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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康乐年鉴（２０１９）》为康乐县人民政府主管、康乐县地方史志办公室
编辑的年度资料性文献。

二、本年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县委、
县政府中心工作，突出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系统记述全县自然、政治、经济、
文化和社会事业发展等各个方面的基本情况，反映全县改革发展进程，为打赢
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幸福美好新康乐和社会各界了解康
乐、研究康乐，提供基本资料和历史借鉴。
三、本年鉴采用条目体，设类目、分目和条目三个层次，按社会分工设类

目，按行业管理分项设分目，按具体事项（工作活动）设目。条目为基本编写
单位，统一加［】．
四、本年鉴记述２０１８年度康乐县情，由彩页、特载、大事记、自然地理、中

国共产党康乐县委员会、康乐县人民代表大会、康乐县人民政府、政协康乐县
委员会、群众团体与工商联、军事法治、综合经济管理、国土管理·城乡基础设

施建设、农业、工业和信息化、交通通信、商贸流通、旅游、财税金融、文体
科技、教育、卫生及计划生育、社会民生、民族宗教、乡（镇）综述、统计资
料、年度人物与先进单位和附录等内容构成，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
统一。

五、本年鉴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兼用纪事本末
体。数据以县统计局统计年报为准，未涉部分采用相关部门资料。

六、本年鉴文字、标点、数字、计量单位的使用，均按国家统一标准规范书
写计算。

七、本年鉴所载图片和内容，由各乡（镇）、县直及省州驻康单位提供，经

撰稿单位审定，内容以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为准。领导干部年度内调整变动情况一般
不再记述，职务以年末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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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载

特三载
在全县２０１８年脱贫攻坚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县委书记吴国峻

（２０１８年３月９日）

县之财、用全县之人，集中火力向贫困发起总攻，坚
同志们：
脱贫攻坚是我县当前的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 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下面，我就抓好脱贫攻坚工作强
程，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今 调三点意见：
天，我们在这里隆重召开全县脱贫攻坚誓师大会，这 一、认清形势，坚定信心，切实增强打好打赢
既是一次思想上的动员令，也是一次工作上的誓师 脱贫攻坚战的紧迫感和使命感
会，更是一次行动上的冲锋号，这样的会议在我县历 脱贫攻坚事关全面小康，事关百年梦想。今年，
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充分体现了县委县政府打赢 从中央到省州都发出了用＂敢死拼命＂的精神和决战

脱贫攻坚战的坚强决心，标志着全县脱贫攻坚工作 决胜的信心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的动员令，全县上下
已经到了冲锋冲刺、决战决胜的关键阶段。这次会议 一定要保持清醒的政治敏锐感，认清形势、保持警

的主要任务是深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中央、 醒，紧跟脱贫攻坚大决战的冲锋号誓师出征、冲锋陷
；面阵。
省、州关于脱贫攻坚的部署要求，动员全县上下全面
吹响决战誓师的号角，正式进入决战决胜的状态，迅
一要肯定成绩，坚定信心。党的十八大以来，县
把工作重心转移到脱贫攻坚上，举全县之力、集全委、县政府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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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重要战略思想，全面落实中 展，选优配强了脱贫攻坚的核心力量，并在政策、资
央和省州关于脱贫攻坚的重大决策战略，坚持把脱 金等各方面给予了最大的支持。从我们自身条件看，
｜贫攻坚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一号＂工程来完成，以 经过＂十二五＂的发展，我县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显著
｜钉钉子精神一项一项抓落实，脱贫攻坚取得了明显 增强，旅游、肉牛、劳务、育苗、中药材五大产业基
的阶段性成效。经过近４年来的努力，全县贫困人口 础不断夯实，电子商务、餐饮等第三产业蓬勃兴起，
由２０１３年底的７．６５万人减少到２０１７年底的３．２８万人， 支撑脱贫摘帽的能力显著增强；临康和二级公路建
贫困发生率由３０９８？？降到１２．７２贫困村生产生 成通车，康卓二级公路等一大批交通项目加快实施，
｜活条件持续改善，群众的获得感不断增强，实现了 全县的区位优势更加凸显；沿太子山旅游扶贫大通
扶贫方式由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的转变，群众生活 道深人推进，生态良好、乡村旅游资源丰富的后发优

