行邮惠付完成.对支付下游资金进行营

销,所有商场支付个体工商户结算款项均需持

有支行储蓄账户,从而实现由单一贷款发放到

综合金融服务的转变.发展收单业务,将支行

贷款与收单业务相结合,采取措施推进收单业

务发展,通过收单业务对商户类贷款客户进行

风险监测,提升收单商户使用率,通过收单业

务监测客户经营状况,客户每日流水与调查时

描述相符,提升资金归行率.信用卡活动主要

为加油满减及超市减免,对信用卡激活起到一

定促进作用.代理客户总数１１０００户,８０％为

低效客户.金卡及以上客户１００户.支行与当

地代理机构共同发展信用卡,发挥邮银协同机

制,利用邮政网点代理覆盖面较广优势,介绍

当地贷款需求客户,形成合力,扩大零售业务

覆盖面.

◆零售信贷　小微易贷业务开展后,通过

与市场监管部门沟通,取得企业客户名单,实

现精准营销.通过 “２＋１０”营销模式,税务

模式储备客户４户.结合老带新开展营销客

户,通过小微易贷客户储备新客一户.在消费

贷款中支行客户经理发挥老客户带动新客户优

势,使消费信贷产品在客户中得到宣传,增加

非房消费贷款客户.年底完成州支行下达非房

消费任务的２３２６８％.遵照三农事业部要求,

采取措施提升贷款客户服务感受,减少线下端

受理信贷业务.所有保证类及农贷通、政贷通

贷款均由移动展业受理发放.结合三农金融事

业部印发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方案要求推进村

村贷.完成村村贷建设一个,完成信用户评定

３６户,放款６８万,上报５０万.疫情期间,降

低贷款融资费用实施优惠贷款利率,对疫情防

控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给予优惠贷款利

率.通过信用贷款、中长期贷款、续贷业务

等,为小微企业降低融资成本.

◆网点转型　根据省分行网点转型要求及

“五化”基本理念,核减网点柜台.配备超级

柜员机,客户经理推进各类线上业务,实现网

点的轻型化、智能化.使网点有更充足人员实

现外拓营销.以科技赋能提升网点专业化服务

能力,提升网点价值,提升线上线下一体化的

全渠道服务能力.加快推进网点向维护客户关

系、提供财富管理、满足客户综合金融需求的

“营销服务中心”和 “客户体验中心”转型.

针对网点转型中存在的问题,对员工进行网点

转型培训,适应县域金融机构中的特色化服

务.结合自身情况,对网点各项指标进行分

解,由原来单一的按月转变至按周,每周进行

营销情况通报,工作人员对每日任务及计划做

到心中有数.二级支行信贷落地后,各项贷款

余额８１６２６万元,其中二手房贷款４笔,金

额９２万元;个人信用消费贷款２０７笔,金额

１８２１７０ 万 元; 一 手 房 贷 款 ３３ 笔, 金 额

２２７５８０万元;一手商业用房２笔,金额６３万

元;极速贷１６４笔,金额１５５９１０万元;农贷

通３３笔,金额１０１５万元;商贷通３笔,金额

５５０万元;政贷通５５笔,金额７８６万元;各项

贷款余额９０４４万元,移交不良贷款６３３万元.

在小微易贷发展过程中,与当地工商部门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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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介绍小微易贷的便捷性及灵活性,使支行

能够精准营销,实现海北辖内大型购物广场的

综合营销,提升资金归行率.在贷后管理中,

实地走访及调查,确保贷款资金用途真实有

效.对符合受托支付贷款产品,遵照要求进行

受托支付,进行跟踪调查.

◆反洗钱　建立以支行长为主要领导的反

洗钱工作领导小组,完善反洗钱内控制度,开

展反洗钱客户身份识别.在单位开立结算账户

时,严格把关,审查五证 [营业执照、法人身

份证,企业代码证、国 (地)税税务许可证、

开户许可证]及经办人身份证的真实性、完整

性、合法性,详细询问了解客户有关情况,根

据其经营范围开立相对应的科目账户.为单位

客户办理存款、结算等业务,均按中国人民银

行有关规定要求提供有效证明文件和资料,进

行核查登记.对于开立个人代码信息,按实名

制的有关规定审查资料,对客户出示本人 (或

连同代办人)的有效身份证件进行核对,对于

未能依法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个人账户一概不

予办理.客户的身份信息变更时,重新识别客

户信息.客户提取现金时,执行逐级审批的制

度,对明显套现的账户不给予现金支付.对每

笔超过５万元 (含)的现金收付业务进行查询

和实时监控,单位提现金额１００万元以上的单

笔转账交易、单位结算账户与个人结算账户之

间单笔２０万元以上的大额转账交易,都换人

复核支付手续的完备性.为不在本机构开立账

户的客户提供现金汇款,现钞兑换、票据兑付

等金融服务且交易金额单笔人民币１万元以上

上的,都进行客户身份识别,并留存有效身份

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的复印件.在为客

户办理人民币单笔５万元以上现金存取业务

的,核对客户有效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

文件.对客户身份贷料,自业务关系结束后至

少保存５年.至年底,存量客户１４６７０户,本

年新增客户 １６１７户,本年销户数为 ５４１户,

年内初次识别客户数 (含一次性业务)１０１２０

户,重新或持续识别客户数９８６７户,中止服

务客户数５４１户.从年初至今客户风险等级调

整,由低风险调整至高风险客户４户,均为日

常存取交易笔数较为频繁的商户.年末机构客

户６２户,其中年内新增１９户,重新或持续识

别客户数４７户,中止服务客户数１户.对机

构类客户由高风险调整至低风险客户２户,均

为政府类机构单位.

◆金融安全　加强对业务制度、 “十条禁

令”等规章制度的学习,提升全员合规意识、

红线意识及岗位履职能力.加大违规问责,在

州支行积分处罚的基础上,对相关人员再次问

责,对屡查屡犯的问题给予双倍经济处罚.定

期开展员工行为排查,对异常员工进行家访.

通过人员访谈形式,对员工是否违规帮助客

户、是否参与民间借贷、是否经商办企业、是

否与客户非正常资金往来、是否违规套现等行

为进行地毯式排查,排查覆盖面１００％.落实

海北银保监分局及省分行关于开展案件警示教

育活动的工作要求,成立案件警示教育活动领

导小组,履行职责.按照州支行要求,加大培

训力度,每月组织全行员工进行学习,通过对

规章制度的学习和业务案例的分析,使全行员

工能够熟悉各类业务的风险点及防范措施,提

升员工案防意识.

(审稿:李　炜　撰稿:金　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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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源大通村镇银行

概述　至年底,资产总额２５３２２３１万元,

较年初增加５３０７７５万元.负债总额２２１５５２３

万元,较年初增加４０６５２４万元.各项存款余

额１７６７８５９万元,较年初增加４８４９４９万元.

各项 贷 款 余 额 １９６９２９６ 万 元,较 年 初 增 加

８６６６７７万元.全年利润总额２４５６万元,拨

备前利润８８２８万元,总收入１３４１７８万元,

总支出１３１６７１万元.

◆客户业务　客户保有量６１８６户.其中

个人客 户 保 有 量 ６０７２ 户,比 年 初 增 加 １８１０

户.对公账户保有量１１４户,比年初增加３９

户,银行卡发卡量６５８张.年末拨备覆盖率

１７２％,资本充足率２３７３％,核心资本充足

率２３４２％,存贷款比例１１１３９％、流动性比

例为 ４８１６％.不 良 贷 款 ４１ 万 元,不 良 率

００２％.募集股本金４８００万元,股权确认率

和股权托管率均为１００％.借记卡 “锦源卡”

首次发卡,客户规模不断扩大.全年无案件、

无安全事故.

◆存款营销　针对疫情,转变营销思路,

确保疫情防控、营销工作双胜利.组织开展四

次旺季营销活动,其中一季度开展双进双入活

动,二季度开展油菜花旅游节营销活动,三季

度开展对学生家长和各小区的针对性营销活

动,四季度开展员工包干入村营销活动.通过

开展营销,代发两户财政拨付工资,打破行政

事业单位代发工资账户零局面.修订绩效考核

办法,调动员工的营销积极性,员工的存款增

长较多较快.

◆信贷业务　以合规为先开展信贷授信业

务,坚持稳中求进,坚守 “支农支小支微”的

市场定 位 不 跑 偏,发 放 贷 款 １３０５ 笔,金 额

１６６５５２０万元,较去年新增８６６６７７万元.坚

持将９０％以上的贷款投向农牧业.支持小微企

业和广大客户复工复产,新推出惠农贷产品,

为干实业的客户解决资金困难,成为信贷拳头

产品.开展住房按揭贷款,扩大业务.

◆内控管理　加强培训学习,强化员工教

育,提高员工执行力.合规操作,反洗钱、案

件防控、业务连续性、员工行为排查等工作质

量得到提升.内部审计工作方式方法得到改

进,提升工作精细化水平.消费者权益保护工

作和安全保卫工作规范开展,岗位人员综合素

质得到提高,信息科技风险管理得到加强.

(审稿:罗　森　撰稿:马宝明)

财产保险

概述　秉承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的使

命,履行国有保险企业社会责任.辖区内设有

三农营销服务部站７个,社会医疗保险服务中

心１个,服务网络覆盖县内大部分乡镇.在青

石嘴镇和东川镇分别建立车管所便民服务站,

发挥 “警保联动”机制,同门源县交警队在东

川镇尕牧龙下村建立 “劝导站”１处.公司现

有从业人员８５人,其中在编人员３０人,劳务

派遣用工５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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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以乡镇为单位的协保队伍１２３

９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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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服务领域涵盖机动车辆保险、财产保险、

工程保险、货运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

意外伤害保险、健康保险、农业保险等险种.

２０２０年实现全险种保费收入６６９２６２万元,同

比增长３４６２％;赔付支出３２８９１３万元,同

比增长１５８１％;代收代缴车船税８７万元.

◆精准扶贫　为各乡镇精准扶贫项目购进

的奶牛提供保险,承保精准扶贫项目奶牛７９１４

头,承担风险７９１４万元,使精准扶贫工作的

长效机制得到巩固.对浩门镇疙瘩村５４户１９１

人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一对一结对帮扶,给予

物资支持.

◆三农保险　承保农田２万公顷,温室大

棚５９１栋、露天蔬菜１２５１３公顷、中草药２００

公顷,林木种苗７８０７公顷、公益林１２３９万

公顷,奶牛 ８２１２ 头,藏系羊、牦牛 ２９ 万头

(只).承担各类农业风险３２４亿元,受益农

户１８万户次.

◆农房保险　独家中标承保全县农房保

险,参保１９１４９户,参保率５９８％,其中全县

“四类人员”的参保率１００％,为当地农、牧户

承担５３亿元的风险.全年处理案件１４３笔,

支付赔款２２５万元.

◆基本医疗保险　全年基本医疗中心报账

１５５４６６人次,医疗总费用２２３９６５９万元,统

筹支出９８９０９万元.其中核查外伤费用６５７

笔,医 疗 总 费 用 ９９８６６ 万 元, 统 筹 支 出

４３６４８万元,核查拒付不合规外伤费用４１笔.

审核医疗机构上传费用１１６４万人次.

◆大病医疗保险　大病医疗保险报付２４５４

人次,报付金额１３３４５８万元.

◆医疗救助　医疗救助一单式费用报销

４３７人次,支付救助金额１７５７８万元.贫困人

员兜底补报４７人次,支付１８２万元.二次费

用补报２３２人次,支付金额１２２５８万元,临

时救 助 低 收 入 报 销 １６０２ 人 次, 支 付 金 额

７０２５９万元.

◆合规管理　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加

强内控合规管理,不定期举办合规培训,提升

销售人员合规意识,建立依法合规经营长效机

制,严守公司合规经营的生命线,促进公司业

务依法合规健康发展.

(审稿:陈　刚　撰稿:陈佳英)

人寿保险

概述　面对疫情和复工复产,履行央企使

命和责任,承担社会责任,落实小区联防联控

责任,推广小额人身普惠保险,为复工复产保

驾护航.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应对新形

势,推进科技国寿和线上服务,保持业务的平

稳发展,提升客户服务效率和品质.坚持依法

合规经营,强化内部管理和风险管控,促进全

县金融稳定和健康发展.

◆健康保险　实现首年新单保费４４６万

元,总保费规模 ３７７４万元.推广重大疾病、

大病百万医疗和小病补充医疗保险.重大疾病

保障型业务占比２０％,大病医疗保费３１万,

小病补充医疗保费２６万,占个人业务的比重

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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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至６７％.以 “客户服务为中心”,通过科

技国寿推进客户售前、售中、售后全流程服务

和客户线上自助服务,实现原有临柜业务的全

流程线上自助办理.推进线上理赔,理赔平均

时效提升至１５天.注重各类赔给付业务支出

及办理,助力地方稳定和发展.全年各类理

赔、给付支出４１６万元,为门源县经济社会的

发展发挥应有的保障作用.

◆普惠保险扶贫　公司按照监管部门和上

级的要求,发展健康保险,推广医疗保险,向

全体员工和保险销售服务人员宣导保险扶贫政

策,前往各个单位、社区、各乡镇和村,开展

普惠保险宣传与办理业务,缓解 “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现象.为全县１００多位第一书记和

驻村干部提供人均１００多万元的保险保障.推

进金融扶贫,为４万农户提供小额信贷保险,

为发生意外的农户通过保险赔付偿还贷款６０

万元.承保全县１００００名学生的意外和医疗保

险,为因意外伤残和医疗发生风险的学生,赔

付６３万元的保险金.推进百元普惠保险,把

保险保障送到千家万户,做到 “愿保尽保”.

公司普惠简易保险业务１１万,为１１００多人提

供最基本的保险保障和服务.

◆防范经营风险　根据监管部门和上级公

司要求,抓好各项监管规定和管理制度的贯彻

落实,在依法合规经营的前提下开展日常工

作.从基本的客户接待服务做起,将退保、投

诉、服务矛盾化解在初期,在维护公司和伙伴

利益的同时,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坚守系统

性风险的底线.加强员工和销售人员规章制度

的学习、宣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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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监管检查力度.以总公司制度规定为管理依据

和执行标准,组织人员开展多项各类风险排查

工作,风控水平提到提升.加强与政府及监管

部门的沟通联系,对待各级、各单位对公司各

项工作的意见建议.全年反洗钱考评评级良

好,海北州监管部门在考核公司工作中,未发

现重大问题.

(审稿:尚国子　撰稿:田惠芳)

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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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事业

教 育

概述　全县有各级各类学校１１６所,其中

幼儿园９６所,小学１３所,普通中学５所 (初

级中学３所,高级中学２所),特殊教育学校１

所,中等 职 业 技 术 学 校 １ 所.在 校 生 ３０４４７

人,教职工３３４５人.

◆均衡发展教育　实施第二期学前教育

“三年行动”计划,提升保育教育质量,学前

三年毛入园率９３２６％,完成 “学前三年毛入

园率９０％”的任务目标.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作为保障教育快速发展的 “第一工程”,全县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办学条件 “八项”指标、全

县中小学平均值达国家评估标准,义务教育巩

固率 ９７１４％,完 成 “九 年 义 务 教 育 巩 固 率

９６５％”的任务目标.重视高中学生综合素质

培养,推进新高考改革,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高中毛入学率９４６７％,完成 “高中阶段毛入

学率达９３％”的任务目标.深化中职教育联合

办学模式,形成以就业为导向的专业体系,向

职业学校输送学生８７６人,完成 “本区域初中

毕业生向职业学校输送学生８６８人”的任务目

标.构建以 “随班就读为主体,特殊教育学校

为骨干,送教服务为补充”的育人格局,培养

孩子们融入社会、适应社会的能力,义务教育

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９６２５％,完成 “义务教

育残 疾 儿 童 少 年 毛 入 学 率 达 ９５％”的 任 务

目标.

◆德育教育　利用清明节、儿童节、中秋

节、国庆节等重大时间节点,开展以 “红领巾

心向党” “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等为主

题各类活动,推进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

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

感恩励志教育.在各中小学播出 «中小学德育

学堂»视频节目,覆盖学生２２万余人,以喜

闻乐见的方式让孩子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情的

熏陶、理的启迪、行的引导.创新 “法治教

育＋”模式,推动法治教育与校园文化、新媒

体、特色活动相结合,提高法治教育的质量和

实效.与公、检、法、司等相关部门沟通,走

进学校,开展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校园

欺凌、禁毒等为主题的法治专题讲座７０余次,

引导学生遵纪守法、珍爱生命、远离暴力.以

“一治两创”为引领,启动 “小手拉大手,共

创文明城”活动,推出 “十小十大” “厉行勤

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等主题活动,印发

“家校共育公约”“致家长的一封信”等３万余

份,召开主题班会３０００余次,少 (团)队活

动１００余次,倡导家庭、社会参与其中,营造

全社会践行文明风尚的良好氛围,形成浓厚书

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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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校园氛围.制定 «门源县中小学、幼儿园建

设 “书香校园”实施师生 “大阅读”工程三年

行动计划»,结合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

发展中 心 中 小 学 生 阅 读 指 导 目 录 (２０２０ 年

版)»,引导各校 (园)树立 “大阅读”观念,

完善图书阅览室、走廊书架、图书角等阅读设

施,创设阅读条件、优化阅读环境、构建以语

文科目为主的全科阅读体系.制定 «进一步推

进全县中小学幼儿园生态文明教育实施方案»,

在珠固乡、仙米乡寄宿制小学试点推进祁连山

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生态学校建设,开展 “我们

的家园,我们在行动”主题生态教育活动,让

青少年了解祁连山国家公园内生物多样性保护

知识和现状,实践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生

态文明理念.

◆办学条件改善　申请资金７４７９万元改

善３４所幼儿园办园条件,投资３２３７万元的县

第二小学改造项目完工投入使用,投资１７８４

万元的２０１９年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

提升项目 (县第三初级中学)按期开工.实施

县第一小学、县第二小学、县第二寄宿制初级

中学、县第三初级中学、青石嘴镇寄宿制小学

等五所学校风雨操场项目,投入义务教育学校

校舍安全保障补助资金６９７１万元进行校舍维

修.申请山东援建资金１１９９万元开工建设海

北州第二高级中学体育活动室,推进浩门镇高

级中学建设项目,为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创

造条件.

◆教师素养提升　建立完善的教师补充机

制和校长教师交流机制,公开招聘中小学、幼

儿园教师３９人,引进威海支教教师１０人,三

支一扶教学人员 ２５ 人,交流校 (园)长 １６

人,交流教师５５人.加大教师培训力度,全

年参加国家、省州级培训２０７人,县级培训

３０００余人次.加大骨干教师培养力度,组织开

展骨干教师选拔、实验教学说课、教师岗位大

练兵等竞赛活动,推荐中小学州级骨干教师９５

人,获省级三等奖２个,州级一等奖４个、二

等奖３个.在教育系统推行校园内禁烟,教职

工工作日２４小时不得饮酒的制度,倡导爱岗

敬业、明礼诚信、勤学乐教、教书育人的师德

风尚,打造风清气正的教育行风.贯彻落实新

时代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

落实师德失范 “一票否决”,查处教师体罚辱

骂学生、从事有偿家教、培训机构兼职、参加

谢师宴等违规违纪行为,提升师德师风教育

实效.

◆教研模式创新　推进 “互联网＋教育”,

开展中小学生电脑作品制作比赛、省级优课课

例征集、县级 “一师一优课”评审、信息化大

赛教师教育教学软件评比等活动,认定县级优

课课例１９９节,征集省级优课课例１８０节,上

报参赛作品１２０件,基础教育信息化２个,申

报各类课题８个.以 “全部覆盖,倾斜农村”

为原则,实现 “威海门源远程智慧援教工

程”在门源县１７所中小学全覆盖.瞄准打造

“学校共同体”,加强资源整合,丰富集团化教

研形式和内涵,实现集团成员学校在教研计划

制定、教学常规管理、教学质量评价等方面的

同步发展.组织开展县级名师团活动２次,参

与教师达２９００余人次.瞄准打造名师示范引

领平台,依托威海援青支教名师,遴选本地优

秀骨干成立县第三初级中学、县第一小学、县

第二小学和教育局小学语文４个名师工作室,

开展教师培训、集体备课、远程教研、指导交

３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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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等活动,实现从 “输血”到 “输血＋造血”

的模式转变,让门源本地的 “种子教师”成长

为 “门源名师”.组织开展 “单元集体备课”

“聚焦核心素养、精研统编教材、优化语用实

践”等教研实践活动,参与教师２９０余人次.

瞄准打造网络教研模式,基于远程教研平台开

展门源、威海两地学校间的各类教研活动,形

成 “线上＋线下”有机结合、 “前方＋后方”

协同发力的教研工作新格局.

　　１０月２０日,门源县教育系统召开脱贫攻坚专题会议 (马艳　摄)

　　◆疫情防控　压实学校主体责任,强化封

闭管理、晨午晚检、师生健康状况监测、校舍

消杀等各环节工作落实,做到部署严密、措施

到位.通过 LED 屏、黑板报、宣传栏、国旗

下讲话、张贴海报等多种形式,普及疫情防护

知识,宣传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主

义制度优越性,引导正确的舆论导向.压实部

门协同责任,联合工信、公安、交通、卫健、

市监、文旅等部门共同做好防疫物资保障、校

园开学条件评估、周边环境整治等工作,构建

校外校内 “双安全”工作机制.压实教师育人

责任,依托疫情防控宣传视频等媒介,上好疫

情防控科普课、学习成长励志课和立德树人思

政课,教育学子要坚定 “四个自信”、励志成

才,做健康成长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压实家长

教育责任,建立了 “１＋２＋N”的疫情防控宣

传引导体系,在全县７００多个家长群中推送疫

情防控公告、指南,转发致家长的一封信、倡

议书３万余次,教育引导孩子养成健康良好的

生活习惯.在高考、中考等考试中,落实考

前、考中、考后各项疫情防控措施,强化师生

健康状况监测、防疫培训、考点消杀通风、防

疫物资储备等工作.加大电力供应、考试设备

运行、交通出行、噪音治理等方面的保障力

度,开展 “净化涉考网络环境” “净化考点周

边环境”等专项行动,严把考点入场关,通过

多种手段防止高科技作弊工具进入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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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理　建立与政法、统战、公安、

司法、卫健、住建、文旅、应急、市监、交通

等部门的联动机制,开展校园 (含校外辅导机

构)周边环境整治１４次,排查出各类安全隐

患３４０余处,全部整改到位.校园 “三防”建

设配备防护器械１３３１件,安装监控４００余个,

组织开展各类安全培训活动１００余次.开展

“平安校园”创建工作,推进校园一键报警装

置全覆盖、打通 “生命通道”集中攻坚等行

动,提升学校安全防范能力.围绕扫黑除恶

“行业清源”总体目标,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及宣传工作,营造全党动员、师生知晓、全

员参与,黑恶势力人人喊打的浓厚氛围.发放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页３万多份,悬挂横幅

３００余条,发送宣传信息２万余条.结合 “安

全教育宣传月” “防震减灾宣传周”等活动,

通过开学第一课、主题班会、宣传展板、致家

长的一封信等载体,多角度、普及防溺水、防

火、防灾减灾、防交通事故、防中毒专业知识

和技能,提高师生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自护能

力.开展宣讲活动５０余次,各类演练１４０余

次,安全教育平台 “２０２０中小学生防灾减灾安

全教育” “２０２０年中国中小学 (幼儿)预防溺

水专题教育”等完成率９９％以上.

◆强化为民服务　落实学校 “一把手”控

辍保学责任制,通过学籍系统、青海教育 App
系统与实际在校生进行比对,完成２２８５名７

周岁入学和１７７７名小学毕业生升初中的 “清

零”任务.研究解决因 “学困、厌学”导致学

生辍学的办法,端正办学思想,加强学校常规

管理,教育引导教师尊重、关心、爱护学生,

稳住 “学困生”,留住 “易辍生”.推进学生资

助精准化,加强教育资助政策资金的监管力

度,杜绝寄宿生生活补助费、两免一补、营养

餐改善计划等资金的挪用现象.为２０１９年考

入高校和省内外中职学生发放三江源奖补资金

１４６３５万元,为３６１６名应往届大学生办理生

源地信用助学贷款２３５０余万元.落实威海慈

善总会助学金等各类资金３９２万元,资助家

庭困难学生２６６名,做到精准识别、精准资

助、应助尽助.构建 “三位一体”育人体系,

通过家长委员会、家长会、致家长的一封信等

方式畅通教师、家长沟通渠道,加强互联、增

强互信.在全县范围内建成４所 “爱心公益课

堂”“爱心书屋”,组织开展贫困青少年和留守

儿童助学助困助业、心理辅导、法治讲堂等活

动,解决贫困、留守儿童家庭的后顾之忧.重

视师生及家庭心理健康教育,在中小学设立心

理咨询室,配备兼职心理辅导教师,针对学生

出现的心理问题,开展心理辅导,缓解学生压

力.依托与江苏大学的校地共建合作模式,邀

请心理学专家到门源县为师生及家长开展心理

辅导和心理讲座,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

一体的育人体系.发挥党支部领导核心作用和

党团员教师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赴联点帮扶村

开展帮扶活动４０余次,开展进社区、进小区

疫情防控志愿服务活动和学雷锋、国土绿化、

环境整治等活动,为民服务意识得到增强.组

织实施２０２０年小升初 “阳光招生”,县第二小

学、启航小学 “阳光分校”工作,解决困扰广

大家长学生的择班择师问题,保证广大学生共

同享受优质教育资源,建立健康有序、平等和

谐的教育环境.推动校外辅导机构党支部建设

工作,加强监管和治理,逐步推动其走向规范

化、法制化发展轨道.

(审稿:乌兰巴特　撰稿:汪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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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健康

概述　全县共有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

１８８家,其中县级公立医院２家、民营医院１

家、疾病预防控制机构１家、妇幼保健机构１

家、卫生综合执法机构１家、乡镇卫生院１５

家、乡镇计生服务站１家、村卫生室１４２家、

社区卫生服务站４家、个体诊所２０家,全县

卫生技术人员１０８４名.

◆疫情防控　门源县出现３例输入性新冠

肺炎确诊患者后,采取安全有效措施送往省级

定点医院进行救治,患者出院后采取中医药康

复治疗、心理疏导等相关干预措施,对密切接

触者进行排查、流行病学调查及隔离管控工

作,排查密接人员５３名,确定密接人员９名,

实现确诊病例 “零死亡”和密切接触者、医务

人员 “零感染”目标,实现疫情防控 “五个清

零”助力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复学.常态化防控

后,按照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要求,强化

重点环节、重点领域、重点人群管控,落实落

细各 项 防 控 措 施.排 查 省 外 来 县 返 县 人 员

２３５７３人.争取各方支持,推进核酸检测能力

建设,州二医院、县疾控中心核酸检测实验室

建成投用,实现县域全覆盖,年内核酸检测

２２９５份,数据实现网络直报.守住不发生本土

疫情的底线,全县卫生健康系统１个集体、３

名个人受到省委省政府表彰.

◆县域综合医改　按照全国紧密型健共体

建设试点县要求,县委常委会、县政府常务会

专题研究,出台实施县域紧密型健共体 “一主

六辅”政策措施,对全县医改工作进行提级升

格,将健共体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规划议

程,批复成立健共体总院党委和健共体总院并

挂牌运行.县医改领导小组出台 «门源县医疗

健康服务共同体章程»及１０个配套方案和管

理办法.健共体总院班子成员全部聘任到岗,

设置相关职能科室,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

责制.试点工作按时间节点稳步推进,为实现

健共体内业务、人员、财务、设备、绩效、药

品、信息 “七统一”奠定基础.县域紧密型健

共体内实行医保总额付费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经费打包改革,激发基层活力.取消公立医院

药品耗材加成,优化医院收入结构.降低二级

定点医疗机构住院起付线,完善门诊 “两病”

和慢特病保障政策,建立短缺药品会商联动机

制,完善基本药物优先使用激励机制,推动用

药下沉基层,减轻群众就医用药负担,增强人

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改革完善医疗卫生行

业综合监管制度,推进监管到治理的升级,提

升行业综合监管效率效能.

◆健康扶贫　推进 “三个一批”行动,集

中救治大病病种扩大到３５种,救治率１００％.

贫困慢病患者家庭医生实现应签尽签,住院自

付比例控制在１０％以内.完成健康扶贫 “补针

点睛”和 “苦干六十天、圆满收好官”专项行

动各项目标任务,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人员

和服务能力达到 «青海省基本医疗有保障工作

标准»,全县１１１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占全县总人口的６９％,健康扶贫通过国

家评估验收,年内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四全免

六减免”１６０２万元.

◆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建设　县中医院门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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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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疾控中心实验楼相继交付使用,１５所乡镇卫

生院中医馆实现全覆盖.医养结合示范基地住

院楼、海北州中心血站、浩门镇健康服务中心

项目完成主体工程.门源县藏医药传承中心建

设项目开工建设,总投资３亿元抗疫特别国债

项目正在推进.鲁青眼科专科医院如期投入运

行.借助山东援建力量,开设中医名医工作

室、针灸康复理疗中心、眼耳鼻喉专科、口腔

专科、腔镜诊疗中心、中医糖尿病专科.实施

胃癌筛查中心、肾透析中心、微生物实验室、

病理科建设项目,与山东济宁共建合作的肺癌

筛查中心正在筹建当中.开展优质服务基层行

活动,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升受援医院

常见病、多发病和部分危急重症诊疗能力,门

急诊人次、住院人次和手术人次较上年增加.

◆卫生人才资源工作　改革现行的人事管

理机制体制,用人自主权归属健共体总院党

委.健全以岗位职责要求为基础,以品德、能

力、业绩为导向,符合卫生人才特点的科学

化、社会化评价机制,完善专业技术职称评定

制度,促进人才成长发展.本着人岗相适、人

事相宜、人尽其才的原则,在健共体内按专业

岗位类别合理流动６５人.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临床、检验、护 理 等 编 外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２６２

人,８名免费定向医学生分配到岗,为医疗卫

生人才队伍建设补充了 “新鲜血液”.１７名山

东支医专家进驻门源县开展 “组团式”帮扶工

作,为门源县培养１０余名本土骨干人才,历

年来接受县级公立医院５１名各专业领域技术

骨干赴山东跟班进修半年以上,州县卫生机构

培训人才１６００余人次.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成立由主

管副县长任组长,卫健局、财政局局长任副组

长,各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政府购买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领导小组,统一指

挥、领导、协调全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政府购

买工作.出台 «门源县政府购买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指导性政策文件,从

总体目标、主要任务、工作措施、组织领导等

四个方面对全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提

出具体工作要求,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以

政府购买的方式推进,居民规范化电子建档率

９１６％.组建门源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心,

配备服务人员３８名,承担浩门镇辖区居民健

康服务工作,组织指导考核评价全县年度公共

卫生服务项实施的整体效益.项目承接机构配

备服务团队若干个,负责辖区内项目实施.