逐步由主要解决温饱问题向全面提升生活质量转变、 势正加速转变为发展优势。从社会扶贫的角度看，多
扶贫力量由政府主导向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 年来，国家、省、州各级领导和部门倾力支持我县的
｜扶贫＂三位一体＂转变， 构建起了多方联动、同向发 扶贫工作，各类社会组织和各界爱心人士积极参与
力的扶贫工作新格局。这些成绩和经验为打赢脱贫 扶贫事业，特别是厦门市同安区、中建公司给予了我
攻坚战奠定了良好基础。
们最慷慨、最无私的帮助，有力促进了我县扶贫事业
二要正视困难，激流勇进。由于贫困对象多、贫 的发展。只要我们把握大势、用好机遇，真抓实干、
困范围广、贫困程度深，我县的扶贫形势依然十分严 ｜合力攻坚，就一定能够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
峻。一是脱贫攻坚任务重。目前，全县尚有７０个贫困 二、磁准靶心，精准发力，扎买推进脱贫攻坚
｜村的７５８１户、３．２８万人贫困人口，贫困人口中７０？？ 各项任务落实见效
当前，我县股贫攻坚已进入决胜阶段。我们的
右的人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不少人丧失了劳动能
力，这些贫困人口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脱贫难度 ｜总体目标是：到２０２０年，稳定实现剩余３．２８万农村贫
很大。二是群众持续增收难。近年来，我们因地制 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
宜、因村施策，扶持部分重点贫困村发展了一些具有 安全有保障；实现农民入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
比较优势的特色产业，但受自然条件、劳动力素质等 ｜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
｜因素制约，大部分贫困村仍未形成主导产业，农民专 ｜ 全国平均水平；确保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

业合作社服务层次低，与农户利益联结不紧密，贫困 脱贫，７０个贫困村退出，全县完成贫困退出７项指标
群众持续增收困难。三是责任落实不到位。有些帮扶 并顺利摘帽。
干部责任心不强，缺乏应有的担挡精神和务实作风， ２０１８年的目标任务是：围绕贫困村退出２０项指
帮扶工作＂浮在面上＂，推一推动一动，不推不动， 标，对胭脂镇杨家沟等１３个贫困村作为年度预脱贫
工作没有做到点子上，群众认可度不高。面对艰巨的 村进行重点建设，使脱贫村实现＂九有五通＂、饮水
脱贫任务，我们必须克难攻坚、负重前进，确保如期 安全农户比例达到１００？？义务教育阶段适龄人口无
股贫。

辍学学生、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达到

三要抢抓机遇，聚力攻坚。当前，我县扶贫开发 ９５？？上、贫困发生率下降至３？？下；围绕户级脱

面临着诸多难得机遇和有利条件。从国家和省州层 ｜ 贫１１ 项指标，紧盯２９７４户１．３９万人预脱贫对象，按照

｜面看，去年９月份，中共中央国务院针对＂三区三州＂ ＂一户一策＂帮扶计划，落实到户项目，实现不愁吃

专门出台了《关于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实 不愁穿、教育医疗住房有保障、有安全饮水、有持续
施意见》，省上针对＂两州一县＂制定了脱贫攻坚实 稳定增收渠道等脱贫目标，群众对帮扶工作满意认
施方案，这些政策，条条见真情、字字值千金，都是 ｜ 可。对已脱贫户按照脱贫不驳政策的原则，持续落实

＂真金白银＂，我县作为全省５１个扶贫工作重点县之 ｜ 帮扶政策，巩固脱贫成果，
｜一，必将从中受益。同时、省、州着眼我县的长远发

根据全县脱贫攻坚的形势任务，当务之急，是

要以脱贫攻坚三年行动计划为抓手，着力打好四大
攻坚战。
三要突出打好教育脱贫攻坚战，阻断贫困＂代
一妥突出打好基础脱贫攻坚战，强化脱贫致富 际传递＂。贫困的＂代际传递＂比贫困本身更可怕。
支撑。贫困村尤其是深度贫困村，贫困群众难以脱贫 扶贫先扶智，治穷先治愚，教育脱贫是治本之策，教

的一个很大原因是基础设施落后，因此，我们要千方 育搞好了，就能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改变一个家庭的
百计补齐短板，把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向贫困村倾斜、 命运。我们要按照＂学前教育抓普及、义务教育促提

质、高中教育树品牌＂的思路，大力推进基础教育发
策＂精准脱贫帮扶计划，按照＂五个一＂（一户一个 展。要落实好各项教育资助政策，加大对贫困家庭在

围绕＂两不愁、三保障＂目标，制定完善＂一户一

脱贫计划、一户一个帮扶措施、一户一种发展项目、 ｜校学生的资助力度，帮扶他们完成学业，确保不因贫

一户一个帮扶干部、一户一个脱贫时间）的要求，精 失学、不因贫辍学。各乡（镇）和劳务办要做好贫困
｜准落实到户扶持项日，切实解决好贫困群众＂行路 人口转移就业和创业服务工作，开展好劳务输出扶

难、饮水难、住房难、看病难、上学难＂的问题。今 贫，帮助贫困人口就业，实现＂培训就业一人、带动
年，确定的贫困村村委会办公室、村小学、幼儿园、 ｜脱贫一户＂的目标。要坚持扶贫同扶智、扶志相结
文化广场等建设项目必须提前着手，在４月底前要全 合，注重激发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在活力，采取生
部开工建设。

｜产奖补、劳务补助、以工代贩等机制，推进参与式扶
二要突出打好产业脱贫攻坚战，增强自我造血 贫开发，着力解决贫困群众发展动力不足、脱贫志气
功能。产业是群众增收的主要渠道，没有产业的支 不坚、＂等靠要＂思想严重的问题，帮助群众树立

撑，贫困群众就难以脱贫致富，即使脱贫了也有可能

＂自力更生、勤劳致富＂的正确观念，提振脱贫致富

｜走回头路。对大多数贫困户来说，更重要的是要立足 的精气神

本地资源，通过发展特色产业，种上＂摇钱树＂，摘

四要打好保障脱贫攻坚战，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掉＂穷困帽＂、拔掉＂穷根子＂。因此，我们在制定脱 目前，我县贫困人口中，因病致贫的人数比例很大，
贫计划中，要根据贫困户的实际情况、致贫原因，进 这部分人无法通过产业发展和就业帮扶脱贫，只能
｜行分类指导，按照＂３３１２＋＂（每户贫困户发展３亩旱 由社会保障来兜底。对无业可扶、无力脱贫的贫困对
作农业作为饲草，养殖３头肉牛或能繁母牛，通过务 象视情况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实现应保尽
工技能培训稳定输转１名劳动力就业四个月议上，实 保。扶贫部门要把兜底对象核准，把情况摸清，并配
现每户年底增加２万元收人，人均增收４０００元） 合民政、财政等部门认真组织实施。根据省州要求，
｜＂２２＋＂（引导鼓励贫困户种２亩中药材、２亩经济 ｜新型农合医疗和大病保险制度要对贫困人口实行政

作物，通过市场导向的务工技能培训，争取每户输 策倾斜，逐步提高贫困人口的就医费用报销比例，降

转２名劳动力外出务工四月以上，每户年底增加收人 低大病保险报销起付线，适当提高特殊困难人口的

２万元以上．人均增收４０００元以上）等产业扶持模式， ｜ 大病保险报销比例，减轻贫困户的医疗负担，帮助贫
｜帮助贫困户做好产业发展规划，因地制宜引导贫困 困户尽快走出生活困境。

户发展富民产业，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

三、尽职尽责、攻坚克难，凝聚形成脱贫攻坚

我特、人特我专＂，实现错位发展。我县大部分贫困 的强大合力
人口居住在山区，要依托这些贫困村生态环境好、乡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
村旅游资源丰富的优势，充分把握旅游扶贫大通道 ｜党员干部要以贫困不除愧对历史的使命感，群众不
｜这一机遇，鼓励有条件的贫困户发展休闲旅游产业 富寝食难安的责任感，扑下身子＂拔穷根＂，精准施
实现脱贫。当前，我们正在开展农村＂三变＂改革试 策＂脱真贫＂， 凝神聚力＂真脱贫＂，坚决打赢这场输
｜点、要注重把产业发展与农村＂三变＂改革试点有机 ｜不起的攻坚战。
一要加强领导，压实责任，以严密的黄任体系
结合起来，引导一部分贫困户通过土地流转实现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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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全县所有县级领导要定期深入联系乡 扶贫项目资金置于阳光之下、置于群众监督之下，切
（镇）、村蹲点调研，帮助基层想办法、出点子、谋思 实做到扶贫资金使用到哪里，监督就跟进到哪里，对
路，既要挂帅、更要出征，推动一级带着一级干。要 挤占、挪用、截留和贪污扶贫资金的行为，一旦发
实行领导干部包抓贫困村，乡（镇）党委书记、人大 现，坚决从严从重从快查处，真正使扶贫开发成为民
主席和乡（镇）长包抓贫困户，包村干部和帮扶干部 心工程、德政工程和廉洁工程。
包抓贫困人口制度，把剩余贫困户和已脱贫户中需

｜四要加强模导、强化整改，以精准的督促检查

要巩固提升的户＂盯死看牢＂。乡（镇）是脱贫攻坚 脱贫攻坚。坚持哪里扶贫工作滞后就把督察的触角

的主战场，各乡（镇）党委书记和乡（镇）长要亲自 延伸到哪里，常态化推进督促检查，紧盯不放跟踪问
安排部署、亲自督促落实。各驻村工作队、第一书 效。各分管领导要随机开展督察、每半年至少开展一

记、社攻坚小组长、帮扶责任人要自觉接受乡（镇） 次专项督察，各县级包乡（镇）领导至少每２月开展
党委的日常管理，在工作中注意方式方法，切实做 一次脱贫攻坚工作督察，县精准办每季度开展一次
到服务群众在田间地头、解决困难在群众家门炕头、 ｜专项督察，乡（镇）扶贫工作站要随机开展督察检
把党的富民政策宣传到群众的心里头。各社脱贫攻 查，确保问题在一线发现、错误在一线纠正、工作在
坚小组要切实发挥＂尖刀班＂和＂突击队＂的作用。 一线跟进、责任在一线落实。
各帮扶单位要全力以赴支持抽调的驻村和帮扶干部 五要严格考评，兑现奖怨，以严明的纪律脱贫
工作，形成全县上下合力攻坚的态势
攻坚。脱贫攻坚是一场检兵验将的冲锋之战，必须
二要提振士气，振奋精神，以强烈的责任担当 严明号令、改进作风、铁律督战，鼓励有作为、整肃
脱贫攻坚。脱贫攻坚是一场硬仗，是当前全县最大 ｜不作为。一是用好考核这个＂指挥棒＂。要严格对照
的政治、最大的任务、最大的民生。中央、省委、州 脱贫攻坚工作考核办法，坚持公平公正原则，考准考
委已经发出了决战的动员、插响了铮鸣的鼓角、吹响 实干部业绩。尤其要加重对各级领导干部、班子成
了攻坚的号角。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始终保持奋 ｜员、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的考核＂砝码＂，增强各
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拿出敢死拼命的劲头，焕发敢于 级党员领导千部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形成人人
决战的胆气，以白加黑、五加二的工作常态，全面掀 肩上有任务、个个带头打冲锋的决战格局。二是立起
｜起人山人海、白天黑夜、铺天盖地、轰轰烈烈的工 激励这个＂风向标＂。要把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变