◆卫生信息化建设　根据青海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 «关于青海省促进 “互联网＋医疗健

康”发展的实施意见»(青政办 〔２０１９〕１８号)

精神和 «门源县 “互联网＋医疗健康”信息化

建设方案»,通过单位自筹、统筹能力提升补

助资金及医改补助资金１０９５４６万元,完成县

乡医疗机构基础业务系统建设,实现公共卫生

系统和 HIS系统对接和数据共享.统筹利用抗

疫特别国债资金１６００万元用于后续信息化建

设,重点建设县域分级诊疗平台、全民健康信

息平台、健共体运营平台和各医疗机构业务系

统的业务扩展.通过项目实施,实现县域内各

业务系统互联互通和数据共享,与省、州全民

健康信息平台实现对接,保证数据上传,实现

“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计划生育　全面两孩政策平稳实施,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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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生育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得到提高.系统全

员总人口１５７３万人,全县出生人口１２９７人,

性别比１０２％;出生信息录入率９８％;出生人

口与妇幼卫生活产婴幼儿数符合率９７％;孕前

优生健康检查完成目标任务９６％;免费婚前医

学检查完成目标任务.落实 “三个全覆盖”政

策.开展奖励扶助、特别扶助、养老保险等申

报、核实,做到 “应享尽享”,让计划生育家

庭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落实各项计生惠民

资金３２０万元,做到三个１００％.

(审稿:马国青　撰稿:张海龙)

医疗保障

概述　门源县医疗保障局于２０１９年４月

挂牌成立,核定行政编制４名,为正科级政府

工作部门,不设内设机构,核定行政编编制４

名,其中局长１名,副局长２名.县域内现有

定点医疗单位６０家,其中定点医疗机构 ２２

家,定点零售药店３８家.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情况　全年基本医疗

保险参保１４８６４２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

定在９５％以上.生育保险、新生儿及新增就业

人员参保率均为１００％.征收基本医疗保险参

保金２２７４１１１万元,其中城乡居民１３０７８６万

元,城镇职工９６６２５１万元.

◆疫情防控　在疫情防控期间,全力以赴

做好医保服务工作,实行开具３个月的长处方

用药和医保报付政策不见面服务模式,优化流

程、简化手续,线上办理各类业务２４９项,服

务群众３１７人次.落实疫情期间医保政策,为

全县确诊的３名患者和３６名发热患者垫付救

治资金４２６万元.为减轻定点医疗机构医保

基金周转压力,向州二医院、县中医院分别拨

付３３０万元和３７０万元专项医疗支付周转金.

支持企业复工复产,通过 “一减一缓”减免政

策为３１家参保企业减免２０２０年度医疗保险费

６６７６万元,允许缓缴１家参保企业医疗保险

费２１２万元.

◆落实医保待遇　落实基本医疗保险和生

育保险待遇,支付各项医保待遇１６７３２９１万

元.其 中 城 镇 职 工 ４７４９３ 万 元、城 乡 居 民

１１９５５７１万 元、生 育 保 险 ２７９ 万 元.落 实

«青海省医疗保障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精神,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住院医疗费用经基本医保、

大病保险报销以及医疗救助后,报销比例稳定

在９０％以上.年内贫困人员住院３０３０人次,

总费 用 ２２５５９２ 万 元,基 本 医 疗 保 险 报 销

１１０３４２万元,大病保险补偿２０４３万元,医

疗救助７２７２２万元,综合报销比例９０２％.

按照 “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的要求,实现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１００％的

目标,各类特殊人群医疗保险参保金由扶贫、

民政、残联、卫健等相关部门代缴,减轻困难

群众缴费负担,年内代缴５１４７４万元.住院

费用实施基本医疗、大病补偿和医疗救助 “一

站式”服务,“一单制”结算,实现 “先看病、

后结算”,解决群众看病垫资及报销费用多部

门跑腿的问题.

◆特慢病管理　特慢病鉴定从三级医院降

低到二级医院,降低准入门槛, “两病”治疗

降低到一级医院.简化鉴定流程、降低鉴定费

用.通过宣传政策,办理特慢病的贫困人员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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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的１６７人提高到２０２０年的１２７１人,办

理 “两病”８６７人,办理人数和享受待遇人数

增加明显,累计享受待遇１３２１９万元.多措

并举,守住底线,做好特困、孤儿、低保、重

残、低收入等困难家庭的医疗救助工作,确保

困难群众 “病有所医”.医疗救助２００１２人次,

救助资金２９３４４２万元.转变服务方式,推进

“送医保入户”服务机制,对贫困人口发生的３

万元以上、非贫困人口发生的５万元以上的住

院费用从基本医疗报销、大病保险补偿、医疗

救助进行全覆盖跟踪服务,确保参保群众足额

享受医保待遇,年内跟踪服务３０２人次.落实

门诊特慢病政策及 “两病”用药保障机制,提

高门诊待遇支付水平,加大门诊特病慢病及

“两病”用药管理,办理慢性病６０３０人、办理

“两病”９８２人,特慢病、 “两病”待遇支付

４４８０５万元,减轻特慢病及 “两病”患者门诊

就医负担.

◆支付方式改革　发挥医保支付方式在

“三医联动”中的引领作用,建立以保证质量、

控制成本、规范诊疗为核心的医疗服务评价与

监管体系,在医保基金总额预算的基础上,推

行以按病种付费为主的多元复合式医保支付方

式,付费病种１７０种.２０２０年单病种付费治疗

１９２４人 次,总 费 用 ５１０４２ 万 元,统 筹 支 付

２６２４３万元,医疗救助２９１６万元,单病种补

偿金额２３４７１万元.加快推进县域紧密型医

共体医保总额付费管理改革,加强与卫健部门

的沟通,联合出台 «关于推进门源县县域紧密

型医 共 体 医 保 总 额 付 费 管 理 实 施 方 案 (试

行)»,发挥医保在资源配置中的杠杆作用,

配合做好健共体建设.

◆落实异地就医政策　开展各类参保人群

跨地区就医费用就地结算工作,扩大定点医疗

机构覆盖范围,简化异地就医备案手续,拓展

备案渠道,对患有重大疾病和外出务工及外来

就业创业人员开通异地就医备案 “绿色通道”.

医保关系转移接续人次３２５人次、异地备案

５５９人次、转外备案１１９５人次、异地结算４３５

人次４７７５４万元.

◆医药价格改革　指导、宣传和监管医药

服务价格调整和收费系统更新工作,确保动态

调整方案平稳落地.落实全省统一的医保药品

目录和支付标准,全县公立医疗机构药品与耗

材均实行零加成销售.完成国家和省级集中带

量采购的３３种药品落地工作,带量采购药品

价格下浮明显,平均降幅比４５％,中选药品、

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得到医务人员和群众

认同,让群众享受到改革红利.

◆医药监管　开展 “打击欺诈骗保”专项

行动,加大对 “两定单位”的监管力度,与两

定医药机构实行协议化管理.年内在全县范围

内开展为期６个月的打击欺诈骗保专项治理工

作.对全县６０家定点医药机构 (其中定点医

疗机构２２家,定点零售药店３８家)开展定期

不定期检查１３０余次,对医药机构送达整改通

知５５次,通报批评３５次,停机处理３家.完

善监管机制、畅通投诉举报渠道,落实省局举

报奖励办法,加强宣传,鼓励全社会参与打击

欺诈骗取医保基金.配合扫黑除恶领导小组开

展工作,打击医保领域行业乱象,结合 “一治

两创”长效机制和 “行业清源”工作,推动医

药监管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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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建设　通过减环节、减要件、优化

服务、推进政务事项公开等措施,推进医疗保

障领域 “放管服”改革,经办业务更加高效、

顺畅,解决群众 “跑腿多、办事难”的问题.

推进 “一单制、一站式”和 “网上办”便民措

施,推广医保电子凭证、微信参保缴费等.完

善服务制度,优化服务环境,开展医保领域政

务事项的梳理和实施清单编制工作,编制完成

２６项医保政务服务事项,解决参保支付、基金

监管、医保扶贫中的突出问题,推进医疗保障

事业高质量发展.针对群众关心的参保缴费、

慢病办理、待遇支付等热点问题,推进医保政

策宣传 “六进”,结合 “送医保入户” “医保宣

传月” “参保缴费动员会”等主题宣传活动,

利用开展结对帮扶等契机,宣传医保政策及医

保典型案例,举办专题培训讲座５场、下乡集

中宣传１２场次、发放宣传资料 ６万余份、制

作展板１０块、微信群宣传 １２１次、县级公众

号专题宣传７期,拓展宣传覆盖面和深度.

(审稿:夏青艳　撰稿:程德龙)

文体旅游广电

概述　按照省委 “一优两高”战略部署,

州委 “五个海北”建设和县委 “一个中心、三

个重点、一个全面”的发展思路,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开展 “六保” “六稳”

工作,用心、用力、用情推进全县文化旅游事

业.门源县入榜中国最美县域美称,获得首批

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祁连山生态牧场、聚阳

沟景区被评为国家３A 级旅游景区,东川镇麻

当村、仙米乡桥滩村、珠固乡东旭村被列入国

家级乡村旅游重点村,仙米乡大庄村、珠固乡

东旭村、浩门镇头塘村、泉口镇腰巴槽村、苏

吉滩乡苏吉湾村被列入省级乡村旅游示范村,

花海民族艺术团被评为国家先进集体 (基层文

艺院团).全年实现旅游综合收入６４３５亿元.

全县公共文化事业费支出１０６３９２万元,人均

６５５５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１１６亿元.

◆项目建设　把项目建设作为文化旅游产

业发展的重要支撑,推行 “项目包干制”和

“挂 图 作 战 制” 工 作 法,陆 续 实 施 总 投 资

４２９３８０７万元的全民健身中心和非物质文化展

演中心项目,投资７８６０万元的门源县花海鸳

鸯景区建设等１３项软硬件提档升级工程项目,

实现固定资产１２５亿元.以全域旅游发展为

先导,谋 划 申 报 储 备 投 资 ６９５０ 万 元 的 ８ 项

“十四五”规划建设项目、投资６０５０万元的６

项２０２０年文化旅游领域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项目、投资９００万元的２项青海省公共体育普

及工程２０２０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项目,储

备未来建设项目,推进文旅广电事业迈入新

格局.

◆文旅活动　开展全县 “两节”文化旅游

活动、十九届五中全会轻骑兵专题宣传活动,

创新举办祁连山国家公园门源县首届冬季文化

旅游节、庆丰收活动暨 “唱响家乡美”农牧民

合唱比赛,汇聚爱党爱国爱门源、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奔小康、齐心协力谋振兴的磅礴力量.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通过举办油菜花文化

旅游活动等,推动复工复产,激活提振文旅发

展动力,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

◆行业监管　加强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

队伍建设,成立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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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有关部门开展系列工作,加大监督上网服

务场所、歌舞娱乐场所、出版物经营单位、旅

游星级宾馆,促进疫情防控和文旅事业的发

展.结合 “一治两创”工作和扫黑除恶行业清

源行动,对景区景点内环境卫生脏乱差、三轮

车载客等进行多次检查整改,尤其对旅游公厕

进行自查整改,提升旅游环境质量.

◆文化保护　深度挖掘文化遗产,展现文

旅广电事业发展的底色韵味,组织专家对 “文

化记忆工程” «华热藏族婚礼»数字化记忆录

视频、图片、文字资料进行校对修改,采集华

热民歌、服饰、刺绣等８种华热现存文化.申

报第三批州级和第四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对全县定级、未定级文物保护单位

进行盘底建库,树立标志标牌３９处.通过举

办培训班、建设浩门马传习所等形式,推动传

统文化的传承保护.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主线,坚持以基层群众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植根门源的历史文化土壤,结合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创作 MV «那一刻»等抗疫作

品.精心编排的舞蹈 «回乡情»等节目参演

２０２０年青海省和海北州春节联欢晚会.以县花

海民族艺术团为载体,编排 «刻不容缓»等优

秀节目,为打通政策宣讲的最后 “一公里”助

力添彩.

◆产品创新　围绕品牌战略,依托优势资

源,设计完成北部银盆金花田园之旅、西部雪

山草原风情之旅、东部浩门河生态体验走廊之

旅等三条旅游精品线路,创新策划包装种马场

农林生态农业观光区、卡卓民俗体验点、集装

箱未来酒店体验店等一批特色旅游体验点,成

为游客在门源旅游的新地标.围绕软环境建

设,推进宾馆农家乐 “星”品牌建设,申报２

家三星级酒店,２家国家３A级旅游景区,３处

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村,５个省级乡村旅游示

范村,１个国家基层文艺院团先进集体.门源

县获得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入榜中国最美县

域美称,树立全县文旅广电事业发展新形象.

◆媒体建设　县融媒体中心通过省级验

收,启用 “大美门源”客户端,年内下载注册

人数达５０００余人.县级融媒体中心坚持 “内

容为王”第一要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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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播发广

播、电视新闻６５０余条,向省州报送新闻１８０

余条,制作专题片２４部,系列报道１６期３２

条.在微信公众号推送信息２４０３条,关注人

数达５５０００余人.在央视新闻客户端、新华

号、今日头条、抖音、快手等平台发布正能量

短视频、微电影等６０余条,发挥引导群众、

服务群众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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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８

日挂牌成立,核定行政编制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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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相关业务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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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共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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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事业编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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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下基础.完成

资产划转,整合工作职能.从县人社局、民政

局等相关部门中析置整合退役军人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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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政策的连续性.

◆制度建设　机构组建后,贯彻落实党要

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加强各项制度建设.

制定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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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制度»

«工作人员职责分工的安排»等相关制度,形

成用制度管人、按制度办事的工作格局,为提

升机关依法行政能力建设奠定基础.落实主体

责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方针,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重大问题集

体研究决定,做到公开透明.与全体干部职工

签订 «２０２０年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完善廉

政约谈机制,对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开

展提醒谈话,指出问题,督促整改,做到 “早

防范,早发现,早纠正”,增强全局干部职工

的政治意识、服务意识和廉洁自律意识.

◆机构组建　根据 «关于建立健全青海省

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的实施意见» (青办字

〔２０１９〕５８号)和 «关于做好 “三基”能力提

升有关事宜的通知» (青退役军人办 〔２０２０〕

６８号)精神,制定 «关于上报 “三基”能力提

升基础设施配置方案的报告»,打造集信访接

待、谈心谈话、政策宣教、图书阅览等职能为

一体的 “退役军人之家”,搭建退役军人咨询

政策、联络感情、沟通信息、传递温暖的纽带

桥梁.根据 «中共门源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

于印发门源县事业单位机构改革实施方案的通

知» (门编委发 〔２０２０〕５号)的要求,制定

«门源县退役军人局所属事业单位 “九定”方

案»,在成立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的基础上相继

批复成立门源县烈士陵园服务中心,核定全额

拨款事业编制工作人员３名,隶属于门源县退

役军人事务局公益一类事业单位.

◆业务工作　贯彻全省退役军人事务局长

会议精神,以服务好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

为核心,在组建机构的同时,推进退役军人各

项业务工作.开展退役士兵接收登记工作,掌

握退伍军人的生活状况,接待退役士兵１７名,

其中安置上岗２名专业士官.开展自主就业退

役士兵职能技能培训,通过线下和网上培训两

种方式,向退役士兵开展网络知识、汽车驾驶

技术、挖掘机操作技术、焊工技术等１４项技

能培训,完成培训２４名退役军人任务,４人获

得汽车驾照证书并发放自主就业技能培训补助

１３万元.２０２０年６月开展２０１９年度自主就业

退役士兵和自主择业转业干部３０人适应性培

训.落实军休干部各项政策待遇,对３名军休

干部免费体检,体检标准人均１０００元,组织

职工赴外地到３名军休干部家中看望慰问,发

放慰问金６０００元,新接受一名军休干部,完

成系统录入工作,全县军休干部有４人.疫情

防控和复工复产的特殊时期,在充分调查了解

退役士兵的就业需求基础上,将退役军人就业

工作重点由线下转到线上,联合门源县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服务局,举办网络招聘

月活动,在 “长安人才网”上长期招聘.招聘

活动在门源县退役军人事务局、门源县就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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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局微信公众平台、长安人才网等多个平台同

步展开,１２３余家用人单位为退役军人提供

２５６个就业岗位,服务退役军人２４２人次.在

全县１２个乡镇,１０９个村张贴宣传海报２５８

份,发放宣传彩页１２２份,增强宣传退伍军人

就业政策的氛围,引导退役军人关注 “青海退

役军人就业创业”“门源县退役军人”“长安人

才网”等公众号,通过网上搭台、线上铺路,

促进退役军人和用工企业的精准对接.在各乡

镇、村社加挂退役军人服务站牌,指定乡镇武

装部长、村社书记为服务站站长,指定专兼职

人员,服务体系向基层、村、社区延伸.退役

军人各项生活补助金及优待金发放工作全部完

成,２８名退役军人一次性经济补助２０９７５万

元,６０周岁以上农村籍退役士兵老年生活补助

７７８２万元足额发放到位.完成部分退役军人

社会保险接续工作,社会保险缴纳信息与社

保、医保、公安部门的信息无缝对接和共享,

落实政策法规,完善补遗工作,完成５１名退

役军人社保接续档案移交工作,补缴养老保险

１２５５５万元,其中单位补交８３７０万元,个人

补交４１８５ 万元.完成烈士公墓修缮管理工

作,门源县连续四次蝉联荣获青海省双拥模范

城 (县)荣誉称号.按照 “精准、高 效、安

全”的要求,开展优抚对象年审工作,完成

２４８人次的年审.对全县符合条件的４０９名优

抚对象开展免费体检,对符合条件的重点优抚

对象组织开展省内疗养工作,对符合条件的重

点优抚对象代缴２０２０年医疗参保金. “八一”

期间对驻地军 (警)部队和２４户重点优抚对

象组织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在纪念抗美援朝７０

周年之际,对抗战老兵进行慰问.在第七个

“国家烈士纪念日”,在烈士陵园举行烈士纪念

日公祭活动,四大班子主要领导、县直各单位

主要负责同志、省州驻县各单位负责同志、驻

地军警部队官兵及退役军人、师生、医护人员

等社会各界人士代表参加公祭活动,传达社会

正能量.

(审稿:胡永峰　撰稿:马　玲)

气 象

概述　门源县有国家基本气象站１个、区

域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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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编职工１７

名,其中副研级高工１人,工程师１４人,助

理工 程 师 １ 人.２０２０ 年,门 源 县 平 均 气 温

２２℃,与历年同期相比偏高０９℃,年降水量

５０４５毫米,与历年同期相比偏少０５％.

◆综合气象观测及防灾减灾　加强气象设

备维护保障工作,提升气象防灾减灾能力.门

源县人民政府印发 «门源县２０２０年气象信息

员培训方案»,开展２０２０年气象信息员培训.

完成７个乡镇的称重式降水传感器的安装工

作.依托基层气象防灾减灾 “六个一”建设,

形成 “一本账、一张图、一张网、一把尺、一

队伍、一平台”,气象防灾减灾责任人覆盖全

县４镇８乡及矿产、学校、加油站等重点单

位.制作门源县气象灾害防御作战图,将各乡

镇气象建设工作纳入年度乡镇考核目标任务.

◆气象服务　在关键农事季节、重大社会

活动、重要时间节点及汛期等重要时段,针对

性地开展气象服务.召开２０２０年气象为农服

务专家联盟联席会议,就加强部门合作和业务

融合等方面进行交流,与１１家部门签订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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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为２９７家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提供 “直

通式”气象服务.公众气象服务满意度调查门

源县获得９５３７分,名列全省前茅.年内发布

决策气象服务６５期,生态气象服务１２期,各

类专题服务７期.发布１２１手机短信气象服务

信息７２３期,接受１５４７２２０人次 .

　　６ 月 ３ 日,气 象 工 作 人 员 到 田 间 开 展 作 物 观 测

(县气象局提供)

◆乡村振兴　申报２０２０年气象服务乡村

振兴项目,开展２０２０年省财政厅支农专项现

代农业气象服务能力提升建设项目,针对油

菜、青稞等主要农作物制定生育期及气象指

标,制作门源县农业产业结构分布图.联合县

农牧水利和科技局,开展农畜产品气候品质认

证,认定２０２０年门源小油菜气候品质等级为

特优,向门源北山兴源土地联营专业合作社小

油菜兴源牌颁发农畜产品气候品质认证证书.

◆人影防雹　全年共开展人工防雹作业５９

次,消耗高炮弹１１８０发,火箭弹４２枚,烟条

３２根,先后开展２次人影培训工作,完成１０

门高炮的升级改造工作.

◆精神文明建设　制定文明礼仪管理办

法、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要点等多项制度,安排

专人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抗击疫情等工作,与

浩门镇西关村开展结对帮扶工作,召开座谈

会,１５名职工与建档立卡脱贫户 “结案”认领

任务 .开展道德讲堂、各类益趣活动,党支部

通过微信公众号开展微课,开辟精神文明、党

风廉政建设、民族团结、政治理论学习园地.

与气象路社区合作,开展五星级文明户的创建

推荐工作.

(审稿:王连东　撰稿:张毅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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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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里,县城占

地面积６０平方公里.浩门镇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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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５３３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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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９７ 公顷;退耕地 １２４０７ 公

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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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３名,其中城镇党员４３８名,农村党

员２６５名,女党员１９３名;少数民族党员３６７

名,占总数的５２％;大专及以上党员２５４名,

占总数的３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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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处.浩门镇机关干部５４人,其中行

政编２４人,事业编１１人,公益性岗位、镇属

各单 位、三 支 一 扶、大 学 生 村 官 等 １９ 人.

２０２０年,全镇经济总收入２３２亿元,农民人

均纯收入１１８４３元,比上年增长７％,完成目

标任务.

◆农牧业　完成油菜１２７７５７公顷、蔬菜

３３３３公顷、饲草１３６６７公顷、马铃薯５２２７公

顷种植任务.特色产业火焰蔘种植６１８７公顷,

流转小沙沟村土地６１８７公顷,为群众增收

２７８４万元.牲畜出栏７６３７头 (只),其中牛

２１５０头,羊５４０２只,猪８５头.完成土地确权

面积３１９０８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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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２２５万元.全镇

１８２户养殖户购买西门塔尔肉牛４１５头.实施畜

牧良种改进工作,畜牧良种补贴项目调运藏羊

４０只,投放至圪垯村,大通牦牛１０头,投放至

头塘村,完成良种补贴项目,运行良好.

◆民营经济　浩门镇辖区内有专业合作社

６５家,宾馆住宿及家庭宾馆１２８家,快递运输

１３家,百货营销８４０家,餐饮饭店１８０家,农

产品销售１５５家,五金加工、建材销售１３０家,

民营经济在疫情影响下保持良好发展局面.

◆项目建设　完成投资４９３万元小沙沟

村一事一议项目,投资８２３万元的二道崖湾

村一事一议项目进入招标阶段.每村投资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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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的二道崖１湾村、煤窑沟村庭院广场改造提

升项目,投资２５９万元圪垯、头塘、南关等

六个村的党员活动室维修项目和北关、二道崖

湾、煤窑沟村的党员活动室庭院广场规范化建

设项目,完工验收后交付使用.投资１２５万元

的头塘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建设项目、投资９

万元的头塘村游客服务中心,投资５９３２万的

锦绣大道道旗安装工程、投资２５８万元的三

座农村厕所、投入１４４万元的南关村广场提

升和圪垯村综合服务中心阵地改善项目完工后

交付使用.落实到位投资１４０万元的乡村振兴

环境整治垃圾压缩车及垃圾斗配套项目.完成

投资１２万元的１００座 “厕所革命”厕所建设.

由县上集中实施的投资１９０万元的小沙沟、古

城和陈庄三座清真寺改造项目,投资７３４万元

的头塘村污水处理项目,投资３３０万元的圪垯

村、小沙沟村１１公里的硬化路建设项目,完

工验收后交付使用.投入４００万元的头塘村乡

村振兴示范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已完工,待验

收.投资１４０余万元的环境整治垃圾分类和新

建垃圾中转站项目正在实施.山东援建民俗

(东街)风情美食街投资１２０７２７２万元,已完

工,待验收.山东援建投资２００万元的民俗东

西街停车场项目正在做前期设计和预算工作.

山东援建并由援建方实施的投入３８０万元的浩

门镇农牧民综合培训中心楼建设项目完成主体

工程.

◆村集体经济提质复壮　整合北关村、团

结村等七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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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圪垯村三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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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组织部下达的二道崖湾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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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分红２４万元.投

入９村省级财政扶持资金５８６万余元在县城购

置宾馆,每年收益４０万元,每村每年收益４

万元.将头塘村省级财政扶持资金１５０万元及

圪垯村村集体资金５０万元,共２００万元投入

青海熙莊商贸有限公司,按８％进行投资收益,

年收益１６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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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逐年递增的比例进行收益,当年

收益３万元,每村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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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收益５万元.将小沙沟村中央财

政扶持资金８０万元和自筹资金１７３５万元用

于购置农机具,实现本村土地集约化种植和机

械外租收益,实现盈利２０余万元.整合二道

崖湾村、团结村中央财政扶持资金１００万元

(每村５０万元)、县级财政配套资金２０万元

(每村１０万元)、团结村现有村集体经济资金

２２２４万元,共１４２２４万元,购置精装修７间

共２９８７５平方米公寓后实施酒店托管经营项

目,每年分红９５５７０１３元,其中团结村可分

红５５３万元,二道崖湾村可分红４０２万元.

全镇九村集体资金年收入１８５３７万元.

◆劳务就业　开展促进就业再就业工作,

全镇劳务输出人员３６２０人次,收入１２３５５１

万元 ;跨省外出人员６５７人次,收入２２４２３

万元;省内跨区人数１８１６人次,收入６１７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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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地区内转移就业人数１１４７人次,收入

３９３８４万元,提升劳动力技能培训５０人.

◆脱贫攻坚　对３００万元照壁山旅游扶贫

开发项目进行延续,项目从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８日

开始,按投入资金总额的５６６％对６６户２１９

人脱贫户进行分红,年人均分红 ７７５３４元.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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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５个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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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入股分红.对７个村２２户脱贫户中的６１

人落实巩固提升到户产业项目资金３９０４万

元,以投资收益方式投入到门源县志远文化旅

游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作为流动资金,发展刺

绣产业.公司每年以投入扶贫资金总额的１０％

向项目户分红,户均分红１７７４５４元,人均分

红６４０元.全镇脱贫人口中有劳动力４１４人,

其中护林员、公益性岗位人员１５５人,２０２０年

外出务工２１１人.通过衔接工作岗位,新安置

护林员岗位８人,光伏扶贫公益性岗位长期岗

位４人、短期７人,组织开展培训１次,向贫

困劳动力宣传务工岗位信息２００余条.审核通

过 “雨露计划”资助申请学生５８人.发放扶

贫小额贷款１２５笔３６０５万元.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１００％.全镇仅剩有

１户实施了危房改造项目,完成房屋建设并入

住.贫困村煤窑沟村成立扶贫互助协会,自主

运行,有１５３户农户加入互助协会,比２０１６

年增加２９户,占全村总户数的６４８％,其中

贫困户１８户,占贫困户总户数的６４８％,本

年度发放贷款５２５万元,其中向１６户贫困户

发放６１５万元.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开展以 “三清一改

治六乱”为重点的村容村貌整治,实现农户庭

院和村庄环境干净、整洁、有序.整治柴草乱

垛、棚圈乱搭、粪土乱堆、污水乱泼、垃圾乱

倒、畜禽乱跑等不良现象,卫生面貌得到改

善.推进 “厕所革命”行动,建成卫生厕所

３０５座,其中２０１８年完成１０５座,２０１９年完成

１００座,２０２０年完成１００座.建设地点在煤窑

沟村和二道崖湾村.小沙沟村、圪垯村和二道

崖湾村的３座公厕全部完工,城区１８座公厕

全部开放使用.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通过探

索创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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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镇形成广大群众参

与乡村治理,共享发展成果的氛围,得到上级

部门的肯定.配合上级部门加强农牧民房前屋

后河道沟渠杂物清理和污水排放管控,农村生

活污水乱排乱倒问题得到管控,头塘村污水系

统完成改造并投入试运行.巩固大通河流域河

道垃圾淤泥、河岸乱搭乱建 “河湖清四乱”专

项清理整治成果,镇河长制负责人带头,指导

各村河长人员开展区域内河道水质管控,河道

垃圾清理,实现 “水清、岸绿、河畅、景美”.

◆落实惠农政策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

人数９６０６人,征收养老保险费２４４２２万元,

参保率９４０７％.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２５０２３ 人,参 保 率 ９６％.城 乡 低 保 １７２９ 户

３９４０人,城乡特困供养人员４９户５１人.申报

城乡临时救助６２８户,城乡医疗救助１１１户,

发放资金２００余万元.全年出生２３１人,其中

男性１１７人,女性１１４人,人口出生率７９‰,

自然增长率５４‰,政策符合率９５％,免费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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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优生检查覆盖率９０％.三江源异地办学奖补

资金本科学生１２２名、专科学生１１３名、中职

学生１４名.山海情圆梦助学金受助学生２名,

中央企业团工委授青 “圆梦行动”１名,威海

慈善总会助学金受助学生１５名.新生资助９

人,资金０６５万元.学前三年入学率１００％,

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１００％,适龄少年入学率

９７８７％,建档立卡学生辍学率为０,小学辍学

率为０,初中阶段入学率９８４２％,高中阶段

入学 率 ９７１４％,三 类 残 疾 儿 童 少 年 入 学

率１００％.