作高潮，以＂坐不住、慢不得、等不起＂的状态全身
心投入到脱贫攻坚主战场，迎着困难上、顶着压力
冲、冒着困难干，用百倍的心力、强烈的担当，挑起
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排除万难、一战到底，去争取
最后的胜利，坚决把贫困的山头攻下来。

成检验干部能力和实绩的＂大考场＂，对在脱贫攻坚

中担当意识强、措施办法多、工作作风实、脱贫成效

｜好的党员干部，要大张旗鼓表彰、不拘一格重用，以
正向激励激发正能量、以超常举措提振精气神。三是
｜使出问责这个＂杀手锏＂。打赢这场攻坚战，不容有

丝毫懈怠，必须有严格的工作纪律和良好的工作作
脱贫攻坚。扶贫资金是老百姓的＂救命钱＂，是不能 风做后盾。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遍，县委将对工作
三要加强监督，规范运行，以严格的管理机制

触碰的＂高压线＂。要积极整合涉农资金，统筹安排， ｜不力、完不成任务、拖了全县后腿的乡（镇）、单位、
构建＂多个渠道引水，一个池子蓄水，一个龙头放 部门和贫困村，都将严格问责，从严追究包乡（镇）
水＂的扶贫投入格局。要盯紧看牢扶贫＂钱袋子＂， 领导、乡（镇）一把手、帮扶单位、包村干部以及村
严把＂资金安排、项目实施、项目验收、资金拨付＂

干部的责任，该谈话的立即谈话，该调整的坚决调

发生＂跑、冒、滴、漏＂现象，确保整，该免职的坚决免职，脱
丝一毫都要用在＂最贫困的村、最贫困就摘掉你的＂官帽＂，绝不心慈手软，
的户、最急需办的事情＂上，让有限的扶贫资金发挥 绝不姑息迁就。今天，我和大家签了责任书，这ｊ

出最大的脱贫效益。要进一步强化监督管理，始终把 着你们向县委立下的军令状，如果到时完不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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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愁
我们就要和你＂算账＂。
｜ 进，确保全面小康道路上一个都不能少、一项都不能
丢、一步都不能迟！
同志们！
｜同志们！
｜脱贫攻坚是一场没有退路的背水之战，我们必
须誓师立令、勇往直前！到２０２０年实现贫困县摘帽是
脱贫攻坚是一场歼灭贫困的人民战争，我们必

我们向全县人民群众立下的庄严承诺，时间紧、任务 须众志成诚、合力突围！在脱贫攻坚这场攻坚战中，
重，没有任何的缓冲余地。我们要积极响应中央、省 全县上下没有旁观者，都是参与者，县委宣传部要牵
委和州委的号令，抱定战则必胜的信心，下定破釜沉 头抓好脱贫攻坚的宣传报道，大力宣传脱贫攻坚的

舟的决心，誓师立令，全线出击，勇往直前。各乡 重大意义、决策部署、方针政策，及时总结宜传基层

｜镇、各单位要发扬夙夜在公的奉献精神，树立寝食 的好经验、好做法、好典型，最广泛地动员和凝聚全
｜难安的为民情杯，以苦干实干巧干的超常规干劲，迅 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要集全县之智、倾全县之

速把行动节奏和精神状态由＂平时＂转入＂战时＂，
和时间赛跑、与任务角力，把压力、责任传导到每一
名党员干部身上，以＂一级响应＂打好脱贫攻坚战，
向＂贫困山头＂发起总冲锋
同志们！
脱贫攻坚是一场攻城拔寨的决胜之战，我们必

｜力，充分发挥各级党员干部的牵引力，用足用好驻村
帮扶工作队的助推力，全面激发广大群众的内生力，

｜须一鼓作气、强攻硬夺！现在，全县脱贫攻坚进入了

同志们，向贫困宣战的总攻令已经下达，＂不破

唤醒贫困群众的自信力，全党动员、全民动手，全社

会参与，构建全县干群攻坚脱贫、各类资源聚焦脱
贫、社会力量共助脱贫、贫困群众自主脱贫的大扶贫
新格局，凝聚起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最强大力量！

啃硬骨头、攻城拔寨的冲刺阶段，正处在重车爬坡、 楼兰誓不还＂的军令状已经立定，脱贫攻坚战的冲锋
｜逆水行舟的关键点，面对的都是贫中之贫、坚中之 号已经吹响，让我们整装扬旗，威武出征，拿出＂敢
坚、困中之困的＂硬骨头＂，只有咬紧牙关再加一把 叫日月换新天＂的气概，挣起袖子加油干，下足精细

劲就能登顶着陆，如果稍有松懈则会前功尽弃、功 精确精微的＂绣花＂功夫，不折不扣完成脱贫攻坚任
亏一篑。我们必须拿出滚石上山的坚强意志，鼓足破 务，坚决打赢这场大决战，为党和人民群众交出一份

关夺隘的勇猛气概，集中优势力量，挂图作战，迎难 合格满意的答卷
而上，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去消灭，一个村一个村去推

康乐年鉴业

在中共康乐县委十五届八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 县委书记 吴国竣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３日）

学思践悟、融会贯通、凝心聚力中坚定理想信念、提
现在，我受县委常委会委托，向全会作工作报 高政治站位，不断增强引领发展、推动改革、维护稳

同志们：
告。

定的能力和本领。县委各常委坚持学在先、做在前，

２０１８年以来，在省委、州委的坚强领导下，县委 带头研读党章党规，带头学用系列讲话，带头上台讲
常委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授党课，引领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层层
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 示范、层层带动，形成了以上率下、整体联动的总体
｜神，深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 效应。２０１８年，县委常委会集体学习４５次、县委理论
和＂八个着力＂重要指示精神，团结带领全县各级党 学习中心组学习３５次。

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
我们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牢固树立
州委各项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县委＂八围绕八抓＂思 ＂四个意识＂、忠诚践行＂两个维护＂，严格遵守党的
路举措，全力以赴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防风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思想上高度认同、政治上忠
险、去污点，推动全县各项事业取得了新成效，在 ｜诚维护、组织上坚决服从、行动上自觉紧跟，在政治
｜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
建设幸福美好新康乐的征程中迈出了更加坚实的步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修订完善《县委
伐。一年来，县委常委会统揽全局、协调各方，重点 全会工作规则》《县委常委会议事决策规则》，制定
抓了４件大事。

出台《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和法检＂两院＂党组

第一，深人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 向县委报告工作制度》《县委常委班子成员向县委
义思想，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县委 主要领导同志报告工作制度》，把党的领导落实到把
常委会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 方向、管大局、作决策、促改革、抓落实的全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引领我县各 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高质量召开了党
项事业行稳致远、大踏步向前迈进的重要法宝。一年 的建设、巡视整改、＂杨改兰＂事件专题民主生活
｜来，我们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特别是习近平 会，班子成员思想上更加重视、政治上更加清醒、行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 动上更加自觉。
作为干好一切工作的重要前提，列入＂两学一做＂常 第二，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举全
｜态化制度化、县委常委会集体学习、县委理论中心组 ｜县之力打好脱贫攻坚战。县委常委会始终把脱贫攻
学习的＂必修课＂，深入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坚作为最大的政治任务和＂一号工程＂，紧盯＂两不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在 愁、三保障＂目标，下足＂绣花＂功夫，夯基础、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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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短板、强弱项、抓落实，高质量完成了年度脱贫目标
｜全力主攻产业扶贫。我们坚持把产业作为脱贫
任务。２０１８年，全县减贫２４８２户、１．１６万人，２８个贫 攻坚的治本之策，按照未脱贫户２万元、已脱贫户１万
困村退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９．０８？？
｜元的标准落实产业奖补政策，扶持贫困群众发展富

严格履行脱贫攻坚政治责任。强化＂市（（县）抓 民产业。对牛羊引进实行金融保险、检疫留察、科技
落实、乡村扑下身子＂的责任体系，全面实行＂十个 培训、疫病防疫、跟踪服务等多重保障措施，扶持贫

困户引进能繁母牛１２５６７头、母羊１１９０１只。为８９个贫
｜贫攻坚领导小组会议、２０次脱贫攻坚调度会议，专题 困村注资２１００万元发展村集体经济，为４６个农民专业
安排部署扶贫工作，研究解决突出问题。县委常委和 合作社注人扶持资金６２０万元，全面消除了＂空壳

一＂工作法，先后召开２６次县委常委会会议、２４次脱

｜ 县级领导干部带头包抓贫困程度最深的村，每名县 村＂，贫困村实现了合作社全覆盖。我们积极探索产
｜级领导干部每月至少２天驻乡（镇）或村督促指导脱 业扶贫新模式新业态，扶贫车间、乡村旅游、电商扶
｜贫攻坚工作。在现有驻村力量的基础上，以社为单位 ｜ 贫、光伏扶贫、消费扶贫等成为贫困群众增收致富的

组建了１３６８个脱贫攻坚帮扶小组，充实到帮扶一线， ｜新渠道。采取引进企业办、创业能人办、村集体领办
引导县乡村社四级干部全面进人决战状态，全县上 等多种形式建成扶贫车间１８家，带动５００多名贫困人
口就业；扶持建档立卡贫困户种植中药材１万多亩、