◆意识形态工作　加强对广大群众的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坚持把好方向,以正确

的舆论导向引领社会风尚,通过弘扬主旋律,

传播正能量,强化思想阵地建设,丰富群众的

文化生活,培育良好的精神修养.编发简报８１

期,在电视台、 «金门源»微信平台刊发播报

新闻８条, «海北新媒»微信平台刊发浩门新

闻２篇.发挥镇、村、社区的主体作用,先后

召开党员会、群众会、座谈会等４０余次,制

作文明宣传横幅１５０多条、张贴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主题词２００余处、微信及简报报刊宣传

报道各类 正 面 信 息 ３０ 余 期、发 放 宣 传 资 料

５０００份、宣传窗及LED电子屏宣传３００余次,

提高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知晓率、支

持率和参与率.实施文明交通、文明餐桌、文

明旅游、网络文明四大文明引领行动,推进文

明村镇、文明社区、文明单位、文明家庭等创

建活动,评出 “五星级文明户”１１４７户, “五

星级文明标兵户”１６户,调动全镇群众参与精

神文明建设的积极性.以思想教育为先导,习

近平系列讲话学习教育为核心,组织各村、社

区先后开展 “我们的节日”系列活动、志愿服

务活动、全民义务植树、环境卫生整治、学习

道德模范等活动,弘扬文明新风,营造健康、

文明、向上的发展氛围.组织全体党员干部接

受革命党史教育,提高对中国共产党光辉奋斗

历程及创业艰辛史的认识,增强做好工作的积

极性、责任感和使命感.

　　８月２１日,浩门镇开展 “读好书 齐奋进 奔小康”
全民阅读活动 (浩门镇人民政府提供)

◆公共事业　加大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力度,督促企业开展自查,化解各类安全隐

患.对全镇七座清真寺院的内部管理、稳定、

安全等方面进行督促检查２１次,对村、加油

站和住宅小区检查３５余次,配合相关部门检

查电梯５次,移交重大问题３个.完成国土绿

化４６３２公顷植树９５９９０株.开展河湖长智能

巡河工作,进村入户宣传教育１２０余次,发放

宣传资料３０００余份,宣传动员９０余次,出动

７０００余人,清理河道、塘沟２４余次,河道８８

公里,动用机械５台１７次,清除垃圾５０余吨.

坚持 “预防为主,消防结合”的工作方针,对

走教点、清真寺周边场所,以及个体商户、饭

馆、人员密集场所排查消防安全问题,查处７

处电线老化、灭火器过期问题和７处电线摆放

不规范等问题,全部整改.落实值班制度,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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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监视汛情发展,安排专人巡山查哨,排查隐

患.储备编织袋、铁锹、强光手电筒等防汛物

资.开展民兵整顿工作,将１名村警及符合要

求的２名社区女干部纳入民兵组织,打破全镇

民兵没有女兵的惯例.按照县人武部的统一安

排,完成人员潜力调查和２１８名年满１８周岁

男性青年的兵役登记工作,通过征兵宣传发动

工作,１１名青年应征入伍.

◆党的建设　巩固 “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成果,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和运用,筑牢党的政

治建 设 之 “根”,夯 实 党 员 干 部 的 信 仰 之

“基”,补足党员干部的精神之 “钙”.开展周

四集中学习３５次,农牧民党员冬春培训１次,

党建、党风廉政、综治维稳、脱贫攻坚、民政

等各类专题培训、讲座和宣讲８０余次.把建

强村级班子,培优村级班子队伍作为夯实执政

根基,５名村 (社区)干部参加学历素质提升

工程,通过培训,村 (社区)班子队伍整体素

质得到提升.四个社区、六个村实现党支部书

记、主任一肩挑,为换届选举工作奠定基础.

争取组织建设阵地规范化建设资金２５９万元,

用于基层组织阵地建设.开展组织生活、三会

一课、主题党日活动、一名党员一面旗等行之

有效的活动,将讲政治贯穿于各项工作,支部

堡垒作用明显发挥.严把政治、程序、审查等

入口关,开展农牧民党员 “选苗、育苗、墩

苗”培育提升,发展党员１５名.共帮扶慰问

老党员、老干部４０余人次,增加享受卸任干

部和老党员补贴６人.以基层组织体系建设三

年行动为契机,以推进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常态化制度化为载体,创新开展 “三步走”工

作法和 “十户联治”管理机制,提升基层组织

能力、强化政治功能,为推动党建工作、强化

基层治理提供保障.

◆党风廉政工作　组织全镇干部利用周四

集中学习日传达学习各类法规法纪３０余次;

组织村 (社区)负责人前往县党校廉政教育基

地进行作风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专项行动暨换届

选举前廉政教育活动,参观廉政教育基地展

厅、集中观看警示纪录片 «群众利益无小事».

围绕镇党委、政府各项重点工作,督查促进干

部转作风、任务真落实.开展监督检查２９次,

促进全镇脱贫攻坚工作常态推进,疫情防控工

作扎实开展,各村 (社区)及镇属各单位严格

执行纪律作风和廉洁自律各项规定.运用监督

执纪 “第一种形态”,让 “咬耳扯袖、红脸出

汗”成为常态.约谈镇村两级干部７人,开展

集体约谈４次 (１２０余人),促进干部作风的转

变和重点工作的落实.把强化违纪违法案件办

理作为从严治党、惩治腐败的重要环节来抓,

执行案件审查审理工作相关规定,依纪依法办

案,提升案件办理工作成效.镇纪委办理县纪

委交办案件１件,诫勉谈话３人,批评教育３

人、谈话提醒１人,警示全镇干部职工严守规

矩、廉洁从政.

(审稿:袁　鑫　撰稿:王　磊)

青石嘴镇

概述　青石嘴镇位于门源西部,地处国道

２２７、３３８线交汇处,辖区面积４９０９８平方公

里,辖１６个村,３个社区,省、州、县驻地单

位２５个.辖区总人口４０５万人,其中农业人

口３４５万人,是一个以回族、汉族、蒙古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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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土族、撒拉族６个民族聚居的地区,回

族人口占三分之二.耕地面积 ５１９６６公顷,

可利用草场面积１３９万公顷,各类牲畜１２万

头 (只).清真寺２０座,持证阿訇９９人.

◆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第一季度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第二、三产业发展较缓,第二季

度至第四季度开展复工复产后,一、二、三产

业逐步恢复.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１８４４元,从事

二、三产 业 人 员 ７５６０ 人.播 种 各 类 农 作 物

５０９３３３公顷,其中青饲草种植面积占４１％,

蔬菜种植面积５２公顷,油菜籽亩产量２４０斤,

青稞亩产量５６０斤.开展药剂灭草、抗旱、防

汛、防雹和灭鼠工作.有专业合作社２４个,

家庭农牧场１８处.育肥贩运牛２６万头,羊８

万只,完成牛羊改１１余万头 (只),完成春

秋检疫牛羊３４３万头 (只),检疫率９８％.结

合 “雨露工程”等技能培训项目,开设培训班

７期,组织农民工参加技能培训３４６人次.输

出劳力８８９６人次,其中跨省务工人员达２９７５

人次,占外出劳动力的３３％,人均增收８０００

余元.建设新标准卫生厕所１００座,完成２０１９

年镇区集中供暖管道增设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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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事业　实施十五年免费教育,落实

国家惠民政策,三江源本科１１２人,专科１２１

人,省外中职１０人,适龄儿童入学率１００％,

适龄少年入 学 率 ９８１９％,初 中 阶 段 入 学 率

１００４％,高中阶段入学率９４１７％.全年育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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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农 合 参 合 人 数 ２８６９６ 人,参 合 率

８７８％.６０岁以上高龄补贴人员１４９４人,发

放１４７万元.发放草原生态补偿资金１２０６万

元３２１万公顷,发放粮补资金 ４８６３８ 万元

３２４７公顷.

◆民政保障　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对象７９１户１７４６人,新申请享受城乡最低生

活保障对象１３７户２１８人,特困供养人员２２

人,优抚对象３８人.全镇残疾人８４６人,享

受残疾补助的人员７２１人,其中:一、二级残

疾２９９人,发放补贴４７万余元;三、四级４２２

人,发放补贴１６余万元.申请临时救助４０５

户１３３７人,发放补助３７３万余元.绿色通道

救助１３户５７人,发放补助３８万余元.申请医

疗救助１２６人.农村代养老人４８人,城镇居

家服务对象１７人.享受困境儿童１０人,发放

１５万元.享受事实无人抚养儿童２３人,发放

２２万元.购买老年人意外保险８０人１９４份,

金额４９９０元.结婚登记２７５对,离婚登记５８

对,补发结婚登记７６对,补发离婚登记２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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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准扶贫　实施巩固提升 “十大行动”

和 “补针点睛”专项行动,整改各级巡视巡

察、审计督查反馈问题,保持扶贫产业规范运

行,全镇８个脱贫村在光伏扶贫实现稳定收

益,从村级光伏收益中发放工资５１４３万元.

以务工带动贫困人口增收,给贫困劳动力提供

生态管护员岗位１７２个、公益性岗位６个、道

路管护员岗位１６个.用好入户资金９０９４４万

元,投入发展生产项目资金２８３１９万元,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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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品种奶牛２７８头,带动贫困户１２１户４７８人,

人均增收６２８１元.建立健全运行管理及效益

跟踪台账,按季度跟踪管理.投入资产收益项

目资金６０６４１万元,在征求群众意见及前期

调研的基础上,按照政策要求将资金投入到社

会信用良好、有实力的企业按１０％进行投资分

红,带动贫困户３１３户１１１９人,年人均增收

６４０元.盘活其他扶贫项目资金１２０３万元,通

过投资收益的方式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实现年

人均增收５９７８元,推动脱贫成效巩固提升向

乡村振兴战略平稳过渡和衔接.以消费扶贫带

动农户增收,减少新冠肺炎疫情对农户收入的

影响,镇党委、政府向１６个行政村的２０余个

联点 帮 扶 单 位 发 出 倡 议,拉 动 消 费 １７５６

万元.

　　１１月２２日,扶贫工作队为贫困户宣讲政策 (青

石嘴人民政府提供)

◆生态建设　抓好中央环保督察组和省、

州、县环保督促边督边改小组交办的生态保护

信访举报问题的整改工作,完成大滩养鸡场、

海鑫公司、铁迈煤矿等重点区域的生态环境整

治 “回头看”工作,建立完善河长制、生态管

护等常态化管护机制,镇村两级河长完成巡河

９４人次,落实白水河河道污染监测、河道采砂

执法等工作.按照 “谁包片、谁管护、谁负

责”的原则,落实林业工作分区包片责任制和

责任追究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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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堆乱放等

问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对国道沿线、街区道

路、村庄主干道、河道渠沟、农户门前院后等

区域整治,对农户环境卫生进行评比.出动人

员９０００人次,各种车辆１０００余车次,清理建

筑、生活等各类垃圾１０００吨.

◆疫情防控　按照党中央和省州县党委的

安排部署,主动担责、守土尽责,第一时间动

员组织全镇各党支部和广大党员干部奋战在疫

情防控一线.采取 “倒排法”第一时间掌握外

省务工７９００余名人员信息,按照返乡意愿分

类划分人员类别,逐人逐户建立工作台账,第

一时间掌握外出务工人员返乡日期、交通工

具、到达时间等信息,做到无缝对接、精准掌

控.对返乡人员,在大门张贴 «温馨提示»,

第一时间进行居家留观,对留观群众和前来串

门人员进行提示警告,采取线上网络视频、位

置共享和线下专人 “一对一、多对一”定点蹲

守的方式严防死守.对未返回人员,发放 «致

省外务工的青石嘴籍乡亲的一封信»,给武汉

务工的人员寄去口罩、酒精,组织镇村干部通

过微信、电话劝说,让原本计划返乡的外务工

人员都留在省外就地防控,降低输入性风险.

将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与做好疫情防

控结合起来,制定婚礼延期、丧事简办、文体

活动取消、群体性聚会取消、宗教活动暂停等

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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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限制性”措施.疫情期间,７９户群众自

发推迟婚宴,１９户简办丧事,１０００多名群众

自发开展宣传、夜间巡逻,形成全员抗疫、全

民战 “疫”的局面.全省确诊病例中涉及青石

嘴镇３例,通过有序应对、联防联控,落实落

细防控措施,阻断输入性疫情的二次传染,筑

起群防群治的战 “疫”防线.在疫情防控常态

化背景下,稳妥推进复工复产,动员全镇劳动

力外出务工,加大劳动力培训力度等措施,实

现输出劳力８８９６人次.对周边海鑫金矿、海

泰煤业等厂矿企业,加大督导检查力度,在做

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指导其复工复产.

◆基层党建　召开党委会议集中学习１７

次,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２０次,学习研讨４

次,夜读班 ２次;开展党支部书记培训班 ２

次,农牧民党员轮训班２次;给３１６名农民党

员征订党内条例读本各５本.各党支部落实党

委安排,对在家党员开展集中学习１１次,每

月播放远程教育５小时以上;对外出党员通过

党员微信联系群开展补课,对年老体弱、行动

不便党员送学３５０人次.以基层组织体系建设

“回头看”为契机,规范机关党建工作,查找

并整改问题７个,完善问题、责任、整改销号

清单,开展党员 “双重信仰”排查整治,与

４９９名党员签订 «不信仰宗教,不搞封建迷信

活动承诺书»;完成下吊沟、石头沟、青石嘴

和社区综合办公服务中心提标提质项目建设.

开展 “七联共建” “红色堡垒”工作,向联姻

结对单位发 «邀请函»１６份,联合开展 “先锋

引领环境治理、七联共建宜居家园”主题党日

１次,党委书记讲党课３次,镇党委委员、结

对单位党组织负责人、社区党支部书记讲党课

３２次.完善 “七个一”机制,巩固提升红山嘴

村软弱涣散党支部整顿成效,近三年发展党员

７人,储备入党积极分子３人,入党申请人１５

人;制定党员发展计划,全年发展党员２８人,

确定入党积极分子６６人.开展机关事业单位

党员到３个社区报到服务,认领党员服务岗

１２９个,实现微心愿１９０个.在人居环境综合

整治、人口普查、惠民项目落实等工作中都发

挥党建引领作用.健全党内关爱帮扶机制,加

强对党员干部的政治关怀、思想关怀、精神关

怀和生活关怀,在 “两节” “七一”等重要节

日期间,先后对全镇老党员、老干部慰问１９０

人次;通过走访、座谈等形式,经常了解党员

思想动态和实际困难,主动解难题、做实事.

将党的领导贯穿村 (社区) “两委”换届选举

工作全过程,压实镇党委委员、第一书记、党

支部书记和驻村干部责任,从２０２０年中开始

对各党支部建设、民生项目落实、后备干部储

备、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等方面,不定期开展分

析研判,期间镇党委会专题研究６次,举办党

员培训班１期,举办支部书记培训班２期.结

合村 (社区)后备干部 “２２３”储备培养计划,

重点把一些群众基础好、综合素质强的致富带

头人、优秀年轻党员、退役军人吸收到后备干

部队伍中来,做到好中选优,优中选强,储备

后备干部２１６人名,其中,村 (社区) “两委”

主要负责人后备３８人,做细做足换届准备工

作.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安排９名党委委

员联点包村,带动２４个支部和４９９名党员冲

锋在第一线,通过采取 “倒排筛查外出务工人

员信息”“温馨提示” “五项限制性措施” “致

省外务工的青石嘴籍乡亲的一封信” “方言宣

传音频”,第一时间设置劝返点等举措,落实

落细省外返乡务工人员居家隔离措施,阻断疫

情传播扩散.通过村集体草原对外承包、购置

２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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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馆实体产业、成立村级农机服务队、投资企

业资产收益等方式壮大村集体经济发展.２０２０

年收入５２０万元,累计１１００余万元.

◆党风廉政建设　落实党委班子和 “一把

手”及班子成员的责任,细化各村 (社区)、

各单位党风廉政责任,分解 “两个责任”清

单,签订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１９份、领导

班子成员 «“一岗双责”责任书»１０份,突出

个性化考核指标,明确工作责任和工作任务.

结合省州县作风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安

排部署,动员部署,开展集中学习５次,并坚

持问题导向,梳理领导班子和干部个人在作风

方面存在的问题,梳理并整改班子问题２条,

个人问题３２条.通报学习中央、省州县纪委

最新发布的相关违纪违法典型案例,开展集体

约谈５次,警示教育２次,县级领导干部专题

讲座１次.发挥村级 “监评会”作用,打造阳

光村务.修改完善 «党委议事规则» «党委理

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等制度规则,执行主

要领导 “五个不直接分管” “三重一大”集体

决策制度.支持纪委监督,延伸和拓展纪检业

务范围,将涉及群众利益的精准扶贫、项目建

设、惠民政策等全部纳入监督执纪范围,为全

镇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纪律保障.把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综合和专项检查结合起来,对各

村、各单位在春节、端午、开斋、国庆等重大

节庆期间值班备勤、公车使用、财务开支、公

务接待等管理规定执行等问题开展监督检查,

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反馈,督促整改.

◆民族团结工作　制定 «青石嘴镇２０２０

年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实施方案»,调整创

建工作领导机构,明确了工作职责.把创建工

作放在重要位置,一把手牵头抓总,研究部署

创建工作２次,结合主题党日,在８月份 “民

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开展 “中华民族一家亲,

同心共筑中国梦”系列活动,促进民族团结

“进乡村、进家庭、进寺院”,在国庆期间,全

镇寺院自发升国旗、唱国歌,行注目礼,在疫

情期间,各族群众捐钱捐物,各民族团结友爱、

携手奋进的氛围日益浓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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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马场

社区被授予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单位”.

◆群团工作　支持群团组织履行职责,召

开职工大会１次,开展趣味运动会、知识竞赛

等 “迎新春”系列活动１次,慰问困难职工、

疫情期间被隔离工作人员１１人,发放 “好家

乡”超市购物券１０２人.培养妇女宣传骨干１９

名,开展妇女烹饪、手工制品、家政服务技能

培训２次８０人次.推进家庭文明建设,联合

青石嘴司法所 “老马调解室”开展农民工、妇

女儿童维权工作.加强团的理论武装,疫情期

间开展青年志愿服务,推进青少年民族团结教

育.组织５００余名工会会员、妇女代表、共青

团员参与到疫情防控、国土绿化、人居环境整

治等重点工作中.坚持党管武装原则,按照

“三个一线”建设标准,实施 “两室一库一家”

建设项目.加强日常训练、集结点验,组织２０

名基干民兵配合公安部门对辖区进行联合巡逻

执勤任务１个月,严格把关,确保兵源质量,

输送入伍新兵７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６人,

完成征兵任务.

◆意识形态工作　借助镇党委理论学习中

心组学习 (扩大)会、“学习强国”、青海干部

３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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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习网、法宣在线等载体,组织全镇党

员、干部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重点学习 «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三卷、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以及省州县

重要会议和文件精神.发挥党报党刊、手机网

络等 主 渠 道 作 用,引 导 群 众 关 注 “金 门 源”

“门源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快手

官方账号宣传作品以及 “大美门源”App节目

内容,发放 «乡村振兴战略宣传小册子»１万

余份,让党的理论、政策 “飞入寻常百姓家”.

紧抓乡风文明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根据 «关于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的

指导意见»,结合人居环境整治、国土绿化、

移风易俗等群众最关心的问题,重新完善 «村

规民约».发挥老党员、寺管会主任、阿訇的

作用,引导简化操办婚丧程序、精简费用,树

立村干部降低彩礼、婚事新办先进典型１个.

结合 “一治两创”工作,发挥支部引领作用,

开展人居环境整治主题党日活动２次,组织党

员带头参与８００余人次,召开人居环境整治实

地观摩会１次,评出 “后进村”３个,约谈相

关村负责人.建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长效机

制,创新建立 “互检互查”“户筹村收”“人畜

适当分离”“等级评比”“积分制”等多种整治

模式.推进开展 “爱党爱国爱门源”活动,发

挥优秀村干部、道德模范、老党员、人大代表

以及疫情防控志愿者作用,进行集中培训和宣

讲,增强群众知恩感恩报恩意识.依托校园文

化、事业单位和机关文化建设,开展 “缅怀先

烈,追忆红色”“庆六一”“干部职工趣味运动

会”“巾帼创业诗朗诵”等各类文明主题活动

３２场次.评选 “五星级文明户”９４７户,五星

级文明标兵户１６户.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九进”活动,举办阿訇和寺管会成员培训班２

次.创建县级 “文明村 (社区)”２个.新申

报县级 “文明村 (社区)”７个.

◆社会维稳　准确处置舆情动态信息,结

合重点工作组织镇属单位、驻地单位、各村召

开矛盾纠纷暨社会治安形势分析研判会议２

次,分析研判疫情防控、全国 “两会”各个阶

段的矛盾纠纷和治安形势,针对存在的问题进

行整改.未定期举办宗教教职人员、寺管会成

员培训班,确保宗教领域和谐稳定.依托 “三

调联动”工作机制,发挥 “老马调解室”作

用,排查矛盾纠纷４３６起,成功调解４２１起.

针对门源种马场草原纠纷历史遗留问题,通过

召开联席会议的形式,协商制定解决方案,问

题得到解决,并处置草原纠纷中利用网络散布

煽动群众等案件２起,行政拘留处罚３人.推

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针对镇区街道监管难度

大,街区 “脏、乱、差”和各类乱象反弹快问

题,与经营户签订 «青石嘴镇经营户自律公

约»３３０份,联合城管队、派出所、司法所、

市监所、交警中队等联合执法,让违章驾驶员

变身文明交通志愿者,进行现身说法.实施

“雪亮工程”,建立村级事务联系微信群开展政

策宣传、业务办理等工作,排除安全隐患、化

解矛盾纠纷,提升群众安全感.在镇区投资近

３０万元安装摄像头１６个,对街道车辆乱停乱

放进行管理.加强值班备勤工作,执行村干部

坐班制度,督促各单位、各村、各社区执行维

稳情况 “零报告”制度,做好值班情况登记

工作.

◆法治建设　推进依法治县,健全完善工

作领导小组,加强对依法治县工作的领导,全

年召开包括涉及街道联合执法、草原纠纷化解

４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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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各类联席会议７次.针对群众法治意识不强

和农村家庭婚姻纠纷比例高等问题,开展 “七

五”普法依法治理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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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 “法德大舞台”５次.加

强新颁布的 «宪法» «民法典»等学习宣传贯

彻,不断增强法制意识.优化法治建设环境,

把解决人民群众最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为

全镇 “法治建设”工作的重要切入点,规范权

力运行,提高窗口单位服务效率,推进全镇各

项工作制度化、法制化,提升依法行政水平.

开辟基层民主自治的新机制新方式新途径,健

全村级 “监评会＋N”工作机制,拓展和延伸

监评会内容,按照 “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

事民管”原则,对人居环境整治、村集体草原

承包、疫情防控等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事

情,由村 “两委”商议、监评会参与、群众同

意后再执行,理顺群众情绪,改善党群政群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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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与泉

口镇毗邻,东与仙米乡接壤,南与阴田乡隔河

相望,北与甘肃省肃南县相邻.距县府浩门镇

２４公里,全镇土地总面积５７４８平方公里,辖

１２个行政村、８９个生产合作社.辖区总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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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镇共有耕地４１９８公顷,其中退耕

地１２７０公顷,可利用草场总面积３４万公顷、

林地面积２０６６６７公顷,是以农为主、农牧结

合、多民族聚居的乡镇.全镇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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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３名,其中女党员７７

名,农牧民党员３８６名,大专及以上学历８６

名.全镇共有寄宿制小学１所,学生９１７名,

幼儿园１４所,入园儿童４２５名.有５个镇属单

位,其中卫生院２个、兽医站２个,社区居委

会１所.

◆指标完成情况　实现农村经济总收入

２４２０６９３万元,同比增长３７％,其中:第一

产业１０５１６１８万元,占总收入的４３４４％;第

二产业４５４２６万元,占总收入的１８８％;第

三产业１３２３６４９万元,占总收入的５４６８％.

全镇粮食单产为２５６千克,油菜单产１４９千

克,粮油良种化率１００％.农膜回收率９８％.

蔬菜种植２８８４公顷.出栏各类牲畜２２万头

(只),肉牛改良１８００头,羊改２８０只.传染病

预防防治次数２５４万次,动物免疫效价合格

率９５％.实现农牧区劳动力转移５０００余人次,

技能培训２００人次,劳务收入１１８０９９万元,

全镇人均劳务收入为２３６１９８元.农牧民人均

纯收入１３００１９１元,同比增长３％.

◆特色产业 　 种 植 当 归、黄 芪 等 药 材

１８６６７公顷;打造以绿色蔬菜种植基地为主的

专业合作社２家,主要种植辣椒、甘蓝等蔬

菜,种植面积达３３３３公顷,年生产各类新鲜

蔬菜８０万千克,年销售额达６００余万元,辐

射带 动 农 户 增 收 ４３０ 万 元,户 均 增 收 １０２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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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农牧业　落实农作物播种４０６６６７

公顷,其中:粮食作物２０４６６７公顷,油料作

物１２００公顷,饲草作物５０６６７公顷,其他作

物３１３３３公顷;发放化肥贷款２６００万元、耕

地地力补贴５００４万元;发放春耕化肥４４万

千克、籽种２１３万千克,流转土地５３３３３公

顷.动员和鼓励群众引进湖羊、西门塔尔肉牛

等优良品种,发放金牛贷 ３０７户 １５３５万元,

湖羊贷１２８户６４０万元.牛羊育肥贩运１６７万

头 (只),出售羔羊３万余只.

◆劳务经济　通过培育和强化经济能人带

动、订单劳务、技能劳务等渠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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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人次,技术培训２００余人次.将环

翠区三年援建资金３００万元进行整合,建设东

川镇惠农农机服务队,购置２１套 (台)农机

具和建设６００平方米厂房,以竞标方式确定第

三方农牧业经营公司负责开展农机作业服务.

农机队服务１７６０户农牧民４６４６７公顷土地,

让利贫困户和农牧户服务费１０４５万元.

◆项目建设　投资７４０万元实施２４６公

里村级道路新建、扩建工程,新建桥涵１座,

新建卫生厕所１１６座、危房改造项目３１户.

维修尕牧龙上村等４个村１０７公里的人畜饮

水管道,配合县级水利部门对浩惠灌渠进行标

准化改造.

◆脱贫攻坚工作　采取针对性的帮扶措

施,在建档立卡劳动力中新设置村级公益性岗

位４９个,临时公益性岗位１０９个,上岗８８个,

发放工资１６５６万元;开发建档立卡贫困户生

态公益管护岗位２１９个,户均年增收１９２万

元;开发农村公路定额养护岗位１６个,户均

年增收０４万元;开发就业扶贫公益性岗位９

个,户均年增收１５１万元;开发光伏公益性

岗位 (保洁员)４２个,户均年增收１万元;全

镇８个贫困村互助资金４８２６３万元,发放借

款４６０２ 万 元,入 会 农 户 １５５３ 户,入 会 率

４９３％,其中贫困农户３１７户,入会率６６％.

评选表彰脱贫攻坚示范户１３户.

◆生态环境保护　抽调人员组建东川镇城

市管理监察大队,出台集镇管理制度、工作制

度、督导制度等,在集中治理的基础上,建立

卫生打扫机制、垃圾清运处理机制、全天保洁

机制、村民自治机制等,印发 «东川镇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管理手册».各村集中整治清理垃

圾１１９８余吨,处理牲畜粪污７８７余吨,整治

乱搭乱 建、乱 圈 乱 占、乱 堆 乱 放 等 乱 象 ７３４

处,表彰奖励 “最清洁”农户２８８户.对辖区

内的３处砂石料厂进行恢复治理.完成义务植

树５４１００株,工程造林３１３公顷.结合河长

制工作和 “河道清四乱”工作,清理河道垃圾

３０余吨.完成退耕还林生态效益验收７６２６３

公顷,发放补贴２２８８万元

◆教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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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免一补”政

策,为２７１名高校学生办理信用助学贷款４１１

万元,为１９４名学生申请三江源异地办学奖补

机制补助金,为７９名贫困学生申请雨露计划.

城乡居民医疗参保人数１８２２９人,完成目标任

务的９７％.乡村医生报酬执行率１００％.全年

人口出生率５２‰,死亡率５１‰,自然增长

率０１‰.

６４２

门源年鉴 (２０２１)




◆社会保障体系　发放临时救助金２５４１

万元,低保金３３９０３万元,特困群众生活费

１０２８３万元.疫情期间对因疫情无法务工的困

难群众和滞留湖北的群众发放救助金４１８万

元.对因疫情导致生活困难的群众发放面粉

２１４袋、油２１４桶、米１０７袋.对受灾农户发

放２０１９年度冬春生活救助金１２４５２万元.发

放养老金５２５７９万元,发放残疾人生活补贴

和护理补贴７６１户４８３６万元,报销门诊特殊

病４２６１人次５４０８万元,住院医药费２４４４人

次１３２０３５万元.

◆疫情防控　疫情期间,建立党委政府统

一领导,村 (社区) “两委”、镇属单位、宗教

寺院等单位参加的防控体系,实行网格化管

理,抑制疫情的蔓延和扩散.与卫生院密切配

合,安排专人专车在动车站、交通检查站等实

行２４小时不间断接站服务,最大程度减少本

县居民与返县人员概率.加强疫情期间各村

(社区)、各单位值班值守,落实值班值守制

度,实行疫情防控 “零报告” “日报告”制度.

疫情期间在全镇１２个行政村村口设置劝返点

３９处,劝返春节期间走亲访友人员,切断病毒

传播途径.做好秋冬季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制定应急预案,利用微信公众号、微信群、宣

传资料等线上线下渠道,做好疫情防控知识宣

传工作,储备一次性口罩１８万只、防护服１０

套、护目镜１０副、医用酒精３２５升.

◆党的建设　组织召开 “五＋四”主体责

任安排部署会议,与全镇１６个党支部签订工

作目标责任书,组织开展党建、脱贫攻坚、作

风建设等各类督查７次.在各党支部建立领导

班子成员和机关党员党建工作联系点,对各党

支部党日活动开展和 “三会一课”制度执行进

行详细指导.组织开展 “两新组织”、农村专

业合作社党组织工作排查和党员 “双重信仰”

排查整治工作.组织召开党委领导班子专题民

主生活会１次、机关党支部专题组织生活会１

次.结合开展 “党员进党校工程”,组织全镇

１６个党支部２４０余名农牧民党员分期、分批次

进行了集中轮训,不断强化党员的政治理论教

育.举办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和预备党员

专题培训班.培养入党积极分子４８名.发展

党员１６名.在 “七一” “国庆”期间,对生活

困难、疫情防控中表现优秀的６１名党员干部

进行走访慰问.以州委授予的 “３６５服务先锋

队”为契机,以构建红色大党委建设为引领,

做强 “党建＋”工程,推进党建工作与各项重

难点工作深度融合,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

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４０余名机关干

部进社区开展志愿、帮扶等活动,主动认领微

心愿,组织无职党员开展设岗定责活动,有

２６０余名党员主动认领环境整治示范岗、环境

整治监督岗等岗位,使各项重难点工作得到推

进并完成.争取资金２３５万元,对尕牧龙上

村等８个村的党员活动室进行维修,争取资金

６２万元在８个村文化广场安装旗杆等设施,

将２０２０年中央财政扶持村集体经济发展资金

１５０万元投入到门源县城投有限责任公司和寺

尔沟村企合作社,每年按８％和７％的比例投

资收益.全镇村集体经济收入 ５３３１２万元,

平均收益４４４２万元,各村村集体经济收入均

在１０万元以上,其中２０万元以上６个、５０万

元以上５个.组织开展现任村 “两委”干部满

意度测评,做好储备人选资格联审、宣传引导

群众、村 (社区) “两委”主要负责人 “一肩

挑”、选情分析研判、村级财务审计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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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镇储备村 “两委”人选１７３名,其中储备书

记人选２６名、主任人选２６名、支部委员７８

名、村委委员１００名.全镇１２个行政村和１个

社区现任班子全部实现主要负责人 “一肩挑”.

◆党风廉政建设　建立健全 «党委决策重

大事项议事规则»«东川镇党委会议议事规则 »

«东川镇镇长办公会议事规则»等各项纪律制

度和工作规范,研究制定 «中共东川镇党委落

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清单» «中共东川镇

纪委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清单»等多项

廉政规定和工作人员廉洁行政工作规范,领导

班子成员签署廉政承诺书,组织各类专题学习

４次,专题研究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２次,

开展纪律作风谈话３次.在镇机关和各村设立

了廉政文化长廊.开展 “不担当不作为”专项

治理活动,先后对贯彻落实扶贫工作不力的４

名村干部进行了问责处理,开展重点领域集体

约谈１次,开展重点工作督查２次.

◆精神文明建设 　 健 全 完 善 村 (社 区)

“一约四会”制度,建立东川镇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和寺尔沟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 “五

星级文明户”创建活动,评选出五星级文明户

３７８户,选树五星级文明标兵户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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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人,开展道德

讲堂１３次.组织群众参加 “爱党爱国爱门源”

农牧民大合唱、开展 “民族团结杯”广场舞大

赛等活动,申报并确定麻当村为全国乡村旅游

示范村.

◆民族团结工作　开展以党的民族理论政

策、法律法规等为内容的宣传教育工作,组织

开展了 “民族团结杯”农牧民广场舞大赛和民

族团结职工趣味运动会.疫情期间,全镇５座

清真寺和１座藏传佛教寺院积极响应党和国家

号召,执行 “两个暂停”,５名阿訇和２名僧侣

每日上报动态,做到严格管控.疫情期间各个

宗教寺院为疫区捐款２７６万元.

　　１月１９日,东川镇举行第九届农村文化活动月及

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活动 (东川镇人民政府提供)

◆综治维稳　推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

制,组织人员对各村社、扁门高速、国道３３８

线等项目施工地段,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对流动人口的管控和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极端行

为等重大风险隐患进行排查,建立完善各类台

账.配合县委政法委实施综治中心会议室大屏

系统等项目.排查各类矛盾纠纷２８起,成功

调处２８起,调处成功率达１００％.推进公共法

律服务 “实体、热线、网络”三大平台建设,

实现东川镇公共法律服务站全面升级,将其与

“３６５调解室”的运行相结合,形成便民 “一站

式”服务,提升群众满意度.“３６５调解室”调

解各类矛盾纠纷９５件,调解成功９２件,调解

成功率９６８％.宣传扫黑除恶和法律法规知

识,对 “七五”普法工作进行自查,完成考核

验收资料的网上报送工作.落实安全生产 “党

政同责、一岗双责”机制,结合安全生产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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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 “三年行动”,开展食品药品、道路交通、

消防、森林草原防火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

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全镇安全生产总体形

势稳定好转.

◆依法行政工作　把依法治理工作列入重

要目标来考核,举办法治宣传员、人民调解员

培训班,严格按照 “七五”普法规划开展普法

工作.推进党务政务公开,健全完善党内情况

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重大决策征求意见

制度,健全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机

制.加强手机村务通建设、完善政务信息公开

平台.完善镇、村、社区安置帮教网络,刑释

解教人员、社区矫正人员帮教工作机制,法律

援助服务水平得到提高.加强对公职人员网上

学法用法和法律培训力度,干部学法用法、依

法办事的意识得到提升.

◆群团工作　加强责任型政府、服务型政

府建设,强化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和防震减灾能

力建设,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的生产生活.完善

统计工作机制,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

作.加强便民服务中心规范化建设,强化机关

效能管理,切实推行 “六公开”制度,实施机

关效能建设绩效考核制度和工作首问责任制,

日常工作绩效纳入年终考核,杜绝工作时间窗

口空岗现象.开展乡镇人大落实年活动,坚持

政府重大工作向镇人大主席团报告制度,自觉

接受镇人大的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强化党管

武装的责任意识,坚持经济建设与武装建设共

同安排、共同落实、共同推进,完成兵役登

记、年度征兵、民兵组织整顿、基层武装 “三

室一库”标准化建设等各项工作任务,投资７

万元完成基层武装达标建设任务,在州军分区

组织的军事训练中１名人员获得战术第一名和

射击优秀荣誉称号.共青团、妇联、关工委、

残联等组织,充分发挥智慧和力量,主动服务

工作全局,转变群团职能,开展各类志愿服务

活动,在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凝聚群众、引

领群众中,彰显群团工作特色.

(审稿:白学龙　撰稿:王　珍)

泉 口 镇

概述　泉口镇位于门源县城以东１０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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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里,有耕地

５４６７２公顷,草场１８万公顷,清真寺院１２

座.有灌溉水渠 １１７７公里,各类存栏牲畜

６０８万头 (只).下辖１８个行政村、３８个自

然村,辖区内居民５２９４户２０５９０人,有汉族、

回族、藏族、土族、蒙古族等民族,其中少数

民族人口８８５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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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镇实现总收入２７亿

元,其中:农牧业收入的１２３亿元,占总收

入的４５５％;第三产业收入的２４３０万元,占

总收入的９％;劳务收入达８１００万元,占总收

入的３０％;政策性收入４１８５万元,占总收入

的 １５５％. 农 牧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１３１４４１６元.

◆传统农牧业　发放春耕信贷资金１０８２

户４３５６万元,农作物播种５３８０公顷,青稞单

产２６０千克,油菜单产１２５千克.发放青稞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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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９８吨,油菜７３５吨,饲草籽种９３吨,化

肥２４吨,箭舌豌豆２７２吨;发放耕地地力保

护补贴６８８４５万元;落实草原生态保护奖补

资金５０万元;存栏各类牲畜６０８万头 (只),

出栏牲畜１９万头 (只),防疫防治２７３６万

头 (只).

◆特色农牧业　流转土地种植中藏药材、

蕨麻等特色农作物３３０７公顷,种植百合２公

顷,种植香菇３０万棒.以青鲁园高原冷凉蔬

菜基地为主的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年产各类蔬果

７８４７公顷３２１吨.落实州县支农资金以贴息

方式贷款养殖西门塔尔肉牛、湖羊,西门塔尔

牛贷发放１９８户９９０万元,湖羊贷发放１０１户

５０５万元.

◆项目建设　评审通过 «泉口镇总体规划

(２０１５—２０３０年)»«门源县泉口镇美丽城镇市

政基础设施专项规划» «门源县泉口镇美丽城

镇风貌专项规划».实施投资了７００万元的鲁

青园二期旱台高原美丽乡村建设项目、投资

３９０万元的农牧民培训中心建设项目、投资

４５５万元的泉口镇清洁供热工程项目、投资

２７７万元腰巴槽乡村振兴示范点综合建设项目

和投资１３０万元俄博沟村高原美丽乡村建设.

投资１５６万元对牙合、沈家湾、后沟、腰巴

槽等村２３处人饮管道进行维修,对窑洞庄村、

俄博沟村河道进行防洪石笼建设.新建西河

坝、黄田村、窑洞庄村共９５５公里村级道路,

维修建设涵洞２处,配合扁门高速、国道３３８

线项目部做好辖区内公路的日常维修养护工

作,保证群众正常生产生活.完成 “厕所革

命”任务,完成１１０座户厕和２座农村公厕建

设,实施农村危旧房改造１４户,完工后入住.

　　１０月１９日,新建成的泉口镇易地搬迁惠泽园小区 (泉口镇人民政府提供)

　　◆精准扶贫　整改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

“回头看”反馈４条问题、２０２０年国家督查反

馈问题９条.国家成效考核反馈问题１４条以

及省、州、县巡视巡察反馈问题及 “国扶”系

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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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数据清单,完成整改４９条.加强４５０万元

的贫困村互助资金项目管理,规范资金运行及

操作程序.加强建档立卡贫困户到户产业扶持

项目管理,总投资１４３８７２ 万元,开展效益

分析和资金监管.落实２０２０年新增到户产业

项目资金２６８８万元,对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村集

体经济发展项目３０２２３５万元,开展投资收益

监管,２０２０年收益１６７６２万元.加强９个贫

困村２０１８年４５０万元村集体发展资金光伏发

电项目管理,收益 ２４５６７ 万元.加强大庄、

大湾、西河坝、旱台、多麻滩、花崖村等村

２０１９年５０５万元村集体经济自主发展项目管

理,实施香菇、蕨麻、西门塔尔肉牛等特色种

养殖.加强多麻滩等５个村２０１９年山东援建

资金管理,投入门源县佳联冷水渔业有限公

司,实现年分红７５万元.开展各类技能培

训,举办挖掘机、电焊等培训班４期,培训人

次３００人次,就业转移劳动力５２１２人次,全

镇劳务总收入８１００万元.其中输出贫困劳动

力８９７人次,劳务收入７４０８６万元.开发保

洁、绿化、护路、档案管理、巡查值守等公益

性岗位１５２个,吸纳脱贫劳动力９１人,人均

增收１万余元.后沟、沈家湾两村易地扶贫搬

迁房建项目、配套设施项目完工并验收,两村

搬迁入住４３７户,已搬迁入住３３３户,入住率

８１３％.完成自筹资金收缴４２７户３９２３８８万

元,收缴 率 ９８９６％,贫 困 户 收 缴 率 １００％.

推进拆旧复垦工作,完成旧房拆除３３９户,拆

除率９８５％.实施后沟、沈家湾村易地扶贫搬

迁后续产业发展项目,将３０２万元资金投入青

海生态源物流服务有限公司,以投资收益的方

式实现年分红１５万元,为两村搬迁群众提供

就业岗位５０个.后沟、沈家湾村３２００万元后

续产业发展资金用于建设香菇种植基地项目,

完成 招 投 标,解 决 两 村 搬 迁 群 众 产 业 发 展

需求.

◆生态环境保护　制定 «泉口镇农村人居

环境集中整治 “百日攻坚”实施方案» «泉口

镇关于限期拆除乱搭乱建乱圈乱占的通知»

«泉口镇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长效管护机制

指导意见»等,以 “三清一改治六乱”为主攻

方向,因地制宜,制定环境卫生八项标准.实

施 “１＋５＋N五长制”服务体系,破解人居环

境整治推进难、巩固难、长效管理难等难题,

实现人居环境整治 “有队伍、有标准、有制

度、有监督、有奖补”的 “五有”目标.开展

进村入户宣传教育１４０５场次,发放宣传资料

９０３８份,张贴宣传标语４６９条,发动农民群众

整治３２万人次,出动大小车辆 １８７０台次,

投入 各 类 资 金 ９３９６ 万 元.完 成 义 务 植 树

２１０７公顷５２７７２株,完成蘑菇掌项目造林１８

公顷,完成１２７９５公顷退耕还林地县级验收,

开展林业有害生物巡查６次,与各村签订 «防

汛安全责任书»,完成镇级巡河任务５６次,村

级巡河任务２７７次,开展河湖 “清四乱”专项

督查整改行动,对全镇河道 “四乱”问题督查

３次,发现 “四乱”问题６处,整改完成６处,

完成州、县两级督查的河道乱建、乱倒问题

２处.

◆社会保障　实施临时救助２６０户１０１９

人,发放救助金３１２９９万元;救急难１０户４８

人,发放救助资金２９９１万元.农村低保４６５

户１１２５人,特困人员分散供养４９人,集中供

养６人.发放高龄补贴７７７人７４万元,发放残

疾人两项补助５３５人,发放残疾人辅助器具３５

人.新农村养老保险参保 １２１６５人,参保率

１５２

乡镇农牧场




９５６％,待遇发放２１４１人４５３５４万元.新农

村居民合作医疗保险参保１８９３８人,参保率

９７９％,住院业务办理１７８０人次,报销医疗

费用４５７３６万元.完成孕前优生检查１０４对、

婚前检查５５对,新生１５２人,申报独生、双

女户大学生奖学金１７人.开展康福家新康福

家新家庭计划活动,创建绿色文明示范户１８

户.全镇适龄儿童入学率１００％,适龄少年入

学率９９８８％,初中阶段入学率１０１１５％,申

报三江源异地办学奖补资金学生共１９７人,贫

困家庭大学生、中高职学生资助率１００％.

◆疫情防控　疫情期间,对省外返乡人员

实行党员 “１＋N”管控措施,按照 “不落一

户、不漏一人、不断一天”的要求,采取逐户

逐人包保的方式,开展全覆盖健康排查,排查

２６５８人次,设立劝返点８１个,劝返车辆２６０８

车次、探亲访友人员４３９７人次.接转返镇群

众４８４人.全镇党员、干部捐款１３２２万元,

组建疫情防控党员先锋队１９个、党员示范岗

２３个,组织１８５８名志愿者参与到防控工作.

按照 “红事暂缓,白事从俭”要求,１１０户农

户自觉取消和延期结婚、贺寿等活动.实地检

查辖区企业和合作社运营情况,做好人员排

查、体温检测、消杀防疫、物资配备等工作,

稳妥迅速复工复产.

◆党的建设　巩固 “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成果,开展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宣

讲,举办党员冬春轮训班２期,培训党员、积

极分子等１６０人.选派第一书记及扶贫工作队

员３６人次、村 “两委”班子成员１９人次、党

员干部１０人次、农牧民党员１４人次参加 “党

员进党校集中轮训工程”.制定印发 «泉口镇

２０２０年党建工作要点»,与全镇２０个党支部书

记签订 «泉口镇２０２０年党支部书记抓基层党

建工作目标责任书».结合 “７１０”工作机制,

建立完善一月一计划、一月一汇报、一月一督

查、一月一总结、一月一点评的 “五个一”月

督查机制,形成以清单式领题、项目化推进、

台账式管理、严要求落实的责任链条.制定

«泉口镇村 “两委”干部 负 面 清 单 管 理 制 度

(试行)»«泉口镇村 “两委”班子及村干部绩

效考 核 管 理 办 法 (试 行)».落 实 “三 会 一

课”、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等基本制度,

按照基层党组织阵地建设标准,对各党支部活

动阵地进行规范设置,落实海北州发展党员

“七项制度”,全镇按期转正党员３１名,发展

党员２７名,吸收入党积极分子４４名.推进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党建项目,通过 “党支

部＋合作社＋公司 (基地)” “党支部＋合作

社＋能人 (农户)”两种发展模式,培育旱

台、大湾、多麻滩３个村发展香菇种植业,花

崖、大庄发展青稞、青饲草和蕨麻特色种植

业,大湾、西河坝村发展西门塔尔肉牛养殖

业,村集体经济形成了香菇、蕨麻、西门塔尔

肉牛、湖羊、冷水鱼等一批特色种养产业,全

镇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达２０万~４０万元１６个

村,４０万元以上的２个村.推进旱台民兵连

“双实训基地”党建品牌,省委组织部将旱台

民兵连确定为全省 “党支部组织生活共享阵

地”,全年接待５４场６５６人次开展组织生活.

印发 «泉口镇２０２１年村 “两委”换届工作实

施方案»,成立换届选举工作领导小组,对１８

个村的村情民意、班子现状等进行摸排,组织

各村开展排队归类、三务公开、民主测评、矛

盾纠纷排查化解等前期准备工作,健全完善

“２２３”村级后备干部库,落实 “两推一选”,

２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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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严守工作程序,完

成全镇１８个村村 “两委”换届选举工作,１７

个村实现书记、主任 “一肩挑”.

◆廉政建设　制定印发 «泉口镇２０２０年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安排及工作计划»,与镇党

政领导班子成员签订 “一岗双责”责任书,与

各党支部、村务监督委员会、镇属各单位签订

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书.开展 “五一”、国

庆节假日期间作风纪律建设监督检查,对节日

期间公车封存、值班值守和财务大额支出等情

况进行监督检查,开展执纪监督３４次,对各

村临时救助申报、产业到户、投资收益和资金

使用等情况督查２８次.对７名履职不到位的

“村两委”主要负责人、４名第一书记进行约谈

提醒,对１名支部书记和１名第一书记因工作

责任缺失在全镇范围内进行通报批评,对１名

违纪违法的党员进行党纪处分.组织节前廉政

集体提醒谈话３次、全镇干部警示教育大会７

次,镇党委书记集体约谈提醒会３次.开展作

风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制定 «泉口镇

作风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组织各类学习１８次,专题研讨１次,班子征

求查摆问题１１条,班子成员及科级干部共征

求查摆问题２８条.

◆精神文明建设　制定印发 «泉口镇２０２０

年宣传思想工作要点»«泉口镇２０２０年精神文

明建设工作实施方案»,利用党委理论中心组、

党员固定活动日及学习强国、干部教育网络平

台、微信公众号、镇村社三级微信群等 “线上

线下”学习宣传渠道,组织各类专题学习、研

讨交流１３次,领导干部到联点村上党课 ３４

次,开展道德讲堂５次,发放相关书籍１０００

余本.完成泉口镇生态文明乡镇及旱台、腰巴

槽、泉沟台等１０个村的生态文明村申报工作.

修订完善 “一约四会”,签订 «人居环境门前

三包 责 任 书»、发 放 «给 农 牧 民 群 众 的 一 封

信»,引导群众改变陈规陋习和不良生活习惯.

评选出 “五星级文明户”４６６户、“五星级文明

户”标兵户９户,好婆婆６个、好媳妇６个、

孝老爱亲２个、最美家庭２个、人居环境标兵

户１个.组织开展了进行 “爱党爱国爱门源”

系列活动、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系列慰问

活动、关爱贫困儿童庆 “六一”活动、“七一”

主题党日活动、 “助力乡村振兴家庭环境卫

生整治巾帼行”大练兵暨 “晒一晒我家小院”

随手拍、迎中秋庆国庆活动等.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整合司法所、派出

所及村警等力量,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

寺院法制宣传月等活动,召开群众性及寺院宣

传会２２次、张贴宣传标语５０条、悬挂横幅３７

条、发放学习资料２０００余份.强化对宗教寺

院及教职人员的规范化、制度化管理,健全完

善各项工作制度,不定期开展寺院安全隐患排

查整改,在古尔邦节等重大节日开展教职人员

座谈及慰问.规范全镇生产经营户门头牌匾.

整改清真标识１８个;排查１２座清真寺阿式风

格建筑,完成３座清真寺整改任务.常态化指

导检查寺院疫情防控工作,落实卫生、值班、

检测等工作制度,联合镇卫生院进行评估,确

保１２座清真寺院安全正常开放.

◆社会治理　做好三月敏感期、全国 “两

会”等敏感节点、重要时段和节庆期间的维稳

安保工作,落实帮教管控和联防联控打击措

施,落实 “一对一” “多对一”的帮扶管控机

３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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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开展６１名精神障碍患者管控以及２６名安

置帮教、５名社区矫正人员的教育、帮扶、转

化工作.建成镇级网格化管理中心１个,村级

网格化管理中心１８个,完成镇级综治中心实

体化建设,调整网格管理员９０人.以 “１＋５”

模式,创新推行 “五联＋”基层社会治理工作

法,实行镇综治办 (扫黑办)、派出所、司法

所、各村 “两委”政策联讲、工作联动、矛盾

联调、治安联防、乱点联治的联动合作机制,

建立以党支部书记为责任人,村警、驻村干

部、民兵、治安联防巡逻队员为具体成员的矛

盾纠纷排查信息队,实行 “一台账三清单”矛

盾纠纷台账管理制度,成功化解矛盾９７起.

推进扫黑除恶 “六清行动”,结合农村人居环

境集中整治工作,梳理归纳小集镇人居环境、

市场秩序、交通秩序、校园周边环境４个方面

１３项问题,研究制定 «泉口镇小集镇问题综合

整治实施方案»,改善集镇面貌.统筹政府、

司法、交警、派出所等多部门资源、整合多部

门力量,组建 “多元宣讲团”开展法律 “七

进”活动,举办以村 “两委”成员、人民调解

员、村警为主的 “法律明白人”培训班,镇村

干部走访农户４６００余户２万余人次发放宣传

资料３万余份,悬挂横幅、标语２００余条,制

作展板６块.

(审稿:张　萍　编辑:吴钧文)

皇 城 乡

概述　皇城乡地处县境西端,南与祁连县

默勒镇扎沙村毗连,北与甘肃省山丹军马场接

壤,距县府驻地６０公里,占地面积７４２平方

公里,是一个以蒙古族为主,藏族、汉族、回

族、土族、满族六个民族聚居的纯牧业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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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民族１６３９人,占总人口的８５％,其中蒙

古族８０７人,占总人口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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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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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总数１４１名,其中女性党员３３名,

少数民族党员１１２名,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

党员２４名,预备党员５名.全乡建档立卡贫

困户１５户３９人.

◆指标完成情况　全乡经济纯收入４０６４１

万元,人均纯收入２０８５２元,较２０１９年增长

５１％,完成目标任务的１０６％.存栏各类牲畜

７３６０５头 (只、匹),其中牛６８９０头,羊６６５６５

只,马１５０匹.全年总出栏各类牲畜３１９８１头

(只),其 中 牛 １５１６ 头,羊 ３０４６５ 只 (羔 羊

２２２３９只),实现牧业总产值４５１０８５万元.

◆畜牧业生产　发展 “互联网＋”电子商

务经济,推动消费模式共享化、设备智能化和

场景多元化,使单一的养殖销售收入向技术

化、信息化、网络化销售方式转变.借助皇城

“老牧人”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电子商务平

台,进行网络平台牛羊肉销售.在西宁市开设

皇城老牧人牛羊肉线下直营店,销售额增势明

显,全年线上线下销售额 １８４４万元.制定

«皇城乡生态畜牧业建设及天然草场保护工作

实施方案»,以 “老牧人”生态畜牧业品牌为核

心,做大做强皇城乡有机生态畜牧业品牌,增

加畜产品附加值,建设保障生产的饲草料基

４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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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推动有机肥收集、加工发展的生态畜牧业

建设.以保护草原生态环境为目标,开展外乡

人员租赁皇城乡草原进行经营的清退工作和欧

拉羊的淘汰工作.

◆项目建设　完成４２座旱厕 “厕所革命”

任务.完成１４公里道路养护里程,协助交通

局完成浪塘—神沙沟１０公路砂路工程,给牧

民夏季牲畜转场提供便利.山东援建１００万元

投入到皇城老牧人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每

年按一定分红比例为全乡四个村村集体分红,

增加村集体收入.配合县发改部门做好农牧民

综合培训中心建设项目,完成项目主体工程.

针对冬春季人畜饮水不稳定、饮水供需不平衡

问题,与水利主管部门衔接沟通,通过项目争

取、实地勘验后,新增水源地１处、蓄水池１

个、饮水主管道８公里.申报成功投资５００万

元的东滩村人畜饮水改造升级工程.

　　８月１０日,工作人员回访脱贫户 (皇城乡人民政

府提供)

◆精准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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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从贫困户意愿以投资分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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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年 累 计 分 红 ５１８ 万 元,户 均 增 收

１９２０元,人均年增收６４０元.根据动态管理机

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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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减少１人

(自然死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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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乡建档立卡贫

困户１５户３９人.每次动态调整均按照程序开

展,建立档案资料.规范公益性岗位开发管

理,三年来,落实生态公益管护岗位聘用贫困

户７人,涉 及 贫 困 户 ７ 户 ２７ 人,户 均 增 收

１５０００元,人均增收３８８８元.

◆生态环境保护　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州县

委关于 “一治两创”的安排部署,召开整治工

作部署会、推进会、问题整改会议,将环境卫

生整治纳入各村 «村规民约»之中,建立环境

管护队和村级保洁员队伍开展日常清洁维护,

建立 “一户一册”环境卫生整治台账３００余

户,庭院绿化完成１８０户, “一户一册”中收

集归纳房前屋后整治前后照片、责任书、整治

手册等资料.制定完善 «皇城乡村庄管理制

度»«皇城乡农村环境保护长效管理制度»«皇

城乡生活垃圾处理管理制度»等７项机制,保

障村庄环境整治工作规范化、制度化、长效

化.建立 “户保洁、村收集、乡转运”的 生

产、生活垃圾收运处理体系,设置牲畜粪便堆

放点,拆除乱搭乱建３８０平方米,拆除草场无

用破旧 房 屋 １３ 户 ８９０ 余 平 方 米,拆 除 土 墙

２８００余米,河道清理１２０余公里,道路维修

１５公里.整改清单销号 ９０ 余条,铲平鼠堆

１７００余个,开展保护草原草皮虫草禁采行动４

次,发放宣传材料４００余份,发放通告５０余

份.与其他毗邻乡镇 (场)签订 «皇城乡、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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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嘴镇、苏吉滩乡、门源种马场毗邻地区 “一

治两创”工作协作联治联创协议书»,推动毗

邻乡镇 (场)间在 “一治两创”及维稳、安全

生产、民族团结等工作的开展.

◆社会各项事业　落实 “两免一补”政

策,协助完成２０２０届高校学生三江源异地办

学奖补机制,补助本科生 １２ 人、专科生 ２３

人.２０２１ 年 度 医 保 金 收 缴 全 乡 应 缴 费 人 员

１４００ 人, 实 际 缴 费 人 数 １３９６ 人, 参 保 率

９９７％.享受低保 ５４ 户 ９５ 人,发放低保金

４１９３５６元;特 困 人 员 １０ 人,发 放 特 困 补 助

１６９８９６元;享受高龄补贴９８人,发放高龄补

助１２６９８０元;临时救助３５户８７人,其中大额

救助５户１６人,发放金额１０６３４４元,小额救

助３０户７１人,发放金额１５８８８３元.计划生育

奖励扶助政策落实率１００％,全乡牧户５３０户

１９４９人,其中已婚育龄妇女３７８人.独生子女

户４８户,双女户４５户.出生１４人,其中男性

８人,女性６人;死亡１１人,其中男性６人,

女性６人.出生人口政策符合率、政策外多孩

率控制在年度工作目标计划之内.４月、１１月

分别召开皇城乡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和

第六次会议,５月中旬和１１月初组织人大代表

视察人居环境整治情况和污水处理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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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乡政府联合乡卫生院对小集镇各

商户开展食品安全检查,对检查出来的过期食

品等进行集中销毁.完成兵役登记２３名,征新

兵１人.完成民兵点验工作,参点率达１００％.

◆基层组织建设　落实基层党建主体责

任,组织领导干部开展 “逢十”学习 ２８次、

党委中心组学习２１次、学习研讨５次,乡村

两级干部参学率９８％.开展 “一名党员一面旗

帜”评比、谈心谈话、 “五统一”支部党日、

党员义务奉献日、草原流动服务等活动,六支

部联合开展 “忆党史、感党恩、强党性、肃党

纪、正党风”主题党日活动.发展积极分子１２

名,发展党员５名.按照 “２２３”村级后备干

部人才培养计划,完善后备干部库,储备后备

干部６０人,完成村党支部换届选举工作.在

“１２３”党建直通车的基础上,创建皇城蒙古族

乡民俗文化展览馆党建品牌,展示皇城乡党建

工作发展历程,弘扬和传承蒙古族乡民俗艺术

文化.

◆精神文明建设　制定 «皇城乡精神文明

工作方案» «皇城乡推动移风易俗工作方案»,

以 “公民道德周”“人居环境视察”“法律明白

人”活动为契机,每月进村宣讲２~３次;开

展 “金色草原、魅力皇城”微信公众号、皇城

乡党建知识微信群、“党员学习教育平台”远程

送学活动;开展以 “迎新年、庆元旦” “疫情

期间、巾帼担当”为主题的迎新年线下活动和

庆 “三八”线上活动、表彰２０２０年度在疫情

期间表现突出的６名 “巾帼志愿者”;开展结

对帮扶 “两节”慰问、“植树”“抗击疫情捐款

仪式”活动;开展 “全国疫情防控最美志愿

者”、第四届全县道德模范申报、“五星级文明

户”创评活动,皇城乡北山村牧民扎西尼玛被

评为 全 县 第 四 届 道 德 模 范;开 展 “好 公 婆”

“好青年”“最美家庭”“最美庭院”评选活动,

评选出８户个人、４户家庭和４户庭院,彰显

最美风尚.

◆党风廉政建设　压实全面从严治党 “两

６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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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责任”,落实民主集中制和 “五个不直接分

管”制度,开展作风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专项行

动,检视解决班子问题２条、班子成员问题１０

条.以 “金色草原魅力皇城”微信公众号为载

体开展为期一周的廉政宣传活动.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建设和加强德治的重要指

示,组织全乡领导干部签订 “廉政承诺书”１５

份,引导领导干部拧紧廉洁从政的 “瓶口”.

◆平安法治建设　举办法制宣传日、法律

知识竞赛、法律咨询、集中学习培训等活动,

送法上门,提升干部群众的法制观念和法律素

质.开展 “法律进乡村” “法律进寺院”法律

八进活动,开展以建设 “平安皇城、和谐社

会”为主题的宣传活动,法律宣传１２场次,

专项宣传活动１场,流动办公服务４次,提高

牧民的知晓率、参与率和安全感满意率.发挥

网格化管理作用,运用１９个网络片区微信群

了解动态,不定期开展宣传、隐患排查工作.