下决战决胜的氛围日益浓厚。

抓实抓细＂一户一策＂脱贫计划。我们按照＂精 ｜发展农家乐２３家；培训建档立卡劳动力３５８２人，输转
准再精准、聚焦再聚焦＂的要求，在全县开展了＂迎 ｜ 贫困劳动力４７２７人，开发公益性岗位２６２５个，在８个
｜ 新春送温暖促脱贫＂大调查大走访活动和农户调查 乡（镇）的２４个贫困村实施光伏发电项目，带动２２９７
活动，组织省州县各级帮扶干部，对全县所有农户进 户贫困群众增收。
行了２轮全覆盖、地毯式、无遗漏入户调查，逐家逐
凝聚脱贫攻坚工作合力。制定《康乐县驻村帮
户摸情况、过筛子，与贫困群众一起分析致贫原因， 扶工作力量管理办法》和《康乐县脱贫攻坚工作问
理出脱贫思路，倒排时间节点算收入账，为所有未脱 责办法》，采取明察暗访等方式，加强驻村工作队驻
贫户量身制定了＂一户一策＂脱贫计划，为已脱贫户 村情况的监督检查，推动各级帮扶干部一门心思驻
制定＂一户一策＂巩固提升计划，根据脱贫进展进行 村抓扶贫。进一步调整充实驻村帮扶工作力量，选派

动态调整、完善落实措施，推动各项帮扶举措到村到 政治素质高、责任心强的１５名党员干部担任驻村工作

队总队长。加大东西扶贫协作力度，建立了东西扶贫

户到人。

坚决整改扶贫领域突出问题。我们从讲政治的 协作联席制度，加强与厦门市同安区对接联系，两地

高度坚决整改省委脱贫成效考核反馈问题，结合梳 党政互访交流更加紧密，人才支援、资金项目、产业

投资、劳务输转等领域的协作不断深化，厦门同安区
确整改责任、时间进度，逐一整改落实，逐项对账销 两家民营企业古琳达姬（厦门）股份有限公司和太阳
｜理出的２０类３９个突出问题，研究制定了整改方案，明

城（厦门）户外用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到我县投资建
到位。我们聚焦突出问题、薄弱环节，发起了声势浩 厂，形成规模后将解决１０００多贫困人口的就业问题。
大的＂百日行动＂，深入实施贫困村提升工程和贫困 深人开展＂两查两保＂和＂三纠三促＂专项行动，加
户保障提高工程，全面开展以安全饮水、危房改造、 大扶贫领域违纪违规问题的查处力度，立案查处扶
＂一拆四改两化＂、异地搬迁等为主要内容的２０项专项 ｜贫领域案件３９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５３人。
号，目前，省委考核反馈和县上自查问题已全部整改

行动，着力补齐道路、饮水、住房、教育卫生等方面

第三，虚心诚恳接受省委巡视监督，坚决整改巡

的短板弱项，＂－站式＂结报、＂先诊疗后付费＂政 视反馈问题。县委常委会把接受巡视监督作为深人
｜策措施全面落实，全县贫困村标准化卫生室、村小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学、幼儿园、动力电、金融服务网点实现了全覆盖， 的十九大精神的一次强力推动，作为贯彻落实中央
基础设施条件进一步夯实。
和省委、州委重大决策部署的一次有力督促，作为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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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推进转变作风改善发展环境建设年活动的一次
一次作为、乱作为等问题，累计整改各类问题１０００多条。
作为、乱
｜＂政治体检＂，作为检视自身问题、解决突出问题、提针对各级机关面貌不整、办公环境不优、工作程序
升执政能力和发展水平的一次重大机遇，以高度的 不严和干部精神状态不佳、担当意识不强、纪律松
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决拥护省委对我 ｜懈、作风不实等问题，创新开展＂机关规范化建设

县开展巡视的决定，热忱欢迎省委第九巡视组对康 ｜年＂活动，全具机关环境面貌焕然一新，基础管理
乐进行巡视，无条件地支持、配合和保障巡视组的工 工作不断规范。

坚持正风肃纪，猛药取疴。我们＂下猛药＂狠

｜作。

我们把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作为重大政治任 ｜治＂会议病＂，＂动真格＂点名道姓通报全县违反作
务，巡视反馈大会后，及时向各级党组织通报巡视反 风纪律问题，对不遵守工作纪律、会议纪律和不按
馈意见，召开５次县委常委会会议，专题研究部署整 时上交省委巡视组同卷调查表的３个单位、１６名党员
改工作，研究制定了《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方案》 ｜领导干部进行了通报。紧盯重要时间节点，常态化开
和整改台账，将巡视组反馈的８个方面问题，细化梳 展纪律作风监督检查，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理为８个方面、２５类、９９个问题，制定了２０１条整改措 精神案件１４件、２５人，给予党纪处分４人，通报曝光３
施，逐项明确责任领导、责任单位和整改时限，层层 起、３人，在全县产生了强力震慑和深刻反响。
压实责任抓整改。截止目前，９９个问题中７６个已整改 与此同时，县委常委会统筹推进改革发展稳定
｜到位，整改完成率７６７７？？省委巡视组移交的９９件 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主要抓了以下６个方面。