各村落实群防群治、防火、防盗、防破坏、防

突发事件等各项防范措施.开展矛盾纠纷大排

查、大化解,排查调处各类矛盾纠纷１０起,

调处成功１０起,调处成功率１００％.全乡有治

安巡逻队５支,人民调解员１９人,村警４人,

矛盾纠纷排查信息员２３名.

(审稿:张　燕　撰稿:马　燕)

苏吉滩乡

概述　苏吉滩乡位于县城西部,浩门河南

岸,距县城５０公里,南依达坂山岭与大通、

海晏两县为界,北临大通河与祁连扎萨、皇城

乡相望,西与祁连县为界,东与青石嘴镇接

壤.是一个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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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０户２１０６人.全乡总面积６８０平方公

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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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９５８公顷,其中饲草料地３９５８公顷.冬春

草场全部实现围栏,夏秋草场围栏９３３３３３公

顷.全乡经济总收入５５８８万元,净收入３９１４

万元,畜牧业收入３２２０万元,农业收入３９６

万元,劳务经济收入１９３万元,其他收入１０５

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９０１５元.

◆项目建设　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助力 “乡

村振兴”,完成投资１３４万元的集木质长廊、

硬化道路、木质围栏建设、党员活动室改造升

级等为一体的燕麦图呼村高原美丽乡村建设.

实施文化旅游局投资６７０万元的物资储备建设

项目,完成总工程量的７０％.完成苏吉农牧场

硬化道路３公里修建任务.完成苏吉湾村２４

户集暖廊改造、围墙新建及修缮、庭院美化、

外立面粉刷等为内容的农牧区居住条件改善工

程.完成苏吉湾村主干道２４６米人行道建设、

２１２米硬化道路补修和３户大门改造为主的苏

吉湾村风貌改造建设项目.完成投资３１万元

总长１２１８米的苏吉湾村主干道木制围栏 “一

事一议”建设.投资３００余万元的山东援建苏

吉滩乡农牧民培训中心建设项目和乡政府大门

正在修建中.完成 “厕所革命”下达的５０处

户厕建设任务,２处旅游公共卫生厕所正在建

设中.

◆畜牧业生产　按照 “调整畜种、优化品

种、加快周转、提高效益”的原则,鼓励和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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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群众做大做强畜牧业特色产业.接羔育幼实

行包村领导责任制、兽医逐村走访制,强化母

畜仔畜补饲和舍饲半舍饲养殖.牛羊育肥３８

万头 (只),动物防疫４０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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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草原灭鼠１７２

万余只,灭毒草３３３３３公顷,草场施肥改良

５９３３３３公顷.

　　１１月３日,乡兽医站及村 “两委”工作人员开展

动物防疫及牛羊保险工作 (苏吉滩乡人民政府提供)

◆社会各项事业　强化扶贫产业项目动态

掌控,关注牲畜收益状况,实行项目跟踪问效

机制,加强对扶贫产业项目的监管,让扶贫项

目 “落地生根”、发挥效益.全乡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５５６０元.落实草管

员、护林员、祁连山大牧场、苏吉滩农牧场等

转移就业４０人,全乡贫困户实现医疗救助全

覆盖.对全乡特困供养人员、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孤儿、低保等人员共１０９人发放各类补助

金额５２９５万元,发放临时救助、高龄补贴、

实物等２９１人１７２４万元.

◆推动经济提质升级　强化产业转型升级

“带动力”,打造畜牧业产业新高地.按照 “优

化畜种,整村推进”的原则,完成扎麻图村从

大通牛场引进６０头种公牛和８０只种公羊分户

发放工作,５０户牧民收益;特色养殖继续扩大

乌骨羊养殖规模,养殖数量２００余只;巩固高

原现代生态畜牧业成果,加大舍饲半舍饲养殖

和牦牛 “提纯复壮”建设力度,发挥各村专业

合作社、养殖场带动作用,提升高原现代生态

畜牧业建设再上新水平.依托祁连山大牧场优

势,引导和发展乌骨羊、浩门马等特色养殖,

将周边群众以收购畜产品、吸收务工等方式,

发展生态型养殖,形成 “一村一品”的特色产

业,并做大做强,使特色产业成为带动全乡经

济发展的新引擎.鼓励牧民群众以自种或与种

植户签订饲草料订单等方式扩大饲草料种植面

积,实施 “粮改饲”项目,将生产的饲草料进

行加工,落实长草短喂、短草槽喂等方式,通

过修建青储窖等,减少秸秆和饲草的浪费,提

高利用率和储存量.完成饲草料种植面积２００

公顷,“粮改饲”项目７４６７公顷.

◆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执行草原生态奖补

机制,开展灭鼠、灭毒草、草地灌溉施肥和草

地补播工作,改善草地生态环境.完成草原灭

鼠１７２万余只,灭毒草３３３３３公顷,草场施

肥改良５９３３３３公顷.执行 “河长制”工作责

任制和辖区矿山集中整治工作,联合县级联点

单位建立完善矿山整治整改清单及问题台账,

对乡属河流和辖区内矿山定期进行巡逻检查,

实现河库矿监管全覆盖,完成巴拉哈图岩金矿

９间彩钢房的拆除和垃圾清运工作.开展人居

环境卫生整治 “百日攻坚”行动.在征求各方

意见建议的基础上,结合牧区实际开展为期

１００天的人居环境集中整治活动,制定 «苏吉

滩乡人居环境卫生整治工作管理考核办法»,

以制度机制提升农牧民群众整治环境卫生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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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性和卫生评比的科学性.各村配备垃圾清运

车７辆、户外垃圾箱等清运设备２２个,开展

评比活动１０次、集中整治活动９０次,参与人

数２０００余人次,清理垃圾７００余方.全乡干

部群众主动认领绿化任务,明确管护员职责,

划分责任片区,完成国土绿化栽植任务２９２

公顷,义务植树１３６公顷,补植补栽１２６７

公顷,栽植沙棘、云杉等苗木４１万余株,购

置网围栏３０００米,杆子３１０根.

◆党的建设　坚定 “四个自信”,坚决做

到 “两个维护”,压实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

按照 “五＋四”责任制和 “一岗双责”工作要

求,签订工作目标责任书和经济目标责任书.

以巩固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

和作风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专项行动为契机,通

过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 “周一学习日”和自

学互学考学相结合的方式,学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十九届

历次全会和省州县全会精神等,用新思想新理

论武装头脑指导工作实践.突出抓好 “三会一

课”、党课、党员发展、党员教育管理、团员

青年 “推优入党”、一本纪等制度的落实.利

用各村宣传栏、远程教育平台、学习强国、微

信联系群等宣传阵地加强学习教育.开展党建

等业务指导培训４次,受训人数２５０余人次,

发展党员８名,各支部开展 “三会一课”４０余

次.优化 “双联系双覆盖”党建品牌和 “１＋

１０＋５”社会治理模式,推进抓党建促脱贫,

建立完善 “双帮”工作台账,重点开展扶贫帮

困、排忧解难、调解纠纷等各类优质服务.实

行 “村干部轮流坐班” “重大事务党员首议”

等制度,开展 “一名党员一面旗” “党员义务

奉献日”“五统一党日” “讲党课争当主讲人”

等活动,在 “七一”、国庆期间,开展纪念建

党９９周年暨庆 “七一”主题党日、 “迎国庆、

庆中秋、同心共筑中国梦”等系列活动,激发

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和号召力,增强广大党员干

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６个支部的党员活动

室进行规范化建设,做到制度统一上墙、村级

架构统一上墙、党员形象栏统一上墙、宣传标

语统一上墙.向县委组织部申请阵地维修建设

费１１３万元,维修各村党员活动广场、更换

了老旧线路,新建火房,修建旗台旗杆等设

施,打造和美化亮化党员活阵地,为党员活动

阵地高效运转提供保障.以草场养殖扶持 “牦

牛复壮” “藏羊提纯”产业为发展方向,发展

和壮大村集体股份制经济组织经营规模,助力

畜牧产业做大做强做优.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

９２６５３５万元.坚持民兵干部和民兵的学习活

动制度,组织广大民兵学习 «民兵工作条例»

«兵役法»«国防教育法»以及军事知识和专业

知识.组织民兵干部赴北山靶场进行射击训

练,配齐配全各类民兵武装物资,使民兵的政

治素质、业务能力以及硬件设施得到提高.按

照三级五方联审的原则,开展征兵工作,有７

名青年参加入伍前的体检工作,１名青年同志

正式入伍.发挥乡人大监督作用,不断提高监

督实效,把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群众

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作为监督的重

点,发挥依法监督效能.加强对群团工作的组

织指导,打造 “群团之家”,以群团组织的力

量凝 聚 人 心,完 成 “群 团 之 家”阵 地 建 设

３处.

◆党风廉政建设　运用党风廉政建设 “四

种形态”,执行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梳理

廉政风险点,对发现廉政风险点提醒约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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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醒约谈８次８０人次,个别提醒约谈２人２

次.学习 «党章» «准则»和 «条例»等,开

展廉政文化建设、宗旨意识和爱国主义教育,

通过廉政课堂、手机短信、微信平台等形式,

推送廉政提醒５０余条、廉政正反典型２０件,

廉政故事３０例,办结信访转办件１件.加大

节假日期间廉洁自律工作督查力度,营造风清

气正的节假日氛围.制定工作方案和学习计

划,开展集中学习、自学、夜读班、问题查摆

和整改等工作,将专项行动延伸至村 “两委”

班子成员中,在全乡范围内形成作风整治的强

大合力.期间集中学习１１次,查摆班子问题４

条,个人问题１５条,召开研讨会１次.发挥

村务监督委员会作用推行阳光作业,参与村

“两委”工作 “三务公开”、低保评定、惠民政

策贯彻落实等工作,落实财务管理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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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

众)集体研究制和村务监督评审制.

◆意识形态工作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深化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倡导文明

新风.开展 “五星级文明户”创建活动,将文

明户创建活动与 “鼓干劲,转观念、稳脱贫、

迎小康”宣讲活动、卫生乡镇 (村)创建等工

作相结合,引导群众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

责任和家庭责任.评选出五星级文明户４６户,

乡级文明标兵户５户.开展 “一治两创”工

作,加大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力度,凝聚全

乡力量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完成药草梁村

“巾帼美家超市”的建设和正常运转,实现以

“小积分、换大文明”的新模式探索.把疫情

防控工作与乡风文明建设、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有机结合,发挥志愿服务队作用,担任劝返

员、服务员、宣传员和调解员,为打赢疫情防

控战役提供保障.期间,各村延迟举办婚礼５

户,取消过周年等事宜１起、丧事活动１起,

取消举办宴席、团拜活动等７３起.

◆社会治理新模式　在借鉴新时代 “枫桥

经验”中的亮点做法的基础上,以党建为引

领,以维护社会稳定和提升群众幸福感为重

点,综合考虑全乡行政村地域特征、人口数

量、居住集散程度、群众生产生活习惯、交通

和通信等情况,建立一套机制完善、运行规

范、成效显著的苏吉滩乡 “１＋１０＋５”社会治

理工作模式,建立健全三级网络和网格队伍,

确定４６个网格和４６名网格员,每个网格员包

联１０户左右牧民,履行 “五大员”工作职责,

给每名网格员发放１０００元的交通、通信费用,

完成乡村两级维稳办公室的规范化建设工作,

对全年表现优异的１８名工作人员进行表彰;

实施安装１２个摄像头的 “雪亮工程”;完成２

个乡属单位和５个村的 “平安单位”和 “平安

村”创建工作并进行授牌.按照 “小事不出

村,大事不出乡”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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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重点人员的管控,每月

定期召开维稳形势分析研判会,研究讨论维稳

动态,建立台账、分类管理、逐项解决.摸底

排查矛盾纠纷,掌控不稳定因素,报送外来僧

侣的监管监控信息,注重矛盾纠纷抓早抓小,

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调解矛盾纠纷２６

起.采 取 领 导 干 部 “德、 能、 勤、 绩、 廉、

法”六位一体的述职述廉述法考评机制,将领

导干部的学法用法守法、依法履职情况列入述

职内容,达到促进领导干部、各村主要负责人

带头学法、守法、用法的积极性,使 “依法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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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依法执政、依法办事”深入人心,贯穿于

工作和学习的始终.推进 “七五”普法,年内

开展疫情防控普法宣传、防范电信诈骗宣传、

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 “反邪教警示教育”宣

传活动、禁毒宣传和铲除毒品原植物宣传活

动、法治宣传教育进乡村普法活动、民法典宣

传教育进乡村普法活动１２场次,发放法治宣

传册５００余份.利用微信公众号、横幅、标语

等进行宣传,营造人人懂法、人人知法的良好

氛围,增强乡、村干部和群众的法治自觉性和

责任感.年内举办人民调解员培训班、 “法律

明白人”培训班各两次,２００人次参加.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以推进 “民族团结

创建五年再提升”工作为抓手,把开展宣传教

育工作与各项中心工作相结合,对群众进行爱

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在春节期

间以 «春节致牧民群众的一封信»的形式提示

群众在节间安全用电、用火、用食、用炮,维

护好全乡社会秩序,遵守公序良俗、治安法

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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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２０１７年民族团结先进乡

镇三年期满复检复验工作,苏吉滩乡荣获２０２０

年度海北州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乡镇荣誉称号.

按照县创建办关于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月活动工

作安排,在各村进行民族团结知识宣传,配合

县创建办在金源广场开展集中宣传,悬挂横幅

１５条,制作宣传展板２块,发放倡议书１８０

余份.

(审稿:张世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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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公里处,总面积１１２８８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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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里.地形以浅山为主,地势呈西北高东南低

走势,平坦开阔,气候凉温,机耕条件优越,

水利条件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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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个生产合作社,有１８９１户

８１２３人,是一个汉族、回族、藏族、蒙古族、

土族等多民族聚居的农业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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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党员２５６名,其中农牧民党员

２１９名,妇女党员６３名,少数民族党员７６名.

村 “两委”成员３０名,平均年龄４３９岁.

◆指标完成情况　全乡农民人均纯收入

１７３８９５元,比上年增长１０％,完成目标任务的

１３５７％.粮 食 单 产 ２８０ 千 克,完 成 任 务 的

１１２％;油菜单产１１８千克,完成任务的１０７％.

完成牛羊育肥出栏１２０７万头 (只),劳务输出

２５３２人,完成年度任务的１０１３％,实现劳务收

入１５１９２万元.收缴水费８７２万元,完成年度

目标任务１００％.临时救助１１５户３９４人,救助

资金１７３２０万元.急救难７户２９人,救助资金

１１９００４元,实事无人扶养４人,救助资金３３６００

元;低保户２９４户８２４人,救助资金２７５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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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乡享受高龄补贴３１６人.

◆农牧业生产　全乡种植青稞５１１５６公

顷,油菜５６５６公顷,饲草１９３６７公顷,蕨麻

１６０３３公顷,马铃薯和蔬菜７９６７公顷,其他

５３３公顷,共１５１６１６公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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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０３３公顷土地种植蕨麻,每

公顷产３６００千克,每公顷产生经济效益３万

余元.

◆非公有制企业生产　以 “能人＋基地＋

农户”的模式,培育发展从事宾馆餐饮、土地

集约、食用油、草产业、电子商务、有机肥料

加工等各类民营企业３４家,经济总量过亿元.

◆项目建设　投资１４３４万元实施下金巴

台村、大泉村人居环境提升工程,安装保温层

６７４户,更换窗户３２６户,修建卫生厕所７７８

座.落实投资３２００万元的农村污水管网铺设

项目,铺设污水管网９５２５公里,修建化粪池

２５０余座,解决农村污水乱倒、粪污乱排问题

等.完成总投资２０万元的沙沟梁村、北山根

村村级综合服务中心及门前地坪维修.完成总

投资３３万元的北山根一事一议项目 (木质围

栏).修建大泉村、东滩村、沙沟脑村、沙沟

梁村、下金巴台村公共卫生厕所８处,投资

６３８万元.山东援建资金２００万元发展壮大大

泉、东滩、下金巴台、沙沟脑村集体经济,用

于畜棚建设和西门塔尔肉牛养殖.

◆精准扶贫　创新建立 “四互”机制,通

过七个村互检、互查、互学、互评,查漏补

缺.经排查,精准扶贫户１７６户６２９人不存在

返贫风险.在村民联系群中发布招聘信息引导

就业,稳定就业１４２人,其中林业管护员８８

人,公益性岗位５人,农村物业公司保洁员２９

人,扶贫村级公益性岗位保洁员４４名,公路

护路员４人.完成精准扶贫户住房安全鉴定网

上录入工作,原住房评定安全１４９户,危旧房

(灾后重建、加固)改造２７户;完成２０１６—

２０１９年一般户基础信息网上录入１８８户.配合

上级部门完成脱贫攻坚普查迎检工作,于７月

完成普查工作.

　　２月２０日,北山乡表彰脱贫攻坚光荣户 (北山乡

人民政府提供)

◆民生保障　享受低保补助家庭２９６户

８２６人,发放低保金１８７６万元.发放高龄补

贴人数３２８人,发放资金２１万元.全乡特困

供养人员２３人,其中分散供养２０人,集中供

养３人.建立完善困难残疾人员生活救助与重

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全乡残疾人两项补贴对象

２１２人次,发放补助资金１６４５万元.享受低

收入家庭医疗救助和临时救助１００户３４１人

次,发放救助金额１５０万元,实物救助对象

１４５户６１８人,发放救助物资７２５件价值７３

万元.帮扶救助事实无人抚养儿童３名,发放

救助资金１５８万元.向武汉滞留人员发放补

助金额４户８人４０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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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保护　召开国土绿化动员会、

推进会,宣传义务植树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

迫性,动员和组织乡属单位、民营企业和广大

群众参与义务植树活动.通过走村入户、以会

代训等形式,讲解种苗前期管理、整地标准、

栽植技术以及后期抚育管护等相关知识,完成

国土绿化面积１０３７公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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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督查,排查入河污染源,乡级累计巡河１３５人

次,村级累计巡河５７３人次.在人居环境整治

活动中,先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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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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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５００余人次.

利用电视、微信等平台宣传报道人居环境卫生

整治工作动态,在全县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第四

季度评定中,北山乡七个村位列第一方阵.大

泉村、下金巴台村实施人居环境提升工程,安

装保温层６７４户,更换窗户３２６户,公共卫生

厕所８处.

◆社会各项事业　全年养老保险应缴费

５４５０人,实缴５３１９人,完成目标９７５％.合

作医疗应参保人数７６０３人,实参保７５６９人,

完成目标９９６％.全乡土地保险１３１６９６公

顷,奶牛保险８６９头 (只).有已婚育龄妇女

１５０３人,出生人数６７人,其中政策内生育６４

人,死亡３６人,净减少２人,政策外生育３

人,出生率８‰,死亡率４３‰,政策符合率

９５％.重点对象三查率１００％,随访率１００％.

全年完成农牧民培训５场次,组织全乡开展文

化活动１３场次.发放草原补贴７６８６６７公顷

２８８３万元,耕地地力保护补贴１３３０４５公顷

１９９５６７万元;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１３３０４５

公顷 １９９５６７ 万 元;退 耕 还 林 公 益 林 补 助

３０９４７公顷６２２万元;发放退耕还林生态效益

补助３０９４７公顷９２８万元;年内享受 “三江

源”资助共８６名,其中本科３３人,一次性资助

１００００元;大专５０人,一次性资助６０００元;中

职３人,全乡义务教育普及率１００％.

◆疫情防控　专题安排部署疫情防控工

作,召开紧急工作会议９次.乡村两级干部、

广大党员和 “１０１００”村级网络服务队参与各

村流动人口摸排管理、科普宣传引导、劝返点

监测登记等工作.安排专人建立返乡人员管理

台账,落实２４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和领导在岗

带班制度.建立网格疫情防控机制和 “３＋１”

排查防控机制,成立 “防疫支部先锋队”,通

过微信公众号、社员微信群、张贴通告、悬挂

横幅、温馨标语、流动宣传车等方式宣传疫情

防控相关知识.疫情防控期间,张贴通告８０

余份,悬挂横幅４９条,温馨标语２１１份,发

放 «致全乡外出务工人员的一封信» «致庄员

书»等宣传材料３０００余份,劝导２７户家庭延

期办席,３户简办丧事.全乡７个村设置１６个

劝返点,实行２４小时轮班值守,分片区对湖

北等高风险地区返乡人员进行上门接诊服务.

◆党的建设　７个村实现党支部书记 “一

肩挑”,通过 “微党课” “固定党员活动日”

“一名党员一面旗帜”“支部党员直接联系服务

群众” “无职党员设岗定责” “三培双带”、创

先争优等适合农民党员发挥作用的活动,对全

乡１７４名无职党员设岗定责.年内发展正式党

员１０名,接受因党关系遗失补办的正式党员２

名,发展预备党员８名.结合 “１１７１０”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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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落实和农村工作实际专设重点工作督办栏,

对需要完成的重点工作上栏进行公示督促,进

行督办销号.开展以 “双承诺、双公开、双评

议、双考核”为具体内容的 “四双”活动,配

套开展以 “互检、互学、互查、互评”为主要

内容的 “四互”工作法.对全乡２３８名党员进

行集中轮训,对近三年未参加过培训的２５名

党员设立 “红色名单库”.对１名醉驾的农村

党员,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盘活利用全乡集体

所有草场,以入股分红、购置商铺等方式利用

各类扶持资金,全乡村集体经济收入２０３０１

万元.

◆廉政建设　制定 «北山乡２０２０年党风

廉政建设工作安排意见»,与村支部书记、主

任、监督委员会主任签订廉政承诺书,与分管

领导签订 “一岗双责”目标责任书.疫情防控

期间,制定印发 «关于进一步严明疫情防控期

间工作纪律的通知»,围绕 “疫情防控工作决

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工作纪律执行情况、防

控工作措施落实情况、防疫物资使用管理情况

和不担当不作为问题”五个方面进行督查检

查,排查出４个方面６条问题.结合全县重点

工作和中央及省州县巡视巡查督查整改工作,

围绕 “精准扶贫手册第一季度收支监测、临时

救助申请、人居环境整治、学生复学承诺书签

订、会议记录规范、百名干部下乡活动工作开

展情况”六个方面进行督查检查,排查出２个

方面３条问题.运用微信公众号、社员微信

群、张贴通告、乡村大喇叭等方式,宣传海北

州纪委监委 «关于深入开展脱贫攻坚和扫黑除

恶监督执纪问责举报工作的通告» «纪检监察

机关处理检举控告工作细则»,利用每周四集

中学习日学习县纪委下发的各类文件精神.召

开警示教育大会,通报各类严重违纪违法案件

及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典型案例,针对大

泉村和下金巴台村实施的人居环境提升项目,

组织乡全体领导干部、村支部书记和项目负责

人召开廉政风险点集体谈话暨警示教育大会.

开展干部警示教育及节前廉政约谈共４次１７５

人次;党委书记集体约谈１次３０余人次.举

办以 “水清润民心、风正好扬帆”为主题的廉

政书法、绘画、刺绣作品展.落实民主集中制

和 “五个不直接分管”制度,坚持集体研究制

度,党政负责人不直接分管财务、干部人事、

建设 工 程 招 投 标、行 政 审 批 及 物 资 采 购 等

工作.

◆思想舆论宣传　围绕全乡重点工作更新

墙体喷绘１３处,向各种报刊媒体投稿１００余

篇,祁连山报、金门源等媒体采用４０余篇.

微信公众号 “和谐北山幸福之乡”宣传更新

文章１００多篇.全年策划重大主题宣传５０余

场次,围绕 “我们的节日”等主题组织广场

舞、书法刺绣、演讲比赛等活动１０余次,组

织群众参加各类县级赛事并获得奖项.评选出

“五星级文明户”１７８户,县级标兵户４户,最

美家庭１户,妇联 “家庭环境卫生整治巾帼行

示范户”２０户,青海省 “绿色家庭”示范户

１户.

◆民族团结　开展 “昂首挺进新时代,大

步踏入新征程” “巾帼担当抗击疫情与爱

同行”和三八国际妇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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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余块民族团结

文化墙,悬挂横幅４０余条,定期在乡微信公

众号更新民族团结政策法规及应知应会知识.

４６２

门源年鉴 (２０２１)




结合 “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 “寺院法制宣传

月”等活动,开展民族团结杯广场舞大赛,利

用下金巴台清真寺、东滩清真寺制作安装的２

块户外宣传 LED 电子显示屏,随时滚动播放

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各类惠民政策.

◆社会治理　召开维稳工作领导小组综合

性会议８次、周会３０次,维稳工作领导小组

矛盾纠纷排查暨维稳形式研判会议８次,走访

重点对象４９人次.设立重点区域防控信息点、

建立应急机制.全乡各级调委会调解各类矛盾

纠纷１６起,成功１６起,化解成功率１００％.

以 “百名干部”下乡活动、党员培训班、法律

“八进”、 «民法典»宣传等为契机,到村社、

寺院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建立乡、村安置

帮教网络,刑释解教人员、社区矫正人员帮教

工作机制,开展法制宣传教育５次,悬挂横幅

２０余条,发放各类资料１５００余份,参与人数

４０００人次.

(审稿:米兴忠　撰稿:赵文晶)

西 滩 乡

概述　西滩乡位于祁连山冷龙岭下,是一

个以汉族为主,回族、土族、藏族、蒙古族等

少数民族聚居的农业乡,辖１０个行政村３７个

生产合作社,总面积３６０平方公里,有２６５１

户１０４５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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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万公顷.有１３个党支部,党员

３３４人,少数民族党员１１０人.２０２０年人均纯

收入１２４８０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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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个农牧业生

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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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６６６７公顷,占总

耕地面积的３３５％.在纳隆村种植优良黑青

稞、青稞昆仑１４号、青油２１号油菜共６８公

顷、黑饲麦 (绿麦)８公顷,在东山、纳隆村、

宝积湾等村种植蕨麻、加拿大菜用豌豆等特色

作物４８公顷,在上西滩村种植羌活１５４７公

顷,形 成 “以 点 带 面、以 特 促 效” 的 连 锁

效应.

◆畜牧业　推广舍饲圈养和集中育肥,全

乡有牛羊生态养殖户５２６户,黑白花、西门塔

尔、牦牛等优良品种牛饲养量１０５４０头,小尾

寒羊、陶赛特羊、湖羊等饲养量３５０３２只.建

立生猪养殖场１处,养殖总量１６８头,年内出

栏３７０００头 (只).

◆劳务输出　完成劳动力转移就业３２０５

人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１００％.其中省外

１１３５人次、省内２０７０人次,男性２２４０人次、

女性９６５人次,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３７０人

次,劳务 输 出 收 入 ３８４６ 万 元,占 总 收 入 的

３２８％.年内举办电焊、挖掘机、家政服务、

刺绣等各类培训班４期,培训人数１９４人,完

成年度目标任务的１２９％.

◆项目工作　按照 “高起点规划、高标准

设计、高水平建设”的要求,完成下西滩农牧

民居 住 条 件 改 善 工 程 １５４ 户,完 成 总 投 资

１４１６５万元的上西滩村２０２０年高原美丽乡村

建设项目,完成２０２０年 “厕所革命”户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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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项目９０户,完成总投资１８万元的西马场、

老龙湾村、边麻掌村等８个村级综合服务中心

维修项目,完成总投资１６５７３万元的西滩乡

宝积湾村、崖头村、上西滩村２０１９年村级公

益事业 “一事一议”项目.总投资１７０７万元

的农村公厕建设项目、总投资３９０万元的山东

威海市荣成市结对帮扶门源县西滩乡农牧民综

合培训中心建设项目、总投资１００万元的山东

威海市荣成市结对帮扶门源县西滩乡农村保洁

服务队建设项目以及总投资８０７２万元的西滩

乡西马场村、簸箕湾村２０２０年第二批村级公

益事业 “一事一议”项目正在实施中.

◆脱贫攻坚　落实簸箕湾村等５个村入户

产业资金３７７６万元,购置黑白花奶牛１９头,

藏系羊１７６只.完成三合小区、气象小区到户

资金购买商铺产权分割到户工作.参与 “扶贫

一日捐”工作,捐款６２４９元,评选脱贫光荣

户一户,享受１５万元的奖励资金,购置农机

具.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在全乡５个贫困村设

置光伏扶贫公益性岗位４０个,实际上岗 ２１

人,鼓励建档立卡脱贫户外出务工３７０人次.

把村集体经济 “破零复壮”工程作为抓党建促

脱贫攻坚的重要任务,发展壮大边麻掌村眉户

戏文化产业,组建簸箕湾村、东山村农机服务

队,成立村集体经济股份经济合作社.全乡村

集体经济中央、省、州、县总投入１３８９６７万

元,收入１７０４４万元.全乡１０个村中集体经

济收入１０万~２０万元的有５个、２０万~５０万

的有５个,分别是纳隆村、边麻掌村、簸箕湾

村、东山村、老龙湾村.

◆生态环境保护　开展以 “三清一改治六

乱”为重点的村庄清洁行动,印发 «西滩乡人

居环境整治 “村巷联治”登记册»,制定 «西

滩乡人居环境整治 “村巷联治”管理办法».

结合 “党员固定活动日”等活动,成立 “党员

义务志愿队”和 “青年志愿服务队”,不定期

开展 “贫困户义务劳动日” “学雷锋,护健康,

我在行动” “党在我心,携手共建美丽乡村”

等义务清理服务活动１０余次,发放宣传资料

１６３１份、悬挂环境整治横幅３２条、发放张贴

«给广大农民群众的一封信»２５１９份.１０个村

配备大垃圾箱１１５个、果皮箱８５０个、保洁工

具１００余套、垃圾清运车１４辆.清理卫生死

角３４处,清理公路沿线、河道等５３公里,草

垛、杂物等５９处,清理垃圾８７０余方,路面

晒草晒粪１１３户.全县人居环境整治通报中全

乡１０个村进入第一方阵的有９个村、第二方

阵的有１个村.崖头村作为西滩乡人居环境集

中整治 “优等生”迎接县级观摩２次、乡级观

摩３次.完成２０２０年度国土绿化任务２４７６公

顷,全民参与打造 “党员先锋林” “青年林”

“巾帼林”“感恩林” “结对帮扶林”等特色绿

化带.

◆民主政治　开展 “人大代表活动月”,

组织各级人大代表,对群众关心的热点、难

点、焦点等问题开展集中视察.对上西滩村高

原美丽乡村建设、下西滩村农牧民居住条件改

善工程以及全乡的 “一治两创”等工作落实情

况进行专项视察.年内组织代表培训４次,代

表履职交流活动２次.组织全乡３０余名代表

参加义务植树活动.每季度确定２名人大代表

为选区群众提供咨询服务.建立西滩乡代表微

信群,方便代表履职.

◆社会各项工作　落实 “两免一补”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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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巩固学生入学率,依托 “三江源”异地办

学奖补机制,协助完成２０２０年高校学生的补

助工作,补助本科生４５人、专科生７６人、中

职３人;资助２名家庭经济困难的新入校大学

生１５００元;落实１名大学生山海情圆梦助

学金２０００元;落实３名威海慈善总会助学金

６０００元.完成合作医疗参保９６６１人,参保率

９８％,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保率１００％;养老保

险参保６５８８人次,参保率９６８８％,享受养老

金１１４０人次;办理退保及丧葬费５８人次.全

乡 纳 入 低 保 ２５２ 户 ５３８ 人, 占 总 人 数 的

９５６％,发放社会最低生活保障金１８１３余万

元;受理临时救助１０４户４４０人,发放临时救

助金７１１３万元;救助无人抚养儿童９人,发

放生活补贴金６９３万元;残疾人３３７名,发

放残疾人 “两项补贴”２３３５万元;高龄老人

４４４名,发放高龄补贴金４４４万元.全乡出生

人口 ６８ 人, 出 生 率 ６４２‰, 政 策 符 合 率

９４０２％.综合节育率８６％、 “三查”服务率

８８５％,随访率１００％.各村志愿者开展疫情

防控、保护生态环境宣传工作及清扫村庄巷

道、文化广场、学校周边等义务劳动.围绕乡

村振兴、最美家风开展大宣讲活动５次.组织

全乡５０多名妇女开展女手工制品和家政服务

技能培训.评选最美家庭１户、最美战役家庭

６户、绿色家庭１户、“家庭环境卫生整治巾帼

行示范户”５户.

◆党的建设　结合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常态化制度化,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将 “访查

包解”党建品牌建设融入具体工作中,将非物

质文化遗产眉户戏与党建工作、与廉政文化相

结合,打造 “廉洁之曲,正己建廉”文化活

动,推动以 “党建搭戏台,文化暖人心”为主

题的 “支部＋文化＋扶贫”基层阵地建设.县

级联点领导讲党课３次、乡党委书记讲党课２

次、乡级领导到联点村讲党课９次.做好村级

换届选举前期准备工作,按照 “２２３”进行干

部储备,多次到各村开展 “四个摸清” “六个

心中有数”.对９７名后备干部进行资格联审,

均无重大问题.经县审计局、县农经站和第三

方对１０ 个 村 进 行 财 务 审 计,均 无 违 规 违 纪

情况.

　　９月２５日,修葺一新的边麻掌村党员活动室 (西

滩乡人民政府提供)

◆党风廉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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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层签订党风廉政建设共性、个性化责任

书.开展廉政知识测试,覆盖面人员９０％.结

合 “七一”建党节主题党日活动和 “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常态化制度化,通过

线上线下学习、党委书记讲党课等方式,开展

党纪党规、法律法规学习活动５０余次,发放

宣传资料及倡议书８００余份,张贴宣传标语５３

条,在扶贫工作联系群及西滩乡大家庭 QQ 群

中推送廉政知识１００余条,设置 “廉政书角”

１１ 处, 相 关 书 籍 达 ３２０ 余 本, 宣 传 覆 盖

面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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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文明建设　边麻掌村眉户戏剧团编

排 «十九届五中全会传喜讯»剧目,开展送戏

下乡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向广大群

众展现新时代群众幸福生活以及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给广大群众带来的新气象、新期盼、新

希望.发挥文化阵地作用,开展 “讲文明、树

新风”“我们的节日”“庆丰收、迎小康、乡风

文明促振兴”为主题的庆祝丰收节暨推动乡风

文明建设主题活动,结合 “百姓宣讲团” “四

下乡”等活动,将政策、科技、卫生、文化知

识传递到各村各户,培养了一批有文化、懂技

术、会经营、讲文明、守法纪的新时代农牧

民.建立并完善各村道德评议会、村民议事

会、红白理事会等自律组织及 «村规民约»等

自律制度.评选出 “五星级文明户”２５６户,

推选 “五星级文明标兵户”１户,推选东山村、

崖头村、下西滩村为县级文明村镇.在全县

“庆丰收 迎中秋”农牧民中秋月饼大赛中,西

滩乡选送的月饼荣获一等奖,在门源县庆丰收

活动暨 “唱响家乡美”农牧民合唱比赛中,代

表队荣获二等奖.边麻掌村被农业农村部评为

“首批乡风文明优秀典型案例”.

◆维护稳定　按照 “网格化管理” “精细

化服务”以及 “一年治标、二年治根、三年治

本”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六清行动”的总体

要求,划分管理单元网格,形成权责明晰、分

级管理、统一协调的工作格局.先后安排部署

２５次,开展各类宣传活动１５０次,发放海报、

宣传册、宣传彩页等８００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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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 “访查包解”四字经,开展领

导大接访、设立接待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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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两委’主要

负责人包社,党员、村 ‘三委’及调委会成员

包户”的工作机制,成立以村 “三委”及调委

会人员为成员的治安巡逻队,走访１１２５户,

解决问题２３１个,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２８

起,调解成功率达１００％.集中整治棚圈８５余

处、草垛３０２余处,清除粪便１０００余立方米.

开展各种法治宣传活动１００余次,发放各种法

治宣传资料５万余份,受理各种法律咨询２００

余人次,惠及群众１万余人.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结合脱贫攻坚、一

治两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重点工作,深化

民族团结创建 “十进”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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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清真寺开展 “民族团结宣传

月” “寺院法治宣传月”等活动,宣传民族区

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及全乡各项社会事业取得

的成效.组织４所清真寺教职人员、民管会成

员开展谈心谈话活动,强化 “没有法外之寺,

没有法外之宗教教职人员”的法治观念.开展

集中宣传活动４８次、谈心谈话１０次、悬挂横

幅３５余条、发放宣传资料１０００份.边麻掌村

被评为青海省创建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

◆疫情防控　全乡党员干部群众承担防控

抗疫重大责任,将 “守初心、担使命”的号召

转化为防控斗争的强大动力和具体行动,凝聚

起防控抗疫的磅礴力量.各村党支部组织成立

党员防控先锋队,设立党员先锋岗,由党员干

部担任各劝返点小队长, “内防反弹,外防输

入”,带头２４小时轮流值守,形成党支部为前

沿阵地、党员为先锋官、群众为主力军的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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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垒.各寺院暂停一切群众性集体宗教活动,

不定期开展宗教场所的环境卫生整治和相关消

毒工作.设置劝返点３６个,排查外来车辆５６１

辆、人员１０３１人;解决２起群众不听规劝闹

事行为.延期婚礼宴席２户９６人,贺寿４６户,

简办丧事２户,其中党员带头５户.

(审稿:吴海宁　撰稿:赵玛雅措)

麻 莲 乡

概述　麻莲乡位于门源县中南部,距离县

政府所在地浩门镇８公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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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１８６８户８１４１人.基层党支部８

个,党员２２６名,其中农牧民党员１９７名.建

有村级党员活动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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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公顷,草场总面积１５０３３３公顷.

◆指标完成情况　全年农牧民总收入１５

亿元,同 比 增 长 ４％;农 牧 民 人 均 纯 收 入

１２６８３元,同比增长５％.麻莲乡荣获省级卫

生乡镇、州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乡镇、２０１９年度

宗教寺院社会管理工作优秀乡镇、２０１９年度河

长制湖长制工作先进集体、信用乡镇等荣誉称

号.连续四年荣获优秀领导班子称号.

◆农牧业　按照 “以草养畜、草畜联动”

的发展思路,培育符合群众生产实际的饲草种

植业,依托麻莲草业公司,采取 “公司＋基地

＋农户＋贫困户”的经营模式,扩大饲草种植

面积,饲草种植面积６６６６７公顷,农业总收

入１６００余万.调整种植结构,以多种作物种

植提升土地利用价值,试种火焰蔘、花卉、苗

木、藏茶等特色经济作物.

◆乡镇企业　门源县麻莲草业有限责任公

司成立于２０１５年１月,位于麻莲乡中麻莲村

前河滩,公司注册资本５２０万元,占地面积

１６６５０平方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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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现

有办公室２００平方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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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 公 司 种 植 饲 草 面 积 ６４６６７ 公 顷,比

２０１９年增加１４６６７公顷.

◆项目建设　实施投资１３０万元的葱花滩

村高原美丽乡村建设项目、１１００万元的照壁山

旅游公路建设项目、３９０万元的牧民培训中心

建设项目.利用 “一事一议”专项资金实施６５

万元的下麻莲村河道治理项目、３３２万元的瓜

拉村路灯安装项目.利用山东对口援建资金实

施铁麻公路沿线４个村１８０万元的路灯安装项

目,安装路灯４００余盏,申报一批补齐基础设

施建设的民生项目.

◆精准扶贫　按照脱贫攻坚工作 “摘帽不

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

不摘监管”的 “四不摘”要求,探索新的工作

方式,确保精准扶贫频道不换、靶心不散、力

度不减,巩固提升脱贫成果.整合各类专项资

金,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落实白崖

沟村村级卫生室建设项目,提升改造４户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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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住房.实施瓦窑沟村的人畜饮水入户项目,

葱花滩、包哈图、瓜拉３个村的幼儿园项目,

葱花滩、包哈图２个村的防汛工程项目和桥涵

加宽项目.坚持 “对照问题、举一反三,标本

兼治、务求实效,统筹兼顾、突出重点,上下

联动、合力攻坚”的整改原则,完成２个中央

脱贫攻坚巡视反馈问题的整改销号,完成６个

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反馈突出问题的整改销号,

建立整改销号台账资料,补齐各类工作短板,

巩固和提升脱贫成效.实施脱贫成果巩固提升

“十大行动”,完成国家大普查验收工作,瞄准

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在巩固原有产业的基础

上,组织人员前往脱贫户家中进行定期跟踪,

避免产业断链、缩水等现象,将投资分红到期

的１１８户４８７人的产业入户资金３１１６８万元转

入产业发展项目.落实就业扶贫政策,以每人

每月１４００元的标准,从贫困户中开发村保洁

员公益性岗位４４个.加大扶智、扶志力度,

强化脱贫群众内生动力激发,选树１０名脱贫

光荣户先进典型,树立贫困群众比学赶超,努

力致富的信心.

◆生态环境保护　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按照各个季节的特点,灵活调整整治重

点,从端正群众思想到改变群众行动上狠下功

夫,探索建立 “清单销号式” “四色牌”等评

比组织和长效机制.发动群众５８７０人次,散

发宣传资料４０００余份,整治清理农村生活垃

圾３１３吨、清理畜禽养殖粪污６６０吨、农田残

膜３２５吨,出动大小车辆３４０台次、投入各

类整治资金２０余万元.完成４座公共厕所和

９２座农户卫生厕所建设.落实河长制工作,加

强河道管理,落实水源地保护,开展清理疏浚

水道、 “清四乱”专项整治行动.清理村内河

道、沟渠３１２公里.完成国土绿化任务１０２

公顷,栽植新苗２６０００株.实施林业有害生物

防治和森林防火工作,发挥护林队作用,加强

日常巡查管护,管护生态公益林.强化大气污

染防治、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组织指导

全乡规模养殖场定期开展清扫、消毒工作,确

保养殖环境安全.

◆社会各项事业　开展控辍保学工作,劝

返辍学学生２名.大中专毕业生贷款还款率

１００％.完成雨露计划资助申报９人４４万元.

三江源计划资助９１人７３万元.辖区内适龄儿

童入学率１００％.联合县教育局开展校园周边

安全检查工作１次.完成两癌筛查９８人次、

孕前检查５８人次,全乡出生人口８１人,政策

符合率１００％.全乡医保应参保７６４０人,实际

参保７３４４人,参保率９６１％;居民养老保险

金应参保４５９０人,实际参保４５９０人,参保率

１００％,发放养老金１８２万元.有低保户３６３

户９１９人,发放资金２８１９９万元.年内临时

救助１８４户６４３人,发放救助金１３２９６万元,

高领补贴累计发放３５４人３３３２万元.

◆党的建设　开展 “三会一课” “一名党

员一面旗” “支部主题党日”等活动,开展党

员双重信仰集中教育培训２次,开展主题党日

活动６次,签订承诺书２３１份;加大入党积极

分子储备力度,培养入党积极分子１３名;以支

部为引领,促进村集体经济复壮,将下麻莲、

包哈图２村扶贫资金１１０万元 (每村５５万元)

整合后以投资收益的形式投入到门源县碧源生

态养殖专业合作社,公司每年按７％保底分红,

年内全乡村集体经济总收入２１０万元,行政村

集体经济年收入均达２０万元以上.争取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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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余万元完成葱花滩、白崖沟、瓜拉村党员活

动室的提标提质项目工程,制作旗台旗杆一

处,修缮村级服务中心办公室暖廊地基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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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党组织的凝聚

力、战斗力和号召力.以 “三堂四色”党建品

牌为依托,巩固深化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成果,强化载体牵引,创建 “三堂四

色”党建品牌,结合党员奉献日、主题党日等

活动,到各村社开展法治大课堂、德育大讲堂

和群众议事堂.

　　７月１日,麻莲乡党员干部在烈士陵园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马晓琴　摄)

　　◆廉政教育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落实主体责任,实行党委议事规则、 “三重一

大”等决策程序,建立健全主体责任清单.严

肃党内政治生活,党委班子成员及各村党支部

书记带头讲廉政党课,带头践行廉政承诺,接

受警示教育４次.围绕全乡重点工作,紧盯重

要时间节点,紧扣民主集中制原则,紧抓干部

职工作风建设,聚焦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

题,开展执纪监督.加强一线监督力量,建立

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规范小微权力,将财务

收支、社会救助、扶贫资金使用等情况作为重

点,按时公开,做到群众知晓.

◆精神文明建设　落实意识形态领域责任

制,加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规范化建

设,全年开展学习４０次,中心组成员参学率

９６％以上,巩固提升基层党群服务中心、文化

站室等有形阵地建设,组织开展微摄影大赛、

知识竞赛、经典诵读等 “爱党爱国爱门源”系

列主题活动,强化对微信、抖音、快手等网络

空间的监管,培育新乡贤,通过 “乡村好青

年”“五星级文明户”“脱贫光荣户”等评选表

彰,以榜样引领,强化正面宣传引导,推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植入社会发展各个方面

和社会治理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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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　按照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深

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的总要求,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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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查和治理工作.面对新形势下新的社会治理

问题,立足纯回族乡的实际,发挥由主管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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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寺阿訇等组

成普法工作队的作用,以周五群众普遍性进寺

院 “聚礼”时机,开展 “周五三堂”宣讲活

动,即道德讲堂、法治课堂和群众议事堂.由

普法工作队集中开展农村常见典型案例宣讲和

法治宣传,提升群众法治意识.以群众议事说

事、乡村干部现场解答、领事快办三个步骤,

让事情公开透明解决,消除群众疑惑,展现干

部风格.

(审稿:杨啟萍　撰稿:马晓琴 )

阴 田 乡

概述　全乡总面积１３５１平方公里,海拔

２７４０米,平均气温１７℃,属于高原冷凉半湿

润气候区,雨热同季,年降水量４４５毫米,无

霜期９７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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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回族

８００２人,占８７％.有建档立卡脱困户１９６户

７２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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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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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３７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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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１人,其中农村党员１４８名,少数民族党

员１７０名,妇女党员３１人,大专及以上学历

党员５９人.乡政府驻地在上阴田村.

◆指标完成情况　全乡人均收入１２１３５２４

元,其中农业收入７８６８８元,占６５％;畜牧

业 收 入 ５７４１１８ 元, 占 ４７３％; 劳 务 收 入

３６７８１５ 元, 占 ３０３％; 政 策 性 补 助 收 入

１５４３６８元,占１２７％;其他收入３８５３５元,

占３２％.实现粮食单产２８５千克,完成任务

的１０１％;油 菜 单 产 １１７ 千 克,完 成 任 务 的

１０２％.牛羊育肥贩运２２９５０头 (只),其中牛

２６５１头,完成任务的１００％;畜种改良１４５９头

(只),畜疫防治４０６万头 (只).全年完成劳

务输出３０００人次,完成任务的１０７％.

◆经 济 工 作 　 完 成 农 作 物 种 植 面 积

１２９６３３公顷,其中粮食作物７７６６公顷,油

料作物２７４８公顷,中草药１３３３公顷,集约

化连片种植青饲草料２１７０６公顷,蔬菜１４７３

公顷,推广有机肥３８６７公顷,完成国土绿化

１４７３公顷,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助金１５４８

万元,草原生态补助３１４８万元,公益林补助

１４７１万元.完成畜疫防疫４０６万头 (只),

畜种改良１４５９头.落实 “金牛贷”贴息贷款

７３５万元,购置西门塔尔牛２７９头.开展拉面、

挖掘机等技能培训六批次１５０人.

◆精准扶贫　整改完成中央巡视组脱贫攻

坚专项巡视 “回头看”和成效考核反馈中对标

梳理出的３０条问题.完成 «２０２０年阴田乡脱

贫户属性调整巩固提升到户产业项目»,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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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２５６万元,涉及大沟脑村属性调整脱贫

户１户４人.按照 “因户施策、因人施策”的

原则实施项目,根据脱贫户的意愿购置西门塔

尔母牛１头.根据村集体经济、扶贫光伏实施

项目收益、省州县对村集体经济收益资金以及

扶贫光伏收益资金使用相关方案及要求,落实

光伏公益性岗位３４人,村集体经济公益性岗

位７ 人.脱 贫 户 住 院 １３６ 人,报 销 医 疗 费

７３８４万元,脱贫户低保享受７５户１８７人,临

时救助１３户４６人.互助协会入会会员６９６人,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度发放互助金贷款２５４０１万元.

申报 “雨 露 计 划” 教 育 补 助 ３１ 人, 落 实

“５３０”小额贷款９５户３９２万元,各定点帮扶

单位帮扶物资等折合人民币３７５７４万元.

◆生态环境保护　建立健全 “庭院三包责

任制”等长效机制,推动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行

动.签订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公约３００余份,发

放３０４０余份,签订门前 “三包”责任制１９００

余份,联点领导、驻村工作队进村宣传１９３场

次,入户发放宣传资料３０４０份,张贴宣传标

语７０条.发动群众集中整治１３８００人次,出

动大小车辆机械６０５台次,清理农村生活垃圾

９５５吨,清理河道沟渠４４９公里,清理畜禽养

殖粪污１１５０吨,农田残膜回收１５２吨,拆除

乱搭乱建乱圈８５处４７万米,整治卫生死角

３１０处,投入各类资金４０余万元.结合 “厕所

革命” 项 目,改 善 农 村 人 居 环 境,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年争 取 落 实 建 设 阁 楼 堆 肥 式 卫 生 户 厕

２９０座、卫生公厕７座,山水林田湖项目公厕

１座,制定公厕管理运行方案,公厕２４小时

对外开放.

◆社会各项事业　合作医疗统筹支付９７３

人次３４７４万元,发放低保金２３９户５３６人

２３４４万 元,发放养老金２０１５万元,申报

发放临时救助６２户２４５人８８５５万元,办理

急救难１０户４４人３００６万元,发放特困供

养补助２０户２１人２４４２万元,发放残疾人

补助 ３３６６ 万 元,发 放 “厕 所 革 命”补 助

１９３３万元,扶贫补助金２００１万元,大学生

补助７４５５ 万 元,村 干 部 报 酬 ６６８３ 万 元,

计生补助１１５３万元,农机补贴５５１８万元,

高龄补贴４５６６万元,老党员生活补助１７６

万元,卸任村干部补助３５万元,７２户１３２

人独生子女户及４０户７３人双女户享受养老

保险,３户５人享受计划生育特别扶助.疫情

期间发放面粉折资２５５万元.实施完成危旧

房改造项目５户１２６５万元,实施完成大沟

脑村、大沟口村、措龙滩村、米麻龙村窄路

加宽３０公里.实施投资１３０万的元卡子沟村

高原美丽乡村建设项目、４３０万元的农牧民综

合培训中心项目、１０３万大沟口泉水引流项

目、２００万门源县阴田联合草产业协会产业化

基地建设项目、１１００万的高原生态美丽乡镇

项目.

◆党的建设　结合 “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 “一号文件”宣讲、法律 “八

进”、寺院法制宣传、“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宣传

月”等活动,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历

次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省州县委全委会精神,党的民族宗教政

策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各项惠民政

策、法律法规等方面的知识.发放各类宣传资

料６７万余份,制作宣传横幅３４０余条,集中

学习５０余次,撰写心得体会１２０篇,各驻村

工作组进村宣讲２１０余次,乡党委领导班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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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各党支部书记、各村第一书记讲授党课２３

次.完善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党员集中轮

训、专题党课等一系列学习制度,邀请县委党

校教师举办宣讲报告会６场,组织农民党员集

中轮训６次,培训党员１５０余人次,对重病、

残疾等党员送学上门４０余人次、向流动党员

网上送学３５人次.开展 “双百一千”先锋选

树、党员守承诺做表率等主题党日活动,动员

各级党员在攻坚一线上亮身份、做表率、践初

心,提升党支部和党员堡垒先锋指数.各党支

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９０场次.落实 «海北州

发展党员五项制度»,建立 “１＋３＋１０” (每个

党支部每年至少发展１名党员、培养３名入党

积极分子、至少有１０人提交入党申请书)发

展党员人选库,规范发展党员工作,发展１３

名党员,确定入党积极分子１６人,提交入党

申请书２０人.整顿后进和软弱涣散党组织,

对照存在的不同问题,召开安排部署会议,由

党政主要负责人联系抓整顿,制定整改措施,

压实主体责任,建立问题整改清单,多举措持

续推进后进和软弱涣散党组织整顿工作.创新

“党建＋”和 “１＋８＋３”党建品牌,深化党建

品牌引领作用,健全完善联系服务群众工作机

制,践行 “一线工作法”,打通服务群众 “最

后一米”.围绕 “１４３３”工作思路,逐村排查

摸底、综合施策、分析研判,落实储备人选联

审制度,立足优化储备人选结构,建立储备人

选库,推进村 “两委”换届选举工作.推动抓

党建促脱贫攻坚、促乡村振兴,通过 “资金外

移、保本获利”方式解决村集体经济资金投资

问题.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村集体经济分红４４５７４

万元.２０２０年资金分红收入２４０７３万元,比

同期增长５０８７％.

◆党风廉政建设　制定 «阴田乡党风廉政

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工作的实施意见»,

压实主体责任,层层传导压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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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领导干部有关事项报告制

度”和 “四个亲自”要求,落实 “民主集中

制” “五个不直接分管”制度,完善 “廉政谈

话制度”,对 “三重一大”事项进行集体研究,

以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为要求推进制

度建设,强化监督检查,抓好工作落实.开展

脱贫攻坚中央巡视 “回头看”及省级成效考核

反馈问题的整改.按照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工作安排部署,剖析原因、查摆问题、制

定方案,开展限时整改工作.开展了综合督

查、节庆节点、工作作风等领域监督检查 ８

次,下发督查通报８次,办理信访件１次,开

展各类约谈１０次１８９人次.开展作风突出问

题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各阶段活动,环环相扣推

动措施落实,查摆领导班子问题４条,已整改

２条,个人问题１７条,已整改８条.

◆群团工作　以推进 “美丽中国青春行

动”为统揽,落实 “团干部上讲台”制度,提

高服务水平,增强团组织凝聚力,参与生态文

明建设和环境卫生整治工作,加大联点帮扶力

度,开展 “帮贫助学献爱心”、留守学生关心

关爱、救助贫困学生等活动.结合单位的工作

实际,推进基层工会工作,制定目标考核意

见,明确工作责任,定期开展工作督查,确保

工作落到实处.配合做好农民工资拖欠工作,

维护农民工根本利益,维护社会稳定.开展

“好公婆” “好儿媳” “最美家庭”评选活动,

以榜样的力量带动全乡妇女群众投身家乡建

设,为全乡发展贡献巾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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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文明建设　贯彻落实中央、省州县

委关于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

神,以政治思想建设为统领,健全党委理论中

心组学习制度,用好 “学习强国” “干部网络

学院”等学习载体,加强形势政策教育,重点

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梦教

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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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要

点,安排部署.围绕理想信念教育、感恩教

育,结合道德讲堂、“五星级文明户创建”“公

民道德宣传月” “我们的节日”等活动,进村

入户、进寺院、进校园开展宣讲、培训、座

谈,培育和传播文明新风尚.开展 “最美庭

院”评比活动,“爱党 爱国 爱门源”系列活动

９次,设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告牌２０

块,组织评选 “五星级文明户”１９４户,“五星

级文明标兵户”４户.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加强农家书屋、文化广场等公共文化服

务阵地建设,挖掘传承乡贤文化和民间传统文

化,开展贴近群众的精神文化活动和新型农民

培训工作.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为基

础,围绕乡村振兴,以 “３２１工作机制”为引

领,健全完善乡风文明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等

村民自治机制,健全用好党员先锋、巾帼青年

等志愿服务队,修订完善 “村规民约”等长效

机制,设立 “善行义举榜”,坚持 “身边人说

身边事、用身边事育身边人”,运用民间舆论、

群众评价的力量,让群众潜移默化中接受教

育,形成文明和谐乡村新风尚.

◆社会稳定工作　将维稳综治、禁毒、矛

盾纠纷排查化解等工作列入各村年终考评的内

容.对照 «门源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六清行

动”实施方案»目标要求、任务分工,组织全

乡干部职工、村 “两委”召开专题工作安排部

署会、扫黑除恶 “六清行动”工作推进会,研

究部署扫黑除恶 “六清行动”工作,制定印发

工作方案.将抓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作为

维稳及综治工作重点,做到预防为主,及时化

解.发现各类矛盾纠纷 ６３ 起,成功调处 ６３

起,矛盾纠纷调处率达１００％.

◆法治建设　实施 “七五”普法,健全完

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机制,形成主要领导亲自

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其他领导密切配合、上

下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组织干部学习 «中国

共产党章程» «中国共产党监督条例»等党内

法规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民法

典»、“扫黑除恶”相关法律法规等,提高领导

干部的用法水平和守法意识.发挥法治副校长

的作用,开展崇尚宪法、遵纪守法、拒绝毒品

等主题法律宣传教育,对在校学生宣传 «未成

年人保护法»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禁毒

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各村 “两委”成员及

相关工作人员参加县、乡组织的法律法规学习

培训,学习土地使用、村民自治相关的法律法

规,增强各村 “两委”干部在日常工作中依法

行政、依法办事的能力.强化教职人员及广大

信教群众的法治意识,采用 “主麻日”宣讲方

式,联合司法开展 “法律进寺院”法治宣传教

育活动.增进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知法、懂

法、用法、守法思想观念.开展 “法律进单

位”普法活动,营造 “学法、懂法、知法、守

法”法治氛围,提高各单位法治化管理水平.

结合 “两会”“１２４”等重要节点开展专题法

治宣传活动,以 “百名律师千场法治讲座”活

动为契机,邀请法官、检察官、派出所民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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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等开展法治讲座和法治宣传活动６次,印

发各种宣传资料３０００余份、受教育人员２０００

多人次,张贴标语、悬挂横幅５０幅,法治培

训４次.

(审稿:马爱春　撰稿:李富军)

仙 米 乡

概述　仙米乡位于门源县东部,距县城５６

公里.北与甘肃省肃南县接壤,西邻东川镇麻

当村和甘沟村,东接珠固乡,南临互助县.总

面积１４６２１平方公里.海拔在２３８８~４９４９米

之间,平均海拔２７００米.森林总面积６７３万

公顷,森林覆盖率４５４９％.草场面积１０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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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８４７公顷,人均 ０１２ 公顷.寄宿制小学 １

所,学生１４４名,教师１９人;走教点７所,幼

儿７３名,幼儿教师８名.全乡有８个行政村

(村委会)２９个生产合作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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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占全乡总人数的６８３％.有党支部１１个,

其中农牧区党支部８个,机关党支部、寄宿制

小学 党 支 部、 林 场 党 支 部 各 １ 个, 党 员

２８１名.

◆指标完成情况　２０２０年,全乡实现农牧

区经济总收入１８７３７８８万元,其中农业收入

３３８９０１３万元,牧业收入１２６９４１３万元,林

业收入９９８５万元,劳务及其他收入２０５３７７

万元,农牧民人均收入１８８５１３０元.粮食单

产２８４千克,完成目标任务的１０１１％;油料

单产１５０千克,完成目标任务的１０４６７％.

◆农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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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０１６７公顷,马铃薯种植面积６２５３公顷,油

菜种植面积２１１３３公顷,饲草饲料种植面积

７９３３公顷,蔬菜种植面积６８７公顷.畜禽存

栏１１４８２０头 (只),其中牛存栏２３５２３头,羊

存栏８８６９５只,马存栏２７５匹,猪存栏２６１头,

犬５０２条,禽存栏１５６４羽.牲畜出栏３４６７５头

(只),其中牛出栏２３３３头,羊出栏３２３４２只.

对全乡８个村的畜禽进行防疫,牛、羊、猪、

犬、禽疫病防疫密度均为１００％.落实发放粮

食直 补 资 金 １０８ 万 元、草 原 生 态 奖 补 资 金

３６８２６万元.

◆精准扶贫　全乡１７８户５５２人脱贫人口

脱贫成果稳固,未发生返贫现象.发放互助资

金１０８５４万元,“５３０”小额贷款１１４万元.按

照村集体经济资金分配制度,使用村集体经济

收益资金设置脱贫户公益性岗位,招聘护林员

９８名,扶贫公益性岗位３７名,脱贫户公益性

岗位２６个,发放工资１９２４万元.完成脱贫

攻坚普查,全乡脱贫户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

５５５０８２３元,最低７０８２４８元.