问题线索全部办结，立案审查２４件、３８人，给予党纪

一、以项目建设、产业培育、城镇建设为支撑，

着力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县委常委会认真学
｜处分３０人、政纪处分８人，组织处理９５人。
第四，持之以恒整治工作作风，着力凝聚干事创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业的强大合力。县委常委会认为，一个地方的发展， 自觉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坚持发展第一要务的
干部是决定性力量，作风是关键性因素。进人新时 总方向和主基调，加强和改进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强

代，面临一系列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县委常委会以 化分析研判和工作推动，主要经济指标运行在合理
永远在路上的执着和韧劲，精准施策、对症下药，彻 区间，保持了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
底祛除作风积弊，推动全县干部作风整体向好。
｜ 狠抓项目引擎带动。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

坚持以上率下，示范带动。研究制定了《县委常 ｜＂三重＂＂三一＂工作方案，建立前期项目、新开工
委会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的办法》，把中 项目、续建项目３个清单，落实重大项目＂五个一＂
｜央八项规定精神落细落小到调查研究、会议文件、外 ｜推进机制，全力以赴上项目、扩投资，组织实施５００

出考察学习、新闻报道、来人接待等公务活动的方方 万元以上重点项目９项，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１６１亿

面面，细化制定了《县委常委会２０１８年调查研究工作 元，Ｃ２４８线莲花山景区三级公路、草滩至上湾公路
方案》《关于进一步规范会议工作的通知》关于进 建成通车，康乐至卓尼二级公路康乐至莲麓段、虎
一步严明纪律严格执行有关制度规定的通知》等文 关至康乐段公路改造、辛雍家桥至苏集村公路等项
｜件，有力促进了党风政风的好转。县委各常委充分发 目顺利推进，鸣鹿水库通过引水枢纽为城区供水管
挥纠＂四凤＂、正作风的＂领头雁＂作用，主动深入 网供水，城区供水净水厂、城区供水工程输水管网建
一线调查研究、及时回应群众关切，亲自办理群众 成运行，县城及周边饮水不安全、供水不稳定的瓶颈
来信来访，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锤炼实干作风上讲 ｜制约全面解决。教育、卫生、文化等领域的项目全面
看齐，在狠抓任务落实上见行动。
坚持从严整治，久久为功。按照省委、州委部署

实施，进一步补齐了民生短板，扩大了公共服务。
大力培育富民产业。把旅游产业作为区域首位

｜要求，在全县各级党组织中开展＂转变作风改善发展 ｜产业来打造，坚持＂景区大旅游＂与＂乡村小旅游＂

环境建设年＂活动，以钉钉子的精神解决不作为、慢 一起抓，深入推进竹子沟旅游开发建设项目和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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峡莲花山大景区基础设施项目，全力打造鸣鹿乡拔
乡拔 关于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大决策部署，县委常委
关于党；
子沟村、上湾乡马巴村、八松乡纳沟村３个旅游扶贫会、县委机构改革领导小组多次研究部署，我县机构

改革方案已经省委、省政府批准，正式进人组织实施
活动启动仪式，旅游产业保持了高速发展的良好势 阶段。
头，共接待游客１３０．２万人（次），增长１４旅游综 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全力抓好＂一窗办、
合收人达６．２４亿元，增长２３．３？？肉牛产业坚持扩繁 ｜一网办、简化办、马上办＂改革，梳理公布＂最多跑
与育肥同抓、规模化发展与规范化养殖共举、品牌化 一次＂事项２０３项，承接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５２
｜重点村，高水平承办了临夏州第十一届旅游宣传月

培育与市场化营销并重，新发展规模养殖户１２０户， 项，行政审批程序大幅简化，机关单位办事效率不

改（扩）建规模化肉牛养殖场４个，创建部级标准化｜断提高。
养殖场１个、省级３个、州级１个，＂康美农庄＂获得 全面推进＂粮改饲＂改革。坚持把＂粮改饲＂工
甘肃省著名商标和中国十佳牛肉品牌称号，全县肉 ｜作作为推进农村综合改革的重要抓手，按照＂县级
牛饲养量达到１９．５万头、出栏８．７万头，完成畜牧业产 领导包乡（镇）、乡（镇）党委政府包落实、业务技
值３．５９亿元、畜牧业增加值２．６２亿元。苗木产业坚持 术部门包技术＂的工作机制，完成＂粮改饲＂暨秸秤

优化种植结构和破解销售难题相结合，在引导群众 饲料化利用收贮面积１２．８万亩、２８．５万吨，全面完成
培育适销对路、市场需求量大的优质苗木，提高竟争 了省上下达的工作任务。