◆项目建设　投资３０９６１９万元实施各类

项目７项,其中建设完工项目４项,分别是大

庄村基础设施建设修缮项目,５０座新标准卫生

厕所,龙浪村硬化路入户项目,塔里华村路灯

安装项目.正在建设项目３项,分别是农牧民

综合培训中心新建项目 (山东援建)、牲畜集

中养殖点建设项目和仙米生态美丽乡镇建设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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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月７日,正在实施的农村危房改造工程 (仙米

乡人民政府提供)

◆生态环境保护　完成绿化１０７５公顷,

比目标 任 务 超 额 完 成 ２１５ 公 顷,栽 植 苗 木

２２４００株.围绕人居环境整治、小集镇卫生整

治和村庄乱搭乱建问题,发动群众２３００余次,

配备垃圾清运车２辆、户外垃圾箱５２个、户

垃圾桶１０００个,清理生活垃圾１９０余吨,清

理村内沟渠７０余公里.组织巡河员开展巡河

８０余次,巡查水源地５０余次,巡查蓄水池５１

个,巡河历程１４２２公里,清理沿河和河道垃

圾１５余吨.整治私搭乱建３１处,乱圈乱占

５８５４米,卫生死角１５处.

◆社会保障　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对象２４０户６０３人,发放低保金３６３７４万元.

特困供养人员２２人,发放特困供养金２７６４

万元.临 时 救 助 １２７ 户 ３６４ 人,救 助 金 额

１３６７万元;留守儿童１６人,困境儿童１人,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１人,孤儿１人,发放保障

金１９３万元.３４６人购买６０岁以上老年人意

外伤害保险,补助金额１４２万元.残疾人１８７

人,发放残疾人补贴２１１２万元.２５９人享受

高龄补贴,发放补助金３１８１９万元.发放疫

情期间困难实物５７户,价值２８５万元.申报

农村牧区独生子女和双女户家庭奖学金９户、

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项目资金２名、慈善总会

大学生资助项目３名、西海情资助项目１名、

三江源地区异地办学奖补资金学生７９名、中

国茅台助学金１人.年内落实各部门各类补贴

６００余万元,惠及３０００余人次.

◆疫情防控　共召开疫情防控专题会议１１

次,登记返门人员３１４人,落实留观措施１９３

人,办理绿码健康证明７６人,落实高原适应

性观测和自我健康管理措施４５人.转发各类

官方信息９００余条,悬挂横幅２０条,发放宣

传单等３３００余份,开展应急演练１次.发放

一次性及 N９５口罩共１５５０个,消毒液６６５千

克,消毒粉１箱,急救箱８个,喷雾器９个,

燃煤８吨以及其他物资.党员群众向县委组织

部和红十字会捐款１０３４３３元,交纳特殊党费

４３００元,宁武高速公路段复工人员７８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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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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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党员活动室维修

资金、阵地规范化建设资金１４８万元,维修３

个村党员活动室、规范８个村党组织阵地.举

办农牧民党员冬春轮训班１期.吸收预备党员

１５名、培养入党积极分子２３名.在 “七一”

期间对２２名优秀党员予以了表彰.党员干部

线上学习２０余次,集中学习５２次,专题研讨

３次,召开民主生活会１次.完成八个村党支

部、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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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风廉政建设　年初召开仙米乡党风廉

政建设工作安排会,签订 «仙米乡２０２０年党

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书»,开展以案促改、深

入反思系列腐败案件、廉政警示教育、廉政文

化宣传月等工作.全年组织召开党风廉政建设

会议８次,对落实责任制情况开展督查４次,

开展各类学习８０余次,撰写学习心得５０余

篇,集体提醒谈话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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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期,受教育人数

３００余人次.

◆意识形态工作　与各村、乡属单位、各

分管领导签订 «仙米乡２０２０年意识形态目标

责任书»,结合 “一治两创”和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在各村开展五星级文明户评选、春节文

化活动、主题团日、妇联慰问、第十四个公民

道德宣传周、最美家庭评比、“好媳妇”“好婆

婆”评选等系列活动.开展 “我们的节日端

午节”主题活动、 “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主

题活动,发动农牧民群众参加 “爱党爱国爱门

源”系列活动之农牧民中秋月饼大赛、合唱比

赛、农畜产品展销.衔接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

院组织的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志愿者服务

队３０人走进仙米乡开展为期３天的 “三下乡”

社会实践活动,全乡组建四支文化队伍:一支

人数达８０人的社火队,一支２０人的舞狮队,

一支１６人的华热藏族服饰队,一支２２人的锅

庄队.评选出 “五星级”文明户１４４户,县级

文明标兵户３户、州级文明标兵户１户,推荐

“最美家庭”１户,大庄村列入第六届全国文明

村候选名单,桥滩村、龙浪村、讨拉村申报创

建省级文明村.

◆维稳工作　印发 «关于加强疫情防控期

间社会稳定和治安防范工作的通知»,延 伸

“一线工作法”,召开各类会议５０余次,悬挂

横幅６０余条,集中开展安全生产月和防震减

灾宣传各３次,微信宣传１６０余条.设立３个

举报箱,调处各类矛盾纠纷３２起.社区矫正

人员２名、刑满释放人员１７名.

◆扫黑除恶　本着 “有黑扫黑,有恶除

恶,有乱治乱”的要求,张贴 “举报涉黑涉恶

涉乱违法犯罪线索的通告”,配合做好 “六清

行动”,开展 «民法典»、反分裂、反渗透、反

电信诈骗宣传、防震减灾等宣传工作;开展

“七五”普法宣传教育;举办 “法律明白人”

培训班２期.

◆群团工作　发挥农民工工会组织的作

用,加大维权力度,调解劳资纠纷,为７９０多

人提供用工信息.在疫情防控、人居环境整治

和各项活动中,开展志愿服务工作,其中环境

整治志愿活动３次、“学雷锋”、敬老志愿活动

２次.５０余名共青团员、青年参与疫情防控执

勤、宣传、消毒,捐款３３２５元.发展共青团

员２人、推优入党１２人.联合乡卫生院开展

维护育龄群众合法权益、优生优育、生殖健康

宣讲活动.发放宣传册３００余份,举办宣传活

动５次.评选 “最美家庭”１户,美丽庭院５

户,绿色家庭示范户１户.

(审稿:索霞　撰稿:马玉珍)

珠 固 乡

概述　珠固乡位于祁连山脉东段,是门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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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的 “东大门”.东北与甘肃省天祝县接壤,

南邻互助县巴扎乡,西接仙米乡.辖区面积

１００３平方公里,距县城７２公里,距省会西宁

１３０公里.辖７个行政村、２１个生产合作社,

总人口 １３６０ 户 ５１４９ 人,有 藏 族、汉 族、土

族、回族、蒙古族５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占

６５５％,藏族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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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３６公顷,主要种植小麦、油菜、豆

类、马铃薯、苗木、药材等.拥有天然草场

８７９万公顷,存栏各类牲畜６４万头 (只).

全乡有９个党支部２１７名党员.有在编工作人

员２６名,其中行政编制１６名,综合服务中心

事业编制１０名.

◆指标完成情况　全乡经济总收入８６３８９

万元,同比增长１５５％;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１６７７７９元,增长１２４％;完成经济目标任

务的１０３２％.

◆农牧业生产　播种各类农作物４８３６公

顷,粮油单产分别为４０６千克和１９１千克,分

别完成目标任务的１０１５％和１０７３％.依托

独特的地理条件和气候优势,引导群众转变发

展思路,调整产业结构,发展苗木、药材、蔬

菜等品种的种植,提升群众收入,全乡云杉、

圆柏等各类苗木调运２７７８万余株,实现销售

收入 ９７２ 万 余 元;种 植 羌 活、当 归 等 药 材

４６６７公顷,实现收入３８９万余元.优化养殖

方式,充分发挥合作社、家庭牧场的功能,提

高舍饲半舍饲养殖水平,合理优化养殖方式,

全年繁活各类仔畜４１８万头 (只),繁活率

８５１４％;出栏牲畜４１１万头 (只),完成目

标任务的１２８４％;实施种子工程,细毛羊和

藏系 羊 分 别 改 良 １ 万 只,完 成 目 标 任 务 的

１００％.种粮补贴和草原奖补资金落实到位,

畜牧业发展资金信贷渠道畅通,协调乡信用社

为９３０户农牧户发放支农贷款７１４５万元.

　　４月１０日,珠固乡春耕备播一隅 (珠固乡人民政

府提供)

◆项目建设　投资１３０万元的珠固寺村高

原美丽乡村建设和投资１００万元的山东援建珠

固寺村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完成;投资１３０万元

的玉龙滩村高原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和投资１００

万元的山东援建玉龙滩村基础设施项目完工;

投资４４５万元的珠固乡农牧民综合培训中心暨

党群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开工建设.完成投资４７

万元的玉龙滩村旭久台道路硬化１５８公里,

完成雪龙滩村和元树村灌溉水渠５３公里、为

初麻院村建设机井６口;实施投资４６５万元

的卫生厕所５处,完成 “厕所革命”户厕５０

座.整合乡村两级资金２０余万元,对各村破

损道路、人饮工程、牧道、桥梁等进行维修,

基础设施短板进行补齐.

◆精准扶贫　制定实施全乡７个行政村脱

贫攻坚巩固提升方案,对全乡１９７户５９０人脱

贫户,加大思想扶贫教育及扶贫扶持政策,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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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脱贫不脱政策,在尊重贫困对象意见的基础

上,将涉及玉龙滩村、初麻院村４户１０人到

户产业项目资金,通过购买牛羊发展养殖业实

现收益,对２０１６年以来实施的到户产业购置

牛羊项目运行情况分村排查,建立效益分析台

账.做好补针点睛巩固提升工作,全乡设置光

伏扶贫公益性岗位１３名,均为脱贫户,从事

村庄环境卫生清理工作.对雪龙滩村、玉龙滩

村党员活动室进行维修,为初麻院村脱贫户建

设住房１处.落实教育医疗扶贫政策,７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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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乡双签约户数

１８６户,签约人数５６５人,家庭医生和乡村干

部签约４５２人.

◆社会各项事业　全乡育龄妇女１４７３人,

其中已婚育龄妇女９６２人,采取措施９３８人,

综合节育率９７１％,随访率１００％.全年出生

２８人,其中男性１６人,女性１２人,出生人口

性别比为１３３,死亡人口２０人.落实农牧区

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实施动态调整,为２２２户

５１７名低保户发放低保金２０７６万元.本着人

民至上、应救尽救的原则,为７３户２４０名困

难群众进行临时救助,发放救助资金７７２３万

元,为２８名特困人员发放补助金４０１２万元.

依托文化进家庭 “五个一”项目等,加大对残

疾人的关注关爱力度,全乡登记残疾人 １５１

人,发放补贴３４８３万元.

◆疫情防控　根据全县疫情防控工作安排

部署,启动全乡疫情防控工作,成立疫情防控

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动员全乡７个行政村 “村

两委”迅速行动,在征求本村村民意见的基础

上,自发组织本村村民,设置了１７个劝返点,

劝返走亲访友车辆１００余台次２１０人.通过微

信公众平台和微信群、村级广播等反复就疫情

相关知识、防护措施以及上级党委、政府发布

的通告、公告等进行发布,发布宣传信息８００

余条,走门串户宣传１９００户次,发放宣传资

料３４００余份,对居家留观群众上门服务６００

余次,村级广播播放宣传音频７０余次.期间,

全乡２１家婚礼、寿宴、看满月等聚会推迟.

通过微信、电话、组建服务队、巡逻队等方式

排查外地返乡人员２５６人,采取居家留观措

施,齐心协力,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拧

紧疫情防控思想螺丝,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

作.根据全球、全国疫情防控工作形势和变

化,保持高度戒备,常态化开展高中风险区返

乡人员登记、督促核酸检测等工作.

◆基层组织建设　发挥基层党支部战斗堡

垒作用,坚持 “三会一课”制度 “经常抓、抓

经常”,巩固深化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学

习教育成果,密切党群关系.创新用活 “党员

积分制”管 理 制 度,结 合 党 员 固 定 活 动 日、

“一名党员一面旗”等主题活动,通过月登记、

季评比、年兑现,激发党员队伍的活力.落实

发展党员 “３４５”工作制,实行发展党员推荐

制、预审制、公示制、票决制和责任追究制,

严把 “培养、考察、谈话、审批”关,年内发

展新党员２９名,培养入党积极分子２５名.围

绕 “七一”建党节、国庆等节庆、重大会议节

点,各党支部与联姻结对单位组织开展形式多

样的主题党日活动,通过重温入党誓词、走访

慰问老党员、建言献策乡域经济社会发展、国

土绿化、文艺演出、讲授党史、知识竞答等活

动,丰富党建载体,凝聚党心民心.疫情期

间,全乡广大党员群众捐款１０３３万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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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村集体经济发展计划,利用中央及省州县

各类财政扶持资金,利用乡域内丰富的资源优

势,确定发展目标和方式,年底全乡７个村集

体经济收入均突破２０万元.

◆精神文明建设　以 “爱党爱国爱门源”

为主旋律,依托元旦、妇女节、五四青年节、

端午节、国庆节、中秋节等节庆,开展 “不忘

初心颂党恩,凝心聚力暖民心”、“两节”文化

活动、 “绽放战 ‘役’青春,坚定制度自信”

庆五四、“粽香传情、共建文明”庆端午、“唱

响主旋律颂歌献祖国”红歌比赛、“迎国庆、

庆中秋刺绣、剪纸比赛”等活动,在歌颂祖

国、赞美家乡的同时,在全乡营造浓厚的文化

氛围.启动第二届 “身边好人”评选活动,珠

固寺村村民谢尖措被授予全县第四届 “孝老爱

亲”道德模范.利用第十四个公民道德宣传

周,通过举办 “道德讲堂” “集中宣传”等方

式开展向 “道德模范”学习活动;按程序评选

年度 “五星级文明户”１２６户并授星挂牌,推

荐表彰 “五星级文明标兵户”３户,推选州级

“五星级文明户”１户,荣获全州 “五星级文明

户创建”先进乡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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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好声音,弘扬正能量.加大投稿力

度,上报各类简报信息１００余期,在今日头

条、金门源等媒体刊发３０余条信息.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明确工作职责,层

层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落实工作任务,并纳

入年度考核内容,年底组成考核组进行专项考

核,形成民族宗教工作有人管、有人抓和有人

负责的长效工作机制.实行一月两排查的定期

排查制度和重大节庆活动的不定期排查制度,

实行领导包案制度,严防宗教矛盾激化引发大

规模的群体性事件.注重寺院工作,完善机构

设置,坚持把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作为民族团结

工作的关键,依法管理,用法治方式谋划宗教

工作,用法治思维解决宗教问题,保护各民族

群众信仰宗教的合法权益,引导宗教和社会主

义社会相适应.发挥村 “两委”作用,组织

“两节”“我们的节日”等系列文化活动,通过

活动深化全乡干部群众感情基础,促进全乡各

民族团结友爱.年内全乡开展文艺汇演６次,

为全乡广大农牧民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奠定文化

基础.

◆平安创建工作　开展 “平安村” “平安

家庭”创建活动,制定印发 «珠固乡综治平安

建设宣传月活动实施方案»,开展综治平安宣

传月宣传活动,积分制 «村规民约»运行效果

显现,为建设 “平安珠固”奠定基础.强化校

园安全工作,联合仙米中心派出所、珠固司法

所等,到校园开展 “法律进校园”、反恐演练

等活动,提高学校老师和学生的法律意识和安

全意识.严格驻寺、维稳值班值勤和僧人外出

请销假制度,强化宗教佛事活动的审批和管

理,确保宗教领域安全.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深化 “六清行动”,乡党委组织召开珠固

乡扫黑除恶工作推进会,制定印发 «珠固乡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 “六清行动”实施方案»,推

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六清行动”.利用周三

党委中心组学习会议、周四村 “两委”集中办

公日等,学习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六清行动”

相关会议和文件精神,提高干部群众对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 “六清行动”的认识和参与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 “六清行动”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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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综合治理　以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

定为目标,创新工作方法,通过试点先行,单

项突破的方式,打造 “一核两制三队四会”的

社会治理新体系,促进乡域内的和谐稳定.开

展 “疫情防控,法治先行”为主题的 “法律进

校园”活动,依托 “４１５”全民国家安全教

育日、“４１９”反邪教宣传日等,引导群众依

法行事、依法维权.每季度召开矛盾纠纷和社

会面管控隐患形势分析会议,对存在的苗头性

纠纷进行研判分析,防止事态扩大.发挥村级

调委会作用,排查调处矛盾纠纷３５起,成功

化解３５起,其中村级调委会化解３１起.发挥

“大接访”工作制,接待来访群众４２人次,对

群众关心的苗木销售渠道不畅问题,协调县自

然资源部门、乡域内苗木合作社得到解决.关

注乡域内重点人员和流动人员动态,各村对外

来务工人员进行排查登记,做到知去向,知住

所,知情况,掌握流动人口动态.对本乡重点

精神障碍患者给予关注和关爱,结合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对其居住环境进行整治,送去必需的

生活物资,由村干部轮流监督管理.

◆民族风情和名优产品　珠固地区的藏

族,在民间被称为 “华热”,即英雄的部落之

意,自称 “华热嘎绕”,即白色的英雄之部.

从地域、语言、习俗等方面推断,华热属于安

多藏区 (即青海湟水以北的乐都北山、互助、

大通、门源等县藏区和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

县、张掖东部马蹄、皇城区、天祝县及永登、

古浪等边缘地带).华热部落有悠久的历史渊

源和独特的文化传统,是以吐蕃和本地古羌人

融合而成,还有鲜卑族、汉族等血缘关系.华

热藏区的群众有其独特的生活习惯,千百年来

流传下来的饮食、宗教、婚嫁、服饰、节日等

文化,在全县各少数民族中独树一帜.民族产

品主要有鲜奶 、酥油、乳清、鲜牛肉、风干牛

肉、腌熏牛肉、牛肉灌肠和血肠、皮制品等.

(审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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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青海青江集团公司管辖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

国有农场.农场地处祁连山南麓腹地,海拔

２９４０~３１８０米,属于高海拔旱作农业区,位于

门源县西北部,距门源县城２０公里,距西宁

市１２０公里.国道２２７线与门源县城至青石嘴

镇一级公路经过场区,兰新铁路横穿整个农

场,动车车站位于农业三大队境内,各农业大

队间由通村水泥路面相通.农场占地９７３３３

公顷,其中耕地面积７８００公顷.有职工６００

人.农场经过５０年的建设与发展,累计生产

粮食１７８亿千克,油菜籽３２４亿千克,现有

各类农业机械６００余台 (套),农业机械总动

力１万千瓦,农业生产全程基本实现了机械

化.农作物以白菜型油菜籽为主,油菜籽年产

量１５０００吨左右,油菜籽含油率高,出油率高

４０％.农场境内耕地平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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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农机具６００台 (套),机

械化程度占农业生产过程的９５％.

◆春播备耕生产　全场粮油种植７７９８５３

公顷,其中油菜种植１５５４２７公顷,青稞种植

６２４４２６公顷.完成９０３８９万元农资采购项目

开标评标工作,签订供货协议,采购化肥磷酸

二铵１４６７吨,复合肥３２６吨,尿素２４１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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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肥 ３０８９ 吨, 各 类 农 药 １１４３ 吨. 投 入

１０４３２万元,招标采购春耕生产用柴油 １６０

吨.全年完成１７１０万元农机具采购开标评标

工作,签订供货协议,１４０４轮式拖拉机１３台,

栅条犁１３台,喷药机１台,播种机１０台,播

肥机１４台,镇压器３３组,拖斗１０台,８台

W－２３０联合收割机.

◆田间管理　实施青稞、油菜作物按比例

轮作倒茬,抑制减少农田恶性杂草危害,提升

农田地力条件.油菜播种时期发挥综合灭草措

施,减轻农田草害发生程度.根据各地块草

情、天气条件等因素综合考虑,前期播种油菜

实施化学灭草０２１万公顷,在最佳时间机械

耙地灭草地块９０％以上.人工捕鼠、药饵投放

等措施相结合,完成人工捕鼠４７９万只,支

付捕鼠费用４５１８万元.根据国家环保政策要

求,农作物秸秆全量还田,禁止焚烧,采取措

施控制作物割茬高度,提高秋翻质量.

◆科技创新　实施青稞、油菜种子全量包

衣技术,青稞、油菜全部选用新型烟碱类高

效、低毒广谱性杀虫剂,兼防病害的种子包衣

剂.加强油菜种子源头管理,提高品种纯度和

增产潜力,开展 “浩油１１号”油菜籽种提纯

复壮工作,大田选择优异单株近５０千克,在

门源西滩乡异地繁殖２公顷,２０１８年农业六大

队种植４０公顷,２０１９年扩大种植到１５３３３公

顷,２０２０年再次种植１５３３３公顷,秋收精选

籽种精选加工,统一为全场提供油菜籽种需

求.试种青稞新品种昆仑 １４号 ３３３３公顷,

实现单产５３４７５千克/公顷,较常规对照品种

品种肚里黄 (单产４６５０千克/公顷),每公顷

提高产量 ６９７５千克;昆仑 １４号在抗倒伏、

增产、稳产等优势发挥明显,精选加工籽种

１７４５万千克,种植推广５０６６７公顷.

◆农业项目　配合国家化肥农药 “两减”

行动,控制化肥用量,加大有机肥投入,提升

耕地质量.配合门源县实施化肥减量增效项目

６６６６７公顷,麦类油料作物轮作模式１３３３３

公顷,投 入 有 机 肥 １２８４４ 吨,完 成 此 项 目

６６６６７公顷作物田的病虫害生物药剂无人机飞

防喷施作业,农业绿色防控技术的推广应用方

面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自然灾害防范风险　与门源县保险公司

沟通,进行农作物种植投保工作,青稞投保金

额每公顷７２元,油菜投保金额每公顷１０８元,

投入资金６６３９万元,将种植作物全部加入政

策性农业保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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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职工分别开展党的十九

大精神、农业农机基础知识、法律法规和农场

各项管理办法、廉洁自律等培训工作.配合工

会组织开展职工技能竞赛.完成６起信访处

理.一次性安置人员１人２次、退休人员１起

２人、青海省政府１２３４５热线电话访问１起,

来信３起,办结率９５％.农场投入１９８万元从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起为职工统一增资１０％.投入

资金４９７万元,为职工统一购买人身意外伤害

保险;发放民族团结奖、精神文明奖、取暖

费、农忙季节误餐补助等.

◆安全生产　针对进入主汛期,于５月份

对防汛措施、安全隐患等进行隐患排查和整

改,在农业六、七大队清理排洪渠和排洪沟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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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处理安全与生产、安全与效率的辩证关

系,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做到勤检查、勤督

促、早整改.加强职工的安全教育培训,使培

训教育制度化、规范化、经常化,遏制各类安

全生产事故发生.全年未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安全生产工作保持良好态势.

◆环境整治　强化各大队全员环保意识、

生态意识,倡导健康文明生产、生活方式,对

晒场、家属院、林带、地头地边垃圾集中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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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打好基础.

◆退耕还林　推进退耕还林管护质量,各

大队按属地管辖自查网围栏损坏情况,投资

１３７万元,利用夏季农闲时间修复网围栏、立

柱,确保林带管护质量.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

念,推动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加快推进国家公

园示范省建设、国土绿化巩固提升三年行动和

全县国土绿化步伐,参加门源县国土绿化工

作,投入资金１６万元,完成国土绿化面积

５３３公顷.

◆土地管理　加大沟通协调力度,与租

赁、借种监狱 (农场)土地的部队多次协商,

取得工作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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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门源一级公路修建,实际面积１７７６

公顷,交农业九大队种植经营.西宁转运站租

用耕地４９３３公顷,移交事宜正在对接、协

调.因修建国家高速国道０６１１张掖至汶川公

路青海省扁都口至门源段工程建设,该项目工

程建设规划涉及青石嘴方向匝道口建设占用农

场七大队地块耕地０１２公顷.

◆疫情防控　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

求,农场成立疫情防控小组,落实农场疫情防

控各项措施,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制度保障.

制定疫情防控应急预案,对返场人员,执行复

工前居家隔离、执行体温检测登记上报制度,

按照省局疫情防控指挥部与门源县防控指挥部

的要求,进行六轮疫情排查５０００余人次,从２

月２０日起对疫情严重省份直接返场职工及家

属实行 “一对一管控责任书”,返场的８３名职

工居住在场部各自大队,减少人员流动,阻断

疫情的输入渠道.

(审稿:蔡占顺　撰稿:胡志鹏)

门源种马场

概述　青海省门源种马场始建于１９３７年,

１９４９年后隶属于青海省畜牧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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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被农业部评定为 “全国农垦农

机标准化示范农场”.２０２０年,全场人口２４０６

人,其中在职职工５６９人,退休职工６０９人,

辖区居民１２２８人.马场下设三站两分场,机

关设四部四室.土地面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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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６６７公顷,其他用地

４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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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３３３公顷.各类牲畜存栏１３２７万只头,

其中羊１１３３万只、牛１９万头、马３９０余匹.

全场拥有大型先进农机具１８８台套.

◆主要经济指标　全场营业收入５５１５９１

万 元,总 成 本 ５３１６６２ 万 元,实 现 净 利 润

２１５７０８万元,管理费用２２７７１５万元,职工

参 保 率 １００％,上 缴 职 工 各 类 保 险 ６６９６９

万元.

◆农业生产　全年种植面积 ３３２６６７公

顷,其中油菜１４２６６７公顷,青稞８８６６７公

顷,草籽９４０公顷,青干草７３３３公顷;收获

农产品８１３９０３吨,其中青稞４３３５６３吨,油

菜籽２４３９２６吨,草籽６４３１２吨,青贮青饲料

８７８１６吨;收获披碱草草捆８６７８５捆,燕麦草

草捆８７４２０捆,油菜籽草捆３６００捆.

◆畜牧业生产　青海省种马场永安城绿色

生态牛羊养殖有限责任公司投入１０４万元完成

对６４００平方米畜棚改造,养殖区排水管沟改

建４８０米,新建青贮池１２００立方米.投入资

金３２２０８万元购进生产母羊及种公羊１２００只

(已产羔羊２１７只)、牦牛７４头.完成８７８吨燕

麦草的青贮工作,储备青干草８７４２０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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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

备羊坂粪１２３００立方米.

◆民族团结　根据集团公司创建民族团结

领导小组工作安排,召开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

范省工作动员部署会,传达学习省委、集团公

司党委会议精神和重要讲话,印发 «关于创建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实施细则»,成立

创建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具体要求,落实工作

责任,主动与集团公司、门源县民族团结创建

办加强联系沟通,为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

位奠定基础.

◆困难职工解困脱困　建档立卡困难职工

４５户,其中４２户实现脱困,剩余３户因大病

致困继续进行联点帮扶.基层档案困难职工４４

户全部实现脱困.通过农担公司从门源县农业

银行办理低息贷款１４５８万元,支持职工发展

牛羊养殖,增加收入.调整产业结构,采取职

工自愿交回土地的原则,给上交承包地的单职

工年底发放工资１８万元,给双职工发放２６

万 元. 全 年 上 交 土 地 ３３１ 人, 移 交 土 地

１７３３３３公顷,鼓励农业职工外出务工,以增

加收入.

◆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移交　移交退休人

员６１０人,其中门源种马场６０７人,生态旅游

公司３人;移交党员９９人,其中门源种马场

８０人,生态旅游公司１人,代管移交学校、卫

生院１８人;移交人事档案６１０册,其中门源

种马场６０７册,生态旅游公司３册;涉及移交

县 (区)８ 个,镇 (办)３５ 个,社 区 ６０ 个;

签署协议共５３份,其中整体协议９份,党组

织协议９份,各分项协议３５份.

◆项目建设　２０１９年退牧还草工程、职工

户厕及粪污资源化利用、２０２０年高原美丽乡村

建设、２０２０年乡村振兴战略示范试点场建设、

草种基地更新建设、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试点项

目粮改饲补贴、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项目同步实

５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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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其中６个项目建成完工.投资１２５万元草

种基地更新建设项目,因项目资金重新调拨县

财政拨付,延期至２０２１年实施;总投资７００

万元的乡村振兴战略示范试点场建设项目,完

成招标工作,与施工单位签订合同,委托省农

牧项目咨询中心编制 «乡村振兴战略三年发展

规划»,通过该项目临聘大学生５名.

◆安全环保　制定实施 «安全生产三年行

动实施方案»,开展第十九个 “安全生产月”

活动,制定相应工作措施,宣传防灭火知识,

做到防患于未然.开展环境整治 “百日攻坚”

行动,清理垃圾４６０余吨,清理牲畜粪污８０

余吨,清理河道垃圾１５余公里.

◆企业文化建设　在场机关办公楼及场属

各党支部制作安装党建文化墙、企业荣誉墙、

宣传展板等.开展 “七一”建党节系列活动,

组织职工参加集团公司举办的第二届职工运动

会.开展 “传承好家训、建设好家风”主题活

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单位 “好家

风家训”的浓厚氛围.

◆各类培训　按照 “请进来,走出去”的

培训计划,利用农闲时间聘请专业技师来场开

展科学种田、农机标准化操作、科学养畜及畜

疫防治、党务工作等技术指导和培训.参加上

级部门组织的省内外举办的项目管理、乡村振

兴等业务知识培训,全年举办培训班３０期,

培训２９１人次,提升全场管理人员及职工的业

务水平.

(审稿:王格非　撰稿:雍桂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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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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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省双拥模范县
中共青海省委、青海省人民政府、青海省
军区

中国最美县域 第十六届深圳文博会

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青海省文化旅游厅

门源县扶贫开发局
２０２０年 “１０１７扶贫日”脱贫攻坚成就
展一等奖

中共海北州委、海北州人民政府

皇城蒙古族乡

省级卫生乡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青海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全省五四红旗团支部 共青团青海省委

２０２０年海北州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乡镇 海北州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办公室

门源县气象社区 全省五一巾帼标兵 青海省总工会

青海海鑫矿业有限公司 全国安康杯优胜单位 全国总工会

北山乡

全州 “五星级文明户”创建工作先进乡镇 海北州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门源县庆丰收活动暨 “唱响家乡美”农牧
民合唱比赛精神文明奖

中共门源县委、门源县人民政府

门源县 “庆丰收迎中秋”农牧民中秋月
饼大赛优秀组织奖

中共门源县委、门源县人民政府

中共门源县委机构编制委
员会办公室

优秀县级编办 中共青海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司法 局 东 川 司 法 所 “３６５
调解室” 司法为民好榜样集体 司法部

门源县纪委监委
海北州 “廉政文化宣传月”党纪法规知识
竞赛活动一等奖

中共海北州纪律检查委员会、海北州监察
委员会

门源县农牧水利科技局

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一等奖 农业农村部

全国农机科普先进集体 中国农业机械学会

青海省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先进
集体

青海省农牧区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总站

全省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先进
集体

中共青海省委农村牧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青海省农业农村厅

门源县庆丰收活动 “唱响家乡美”优秀组
织奖

中共门源县委、门源县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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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获奖单位 荣誉称号 授奖部门

门源县统战 (民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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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川镇 “３６５调解室” 新时代司法为民好榜样先进集体 中宣部、中央政法委、司法部

东川镇 ２０１９年度脱贫攻坚工作先进乡镇 中共海北州委、海北州人民政府

门源县文体旅游广电局花
海艺术团

第八届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
先进集体

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电总局

门源县文体旅游广电局

２０２０年度全省体育工作先进集体 青海省体育局

海北州第六届 “民族团结进步杯”锅庄舞
展演活动二等奖

２０２０年草原嘉年华系列活动领导小组办
公室

门源 县 文 体 旅 游 广 电 局
(祁连 山 生 态 牧 场、聚 阳
沟景区)

国家３A级旅游景区 青海省文化旅游厅

门源 县 文 体 旅 游 广 电 局
(东川 镇 麻 当 村、仙 米 乡
桥滩村、珠固乡东旭村)

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村 青海省文化旅游厅

门源 县 文 体 旅 游 广 电 局
(仙米 乡 大 庄 村、珠 固 乡
东旭 村、浩 门 镇 头 塘 村、
泉口镇腰巴槽村、苏吉滩
乡苏吉湾村)

省级乡村旅游示范村 青海省文化旅游厅

门源县文体旅游广电局花
海民族艺术团

国家先进集体 (基层文艺院团) 青海省文化旅游厅

公安局青石嘴公安分局 新冠疫情防控期间战时集体二等功 青海省公安厅

公安局站前派出所 新冠疫情防控期间战时集体嘉奖 海北州公安局

公安局青石嘴派出所 新冠疫情防控期间战时集体嘉奖 海北州公安局

门源县治安大队 夏季维稳安保工作集体嘉奖 青海省公安厅

门源县公安局
海北州公安民警岗位大练兵暨警务技能大
比武集体三等功

海北州公安局

门源县国保大队
全州公安机关国保、反恐、反邪 “岗位大
练兵、大比武”第一名

海北州公安局

门源县检察院

全省精神文明单位 青海省文明委

全省检察机关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体二
等功

青海省人民检察院

全省检察机关第十届 “全省文明接待室” 青海省人民检察院

全州检察机关２０２０年度基层检察院业务
工作先进集体

海北州人民检察院

门源县交通运输局 全省治超工作先进单位 青海省治超办

门源县教育局 青海省优秀基层关工委 青海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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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获奖单位 荣誉称号 授奖部门

海北州第二高级中学 州级模范集体 中共海北州委、海北州人民政府

门源县职业技术学校 州级先进集体 中共海北州委、海北州人民政府

门源县第二寄宿制初级中学

篮球特色学校 教育部办公厅

依法治校示范校 中共青海省委依法治省委员会

青海省第五届青少年模拟法庭一等奖 团省委、省人民法院

门源县职业技术学校 海北州转移就业优秀培训机构 海北州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门源县西滩乡寄宿制小学
全州教育工作 “先进集体” 中共海北州委、海北州人民政府

乡村温馨校园典型案例学校 教育部

门源县启航小学
青海省第十届中小学机器人大赛创新设计
赛小学组冠军

青海省教育厅

门源回族自治县第二小学 海北州中小学生电脑作品大赛优秀组织奖 海北州教育局

青石嘴镇寄宿制小学

青海省优秀少先大队
共青团青海省委、青海省教育厅、青海省
少工委

州先进集体 中共海北州委、海北州人民政府

全国优秀少先队集体 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全国少工委

海北州第二高级中学 海北州劳动模范集体 中共海北州委、海北州人民政府

门源县第一小学 全省优秀少先队中队
共青团青海省委、青海省教育厅、青海省
少工委

珠固乡寄宿制小学 青海省优秀少先中队
共青团青海省委、青海省教育厅、青海省
少工委、教育部办公厅

门源回族自治县青石嘴镇
大滩小学

全国篮球特色学校 教育部办公厅

启梦幼儿园 全州教育工作先进集体 中共海北州委、海北州人民政府

泉口镇寄宿制小学
全省平安校园建设优秀成果三等奖 青海省教育厅

全国篮球特色学校 教育部办公厅

门源县气象局 海北州气象部门２０２０年度先进集体 海北藏族自治州气象局

青石嘴镇

青海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中共青海省委

青海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 中共青海省委、青海省人民政府

省级卫生城镇 青海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法先进集体 海北州人民政府

西滩乡

首批全国村级 “乡风文明建设”优秀典型
案例

农业农村部

青海省创建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区先进集体 中共青海省委、青海省人民政府

脱贫攻坚工作先进乡镇 中共海北州委、海北州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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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获奖单位 荣誉称号 授奖部门

西滩乡边麻掌村
青海省创建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 中共青海省委、青海省人民政府

首批乡风文明优秀典型案例 农业农村部

门源县自然资源局 国土绿化先进单位 中共青海省委、青海省人民政府

门源县森防站

海北州林草有害生物防控岗位大练兵知识
大赛团体三等奖　

海北州林业和草原局、海北州总工会

海北州年终考核第一名 海北州林业和林草局

寺沟管护站、老虎沟管护
站、初麻院管护站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优秀管护站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

珠固乡 全州 “五星级文明户创建”先进乡镇 海北州文明委

门源县消防救援大队
“践行训词精神、担当神圣使命”主题演
讲朗诵比赛第一名

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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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门源县个人获奖情况登记表
单位 姓名 奖项 授奖单位

北山乡 王振龙 门源县２０１９年度优秀河长 全国河长办

县委统战部
马占元 ２０２０年度优秀信息员 中共海北州委统战部

王万平 州级先进工作者 中共海北州委、海北州人民政府

县党校 张晓君 青海省２０１９年脱贫攻坚工作先进个人 中共青海省委、青海省人民政府

公安局

王金聚 冬春维稳安保成绩突出先进个人 青海省公安厅

窦海源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成绩突出先进个人 青海省公安厅

赵宏伟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成绩突出先进个人 青海省公安厅

袁启勇 个人嘉奖 海北州公安局

杨德什吉 个人嘉奖 海北州公安局

肖文明 优秀辅警 海北州公安局

赵小虎 优秀辅警 海北州公安局

罗俊 优秀辅警 海北州公安局

寇世雄 优秀辅警 海北州公安局

窦海源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中共青海省委、青海省人民政府

窦海源 全省优秀共产党员 中共青海省委、青海省人民政府

袁启勇 疫情防控期间战时先进个人 青海省公安厅

李海邦 疫情防控期间战时先进个人 海北州公安局

刘志平 夏季维稳安保工作成绩突出先进个人 青海省公安厅

孔庆伟 夏季维稳安保工作成绩突出先进个人 青海省公安厅

张喜年
重大节日、全省全国 “两会”及三月
维稳安保工作成绩突出先进个人

青海省公安厅

马生龙
重大节日、全省全国 “两会”及三月
维稳安保工作成绩突出先进个人

青海省公安厅

沙成军、王金聚
张冀辉

海北州公安民警岗位大练兵暨警务技
能大比武个人嘉奖

海北州公安局

马俊贞 “扫黑除恶”专项工作三等功 海北州公安局

欧阳志强、任文峰
缠勇

“扫黑除恶”专项工作三等功 海北州公安局

张金善 “夏季维稳”安保工作三等功 海北州公安局

闫志鑫、马立斌 “夏季维稳”安保工作个人嘉奖 海北州公安局

张延福 “大庆安保”工作个人三等功 海北州公安局

１９２

附录




续表１

单位 姓名 奖项 授奖单位

公安局

李延海、麻宏强、
窦海源、李积江、

韩明德

“大庆安保”工作个人嘉奖 海北州公安局

陈兴祥 “反恐演练”工作个人嘉奖 海北州公安局

马艳红
全州公安机关国保、反恐、反邪 “岗
位大练兵、大比武”第三名

海北州公安局

门源县
气象局

王春慧 青海省气象部门２０２０年度先进个人 青海省气象局

张毅嘉 海北州气象部门２０２０年度先进个人 海北藏族自治州气象局

张德元 海北州气象部门２０２０年度先进个人 海北藏族自治州气象局

门源县
国营浩门

林场
郭荣华 国土绿化先进个人 中共青海省委、青海省人民政府

门源县
森林防护站

李旭霞
青海省地区枸杞根腐病防控技术研究
先进个人

青海省科学技术厅

祁永敏
海北州林草有害生物防控岗位大练兵
知识大赛个人一等奖

海北州林业和林草局、海北州总工会

多杰才旦
海北州林草有害生物防控岗位大练兵
知识竞赛个人优秀奖

海北州林业和林草局、海北州总工会

郑伟国、杨杰、
李占云、孔庆德、

赵元隆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优秀管
护员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

宋锡康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优秀通
讯员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

魏志成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先进工
作者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

马寿山、孔繁云、
韩显忠

海北州林业先进工作者 海北州林业和草原局

门源县
卫生健康局

陈海正 州级先进工作者 中共海北州委、海北州人民政府

门源县应急
管理局

王永铸 ２０１９年度海北州安全生产先进个人 海北州应急管理局

杨延斌 ２０２０年度海北州安全生产先进个人 海北州应急管理局

马文林 ２０１９年度青海省安全生产先进个人 青海省应急管理局

麻莲乡
祁志新 全州优秀通讯员 海北州祁连山报社

韩进龙 全国优秀河长 全国河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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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单位 姓名 奖项 授奖单位

门源县生福
腾达劳务派
遣有限责任

公司

靳生福 州级劳动模范 海北州总工会

西滩乡光明
家庭农牧场

窦光明 州级劳动模范 海北州总工会

苏吉滩乡
苏吉湾村

杨连庆 州级劳动模范 海北州总工会

海北华瑞
藏毯有限
公司员工

韩永梅 海北工匠 海北州总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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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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党爱国爱门源”系列活动 ８７b

“厕所革命” １６５b,１８４b

“党建＋”引领全局 １９４b

“六稳六保”惠企政策 １６６b

“三个一线”建设 １４５a

“三个重点”领域监管 １７２b

“十三五”主要成就 １７９a

“十三五”主要工作 １９４a

“一地两证”问题 １９２a

A

安保工作 ２０６a

安全工作 １４６b

安全管理 １４５b,２１２a,２２５a

安全环保 ２８６a

安全生产 ２８３b

安全生产宣传 １１４a

案件查办 １２９b

B

办学条件改善 ２２３a

保护生态环境 １５６a

保密工作 ７７a

北山乡 ２６１b

避难场所设置 １１６a

编制管理 ９９b

殡葬管理工作 １１０a

补短板强弱项 ８４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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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监管责任 １１５a

部门履职尽责 １１４b

C

财产保险 ２１９b

财务工作 １３４a

财务管理 ２１５b

财政 １９９a

财政税务金融 １９９

财政监督检查 ２００b

参政议政 ８９a

残疾人低保 １４１a

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 １４１a

残疾人联合会 １３９b

残疾人托养工作 １４０b

草原资源 ４２b

查处违法行为 １７４a

产品创新 ２３１a

常规调查 １７０a

常委会会议 １０２b

常务委员会议 １２０b

畅通渠道 １１２a

城建生态环境自然资源 １８４

城乡建设 １８４a

处置响应各类突发事件 １１６b

传统农牧业 ２４６a,２４９b

创新乡村治理 １５０a

春播备耕生产 ２８３b

春季下乡活动 １０１a

从严治党 ７５a

从严治警 １５６b

村集体经济提质复壮 ２３６a

存款保险宣传工作 ２０４b

存款业务 ２１２b,２１４b

存款营销 ２１９a

存款组织工作 ２０９b

D

搭建 “智税平台” ２０１b

打击犯罪 １５２a

打造阳光政府 １６０a

大病医疗保险 ２２０b

大事记 ４４

代表工作 １０６a

党 的 建 设 ２３９a,２４７a,２５２a,２５９a,２６３b,

２６７a,２７０b,２７３b,２７７b

党的政治建设 ６９a

党风廉政工作 ２３９b

党 风 廉 政 建 设 １３５a,２４３a,２４８a,２５７b,

２６０b,２６７b,２７４b,２７８a

党建促业务 ９４b

党建工作 ８４a,９６a

党建引领业务 １６１a,２１１b

党建助力业务 １７１a

党建助业务 ２０２b

党史地方志 １００b

党史工作 １００b

党校工作 ９５a

党政机构改革 ９７b

档案管理 ９３b

档案业务 ９４a

德育教育 ２２２b

地方实体经济复工复产 ２１１a

地理位置 ４１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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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地貌 ４１b

第八次会议 １０２a

第七次会议 １０２a

第三十次会议 １０２b

第三十二次会议 １０３a

第三十六次会议 １０４a

第三十三次会议 １０３a

第三十四次会议 １０３b

第三十五次会议 １０４a

第三十一次会议 １０２b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暨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 １６９a

电信 １９６a

电子商务 １６６a

东川镇 ２４５a

动植物资源 ４２a

督查工作 ７６b

队伍建设 １５８b,１９６b,２１０a,２８３b

对接开展侨务工作 ９２a

兑现胜诉权益 １５５a

F

发挥参谋助手和窗口作用 １１３a

发展和改革局 １６４a

法治 １４８

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 １６１a

法院 １５４a

法治建设 ２４４b,２７５b

反洗钱 ２１８a

防范经营风险 ２２１b

防灾减灾宣传 １１５a

房地产开发 １８４b

非公有制企业生产 ２６２a

风险防控 ２１１b

风险管控 ２１６b

扶持贫困残疾人 １４０b

扶贫攻坚 １９７a,１９７b

扶贫开发 １８１b

扶贫项目及资金审计 １６７b

服务 “六稳”“六保” ２０９b

服务三农 ２０８a

服务社会事业 １７７b

服务受灾群众 １１６a

服务职工 １３２b

妇联 １３６a

妇女儿童服务 １３７b

附录 ２８７

G

干部人才队伍建设 ８５a

高原美丽乡村建设 １８４a

个人金融 ２１６b

各类反馈问题整改 １２８b

各类活动 １３１a

各类培训 ２８６b

各类市场专项整治 １７４a

耕地保护 １８９b

工会 １３１a

工业经济 １０７b

工业经济运行 １６５b

工业商务 １６５b

工业园区建设 １６６a

公安 １５７a

公安信息化 １５８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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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业 ２３８b

公路养护 １９３a

公益诉讼 １５３a

供电 １９３b

供销 １７６b

共青团 １３８a

光纤宽带 １９６a

规范支付管理 ２０４b

规范执法 １５７b

国防潜力调查 １４５a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２２７b

国土空间规划 １８９b

国土绿化工作 １９１a

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 １６６b

H

浩门农场 ２８２b

浩门镇 ２３５a

合规管理 ２０９b,２２０b

和谐稳定工作 ７３b

核查乱占耕地建房 １９０a

红十字会 １４３b

后勤保障工作 １４５b

化肥减量增效 ２８５a

化解民商事纠纷 １５４b

化解行政争议 １５５a

化解疑难信访事项 １１２b

环保督查整改 １６６b

环境管理 １８６b

环境整治 ２８４a

换届选举工作 ８６b

皇城乡 ２５４a

火灾及抢险救援 １１６b

J

机构编制 ９６a

机构编制管理 ９９a

机构组建 ２３２a

机要工作 ７７a

机要通信 １９５a

基本医疗保险 ２２０a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情况 ２２８a

基层党建 ２４２a

基层基础建设 １１８a

基层社会治理 １１０a

基层网点建设 １７７a

基层组织建设 ２５６a,２８０b

基础工作 ９３b

基础设施建设 ７３a,１８５a

集中整治专项行动 ８５a

集中整治作风突出问题 ９６b,１２９a

计划生育 ２２７b

纪检监察 １２７a

寄递业务 １９５b

加强和改进民主监督 １２５b

监督工作 １０５a

监督管理 ９３a

监管建设工程 １８５b

检察 １５１b

建功新时代 １３８b

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１８９b

建行门源支行 ２１０b

健康保险 ２２０b

健康扶贫 ２２６b

交通电力邮政通信 １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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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 １９３a

交通运输行业改革 １９３b

教师素养提升 ２２３a

教研模式创新 ２２３b

教育 ２２２a

教育培训 ２０７a

教育事业 ２４６b

教育整顿 １５７a

节能减排 ２０６b

结对帮扶 １７１b

金融安全 ２１８b

金融风险监测 ２０３b

金融服务 １９５b

金融统计工作 ２０４a

金融稳定 ２０４b

金融支持脱贫攻坚 ２０３a

经济工作 ２７２b

经济和农业农村委员会 １２１b

经济领域统战工作 ９１a

经济运行情况分析 １６９b

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２４０a

经理国库 ２０５a

精神文明创建 ８７a

精神文明建设 ７４a,２０７b,２３４b,２４８a,

２５３a,２５６b,２６８a,２７１b,

２７５a,２８１a

精准扶贫 １３５a,２２０a,２４０b,２５０a,２５５a,

２６２a,２６９b,２７３b,２７６b,２８０b

精准培育卷烟品牌 １７５a

警示教育 １２９b

纠治 “四风” １２９a

救援能力建设 １１７a

就业创业 １１０b

就业创业扶持 １４０b

军事 １４４

军事训练 １４５b

均衡发展教育 ２２２a

K

开展系列文化主题活动 １４２b

康复工作 １４０a

抗击疫情 １４６a

科技创新 ２８３a

科技工作 ２０６b

科技人才支撑建设 １８１a

科研工作 ９６a

客户业务 ２１９a

矿产资源 ４２b

矿政管理 １９０a

困难职工解困脱困 ２８５b

L

劳动和谐 １３３b

劳务经济 ２４６a

劳务就业 ２３６b

劳务输出 ２６５b

老旧小区改造 １８４b

理论武装 １４４a

立法工作 １０４b

联通 １９６b

廉政建设 ２５３a,２６４a

廉政教育 ２７１b

廉政文化宣传 １２７b

粮食储备 １６５a

林草产业及生态工程 １９２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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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草重点项目 １９１b

林草资源保护管理 １９１b

零售信贷 ２１７a

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 １６７a

旅游产业 １０８a

旅游资源 ４２b

旅游业 ７２a

履职工作 １２５a

绿色安全优质高效产业体系 １８０a

落实惠农政策 ２３７b

落实金融服务政策 ２０３a

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１５２b

落实医保待遇 ２２８b

落实异地就医政策 ２２９b

落实责任 １８１b

M

麻莲乡 ２６９a

媒体建设 ２３１b

门源大通村镇银行 ２１９a

门源回族自治县２０２０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统计公报 ３５

门源回族自治县第十七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６１a

门源回族自治县监察委员会 ６５a

门源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６５b

门源回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６５b

门源回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６１b

门源农村商业银行 ２１３b

门源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

一步加强农牧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

决定 １４

门源县人民政府 １０７a

门源种马场 ２８４b

民兵整组 １４５a

民生保障 ７３a,２６２b

民生福祉 １０８b

民生支出 ２００a

民事行政检察监督 １５３a

民营经济 ２３５b

民政 １０９a

民政保障 ２４０b

民主政治 ２６６b

民族风情和名优产品 ２８２a

民族团结 ２８５a,２６４b

民族团结工作 ２４３,２４８a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２６１a,２５３b,２６８b,２８１a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９１b

民族宗教和社会法制委员会 １２１b

民族宗教事务工作 ８９b

N

纳税服务 ２０１a

内部监督 １３０b

内部控制 ２１３a

内控管理 ２０８b,２１９b

内外宣传 ８８a

年度经营工作 ２１４a

年鉴工作 １０１a

凝聚共识助发展 １２６a

农产品收购及加工 １７７a

农村电商 １９５b

农发行门源支行 ２０９a

农房保险 ２２０a

农牧民居住条件改善工程 １８４a

农牧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１８１a

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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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牧水利科技 １７９a

农牧水利科技扶贫开发 １７９

农牧业 ２３５b,２６９a,２７６b

农牧业经济 １０７b

农牧业生产 ２６２a,２７９a

农业 ２６５b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１７９b

农业生产 ２８５a

农业项目 ２８３b

农业银行门源支行 ２０７b

农资商品购进及供应 １７６b

P

排查自然灾害隐患 １１５b

派驻工作 １３０a

盘活存量资金 ２００a

培训工作 ９５a

培训灾情信息员 １１５b

平安创建工作 ２８１b

平安法治建设 ２５７a

平安建设 １３７a,１４９a

普惠保险扶贫 ２２１a

普惠金融发展战略 ２１１b

普惠业务 ２１５a

Q

祁连山国家公园门源片区工作 １９１b

气候 ４１a

气象 ２３３b

气象服务 ２３３b

企业文化建设 ２８６a

企业注册 １７１b

强化换届选举纪律保障 １２８b

强化为民服务 ２２５a

强化责任 １１１b

强化责任担当 １２７a

青海银行门源支行 ２１２a

青石嘴镇 ２３９b

去产能工作 １６６b

全体会议 １１９b

全县文艺工作座谈会 １４２a

泉口镇 ２４９b

确权登记发证 １９０b

群团工作 ２４３b,２４９a,２７４b,２７８b

群众团体 １３１

群众团体 ６６a

R

人防工程建养 １４７b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２３７b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１１０b

人民代表大会 １０２a

人民调解工作 １６０b

人民防空 １４６a

人民防空和国防宣传教育 １４６a

人民武装 １４４a

人民银行门源支行 ２０２b

人口民族 ４３a

人事任免 １０５b

人寿保险 ２２０b

人文旅游资源 ４３a

人影防雹 ２３４b

日用消费品供应配送 １７６b

融媒体中心建设 ８８a

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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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三农保险 ２２０a

扫黑除恶 １５２a,２７８b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１５１a,１５６a,１５８a,

１７３b,２０５b

商贸流通 １６６a

社会保障 １１１a,２５１b,２７７a

社会保障体系 ２４７a

社会各项工作 ２６７b

社会各项事业 ２５６a,２５８a,２６３a,２７０b,

２７３a,２８０a

社会民生事业 ７２b

社会事业 ２２２

社会事业 ２４０a

社会维稳 ２４４b

社会稳定工作 ２７５a

社会治理 １０９a,１５２b,２５３b,２６５a,２７２a

社会治理新模式 １３７a,２６０b

社会综合治理 ２８２a

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 １６１b

审计 １６７a

审判管理 １５５b

生态保护红线调整 １８９b

生态管护员 １９２b

生态环境 １８５b

生态环境保护 １５１b,２４６b,２５１b,２５５b,

２６３a,２６６a,２７０a,２７３a,

２７７a

生态环境建设 ７４b,１０８a

生态环境整治 １１５a

生态环境治理 １９０a

生态建设 ２４１a

生态文明建设 １８８a

十六届十六次会议 １２１a

十六届十四次会议 １２０b

十六届十五次会议 １２１a

实施强基工程 ８４b

食品药品安全监管 １７２a

市场监督管理 １７０b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工作 ９９b

事业单位改革 ９８a

视频业务 １９６a

收入完成情况 １７７a

数字化业务建设 １９７b

水资源 ４１b

税收法治 ２０２a

税务 ２０１a

司法 １５９b

司法所规范化建设 １６３a

司法体制改革 １５４b

思想引领 １３１a,１３６b

思想舆论宣传 ２６４b

思想政治引领 ８４a,１３８a

苏吉滩乡 ２５７a

诉前调解 １５５b

诉讼服务 １５５b

孙绣宗同志在中共门源县委第十六届八次

全体 (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１

T

特载 １

特慢病管理 ２２８b

特色产业 ２４５b

特色农牧业 ２５０a

特种设备安全监管 １７２b

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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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和学习文史科教委员会 １２２b

体系建设 １１３b

田间管理 ２８３a

通信服务 １９８a

统计 １６８a

统计调查 １６９b

统计法治 １７０a

统计基层建设 １６９a

统计与调查 １６８b

统一审计项目 １６７b

统战 (民宗)工作 ８８b

土地管理 ２８４a

土地征收 １８９b

土地资源 ４２a

推动改革 １８９a

推动经济提质升级 ２５８a

推广服务 １９５a

推进地方项目建设 １４６b

推进卷烟营销网络建设 １７５a

退耕还林 ２８４a

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移交 ２８５b

退役军人事务 ２３１b

脱贫工作问题整改 １８３a

脱贫攻坚 ７０b,１１７a,１４４b,１５２a,１８１b,

１８８a,２３７a,２６６a

脱贫攻坚工作 ２４６a

脱贫普查 １７０b

拓宽业务 ２１５b

W

外出学习考察活动 ８２b

完善体制机制 ９７a

网点转型 ２１７a

网络建设 １９６b

围绕中心工作履职作为 １２５a

维护电力安全 １９４b

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１１１a

维护社会稳定 １４５a,１４８a

维护稳定 １５７a,２６８a

维稳工作 ２７８b

卫生健康 ２２６a

卫生人才资源工作 ２２７a

卫生信息化建设 ２２７b

文化保护 ２３１a

文化品牌打造 ７４a

文化体育服务 １４１a

文化文艺创作工作 ８８b

文化下乡活动 １４３a

文旅活动 ２３０b

文明城市创建 ８７b

文体旅游广电 ２３０a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１４１b

文艺成果 １４２b

稳推依法治县 １５９b

污染防治攻坚战 １８６a

物价监管 １６５a

X

西滩乡 ２６５a

仙米乡 ２７６a

县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８

县情概况 ４１

县域经济 ７１b

县域综合医改 ２２６a

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１８０b

现金收支两条线及现金消毒工作 ２０４a

２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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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２３４a

乡风文明建设 ８７a

乡镇 ６６b

乡镇农牧场 ２３５

乡镇企业 ２６９b

项目工作 １６４b,２６５b

项目建设 １０８a,１８２a,１８７b,２３０b,２３５b,

２４６a,２５０a,２５５a,２５７b,２６２a,

２６９b,２７６b,２７９b,２８６b

项目争取和落实 １８５a

消防 １１６b

消防安全宣传 １１９a

消防安全治理 １１８a

消费维权 １７４a

新时代文明实践 ８７a

新型经营主体 １８０b

信贷业务 ２１３a,２１４b,２１９b

信访 １１１b

信访积案清零工作 １１２b

信息动态更新 １４１a

信息工作 ７６b,２０６b

信用体系建设 １６５a,２０３b

刑事检察监督 １５２b

行业安全 １９３a

行业监管 ２３０b

行政区划 ４３b

行政区域界线联检工作 １１０a

畜牧业 ２６５b

畜牧业生产 ２５４b,２５８b,２８５a

宣传工作 ８６b,２１０b

宣传活动 １４０a

宣传一号文件 １４１b

选树青年好榜样 １３９a

学习教育 ２０８a

巡察工作 １３０a

巡视整改 １５２a

Y

烟草专卖 １７４b

严惩各类刑事犯罪 １５４b

央行监管 ２０５a

养老服务 １０９b

业务工作 ２３２b

医疗保障 ２２８a

医疗救助 ２２０b

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建设 ２２６b

医药价格改革 ２２９b

医药监管 ２２９b

依法统计 １６９a

依法行政工作 ２４９a

依法治理 １８８b

移动 １９７a

移动业务 １９６a

移民安置 １９１a

以案促改工作 １２９b

疫情防控 １０７a,１０９b,１３６a,１３９b,１５１b,

１５７b,１６８b,１７４b,１９４a,１９７b,

２０２a,２０８b,２１０a,２１１b,２１６a,

２２４a,２２６a,２２８a,２４１b,２４７a,

２５２a,２６３b,２６８b,２７７b,２８０a,

２８４b

疫情防控 “监督战” １２８a

疫情防控工作 １７７b

疫情联防联控 １７０a

意识形态工作 ２０６a,２３８a,２４３b,

２６０a,２７８a

阴田乡 ２７２a

３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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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保障 １９６b

应急管理 １１３a,２０５b

应急救援处置 １１５b

应急物资储备保障 １１６a

应急预案演练 １１４a

营销服务 １９４b

永久基本农田划定 １９０a

邮政 １９５a

邮政储蓄银行门源支行 ２１６b

预算管理 １９９a

预算执行审计 １６７a

援建工作 １６４b

云业务 １９６a

Z

杂志编辑印发 １４２b

账户管理 ２０４a

招商引资 １６６a

整改督察反馈问题 １８６b

政治 ６９

政策落实 １８２b

政法综治 １４８a

政府采购 ２００b

政府工作报告 １６

政协门源回族自治县第十六届四次委员会 ６４b

政协门源回族自治县第十六届委员会常务

委员会工作报告 ２９

政协门源县委员会 １１９b

政研工作 ７７b

政治建设 １５４a

支付方式改革 ２２９a

支农资金使用 ２００a

执法监督检查 １１３b

执法普法责任落实 １６０b

执法司法规范化建设 １５３b

直属机关工委 ９２a

职工之家建设 １３４a

指标完成情况 ２４５b,２４９b,２５４b,２６１b,

２６９a,２７２b,２７６a,２７９a

制度建设 ２３２a

中共门源回族自治县纪律检查委员会 ６５a

中共门源回族自治县委员会 ６０a

中共门源县委员会 ６９a

中心工作 １０７a,１０４b

重点工作 ９３a

重要会议 ７７b,１０２a

重要活动 １２２b

重要人事变动 ８１b

重要文件 ８０b

珠固乡 ２７８b

主要工作 ６９a

主要经济指标 ２８５a

主要业务 １４３b

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２０７b

助力扶贫 ２１２b

助力人居环境整治 １３７b

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２５８b

专卖管理工作 １７５b

专卖内管工作 １７６a

专门委员会工作 １２１b

专项检查行动 １７３a

专项治理 １２８a,１４７a

资产业务发展 ２０９a

自然地理 ４１a

自然旅游资源 ４２b

自然灾害防范风险 ２８３b

自然资源 ４２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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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管理 １８９a

自然资源执法 １９０b

自身建设 １０１b,１０６b,１０９a,１１０b,１１６b,

１３０a,２３０a,１６７b,１７８b

宗教领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９０b

综合服务 ２０７a

综合经济管理 １６４

综合气象观测及防灾减灾 ２３３b

综治维稳 ２４８b

组织工作 ８３b

组织机构和领导名录 ６０

组织体系建设 ９２b

作风建设 ２０８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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