力的同时，千方百计拓宽销售渠道，共销售以云杉为
深入推进农村＂三变＂改革。在八松乡龚庄村、
主的各类苗木９９０万株，综合收人达１亿元。劳务产业 ｜附城镇刘家庙村、五户乡打门村等１０个村探索出１４种
大力开展＂特色＂＂订单＂＂定向＂培训，通过＂政 改革模式，盘活了农村资源资产，为农村＂三变＂改
｜府引导、能人带动、市场运作＂加大输转力度，共完 革提供了可学习、可借鉴、可复制的样板，使农村发
成劳务技能培训４９２８人，组织输转６．５９万人、创收 ｜展铆足了后劲。
｜１１．０６亿元。中药材产业以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为切
进一步深化其他领域改革。开通＂美丽康乐
人点，依托资源优势，强化科技支撑、服务保障，延 ＡＰＰ＂平台，对精准扶贫、重点项目、县城管理、全
伸产业链条，加大扶持力度，全县共种植中药材７．１ 域无垃圾等重点工作实施精细化管理，建立了５项机
万亩，产值２亿元。
制和７个工作清单，形成了＂以事逼人＂的倒逼工作
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一湖两山三园四河五 落实新机制。持续抓好监察体制、城市管理综合执法
桥六区八路＂的县城项目群基本建成，县城＂城中 体制、分级诊疗、城乡医保支付方式、教育教学、基

村＂综合整治和违章建筑专项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 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机制等切口小、见效快的改革

文明城市创建深人推进，城乡一体化垃圾收运体系 事项，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三、全面加强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建设天蓝地
不断完善，全域无垃圾示范县创建取得显著成效。组
织实施八松乡魏寨村、五户乡吓窑村２个省级美丽乡 绿水清的生态环境。县委常委会牢固树立＂绿水青山
村示范村建设项目，五户乡、草滩乡、胭脂镇集镇改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保护康乐良好的生态环境

造道路建设全面完成，城乡面貌实现历史性改观， 作为造福子孙后代的千秋大业，自觉扛起生态文明

＂大美康乐＂成为２０１８年城乡群众网络评论最多的一 建设的政治责任，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绿色崛起之
句话。
路。
二、蹄疾步稳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增强县域 持续加强生态建设。初步划定县域生态功能红

经济发展活力。县委常委会不断加强对全面深化改 线，大力实施退耕还林、三北防护林、生态修复、土

革的领导，坚持一手抓改革推进、一手抓政策落实， 地整理、水土保持等项目，加强基本农田、林地保护
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
和草原监理检测，完成人工造林６２１４亩、土地整理
稳步推进新一轮党政机构改革。坚决贯彻中央 １．５８万亩，新修梯田７８３０亩，全县草原植被覆盖度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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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分值＂考核为主要内容的综合监管，完成了５个县
到８２？？上
进一步加大环境保护力度。认真落实国务院＂气 级薄弱学科、４个区域医学中心、２个重点学科建设，
十条＂＂水十条＂＂土十条＂，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 加快中医药事业发展，全面提升妇幼健康服务能力

护制度，深入开展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坚决打 ｜和水平，我县被省卫生健康委命名为＂２０１８年省级妇
好污染防冶攻坚战。全力抓好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 纨健康优质服务示范县＂。
题整改及成果巩固，涉及我县的１６个问题，已完成整 大力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康乐县公共体育场田
改１３个。扎实开展＂绿盾２０１８＂专项行动，对涉及 ｜径跑道足球场、附城镇新集村社区全民健身中心等
自然保护区的６个问题按照＂一事一策＂原则制定相 项目建成并投入使用，组织开展甘肃省第十四届运
应措施，进行整改落实。深人推进＂大棚房＂问题专 动会火矩传递活动、全民健身健步走活动、迎新春系
顶清理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

列文艺活动等，群众文体生活日益丰富。

深入推进全域无垃圾示范具创建。在中科康洁
不断提升社会保障水平。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公司对１５个乡（镇）的生活垃圾常态化清扫、收集、 险、医疗保险参保率达到９８５１？？９８．１２逐步提
转运、处理的基础上，与中国光大国际有限公司签订 高城市低保、农村低保、农村特困供养补助标准，困
了《嫌康乐县生活垃圾处理服务合同》，今年年底，全 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
五、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凝聚形成建设幸福
县生活垃圾将全部运至临洮产业园用于焚娆发电，
生活垃圾处理＂老大难＂问题将得到彻底解决，二次 美好新康乐的强大合力。县委常委会始终把维护社
会和谐稳定作为重大政治责任，加强源头防范和综
污染的问题将不复存在。
加强环境卫生综合整治。扎实开展＂一拆四改两 合治理，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安全稳定的良好环

化＂工作，拆除农村危房２９４７间、破旧大门２０个、 ｜境。

破旧围墙４２１２２平方米、废弃棚圈３１７个、残垣断壁

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充分发挥县委领导核心作
５７９９平方米，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改善。将每周星期 用，大力支持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县监委、县
五定为全县卫生大扫除日，组织干部职工对县城环 法院、县检察院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开展工作，支
｜境卫生进行大扫除，全县上下形成了爱护环境、人 持县人大、县政协定期不定期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

人有责的良好氛围。目前，正在开展冬季农村危旧 员开展视察调研活动，对全县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凝

房排危和公路沿线环境卫生整治工作。
聚形成了心齐气顺、团结干事的良好氛围。切实加强
｜四、千方百计保障和改善社会民生，不断提升人 ｜党对群团工作的领导，指导共青团、妇联、残联、工

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坚持把改善群众生活、增 商联按时完成换届工作，引导工青妇等组织在扶贫
｜进民生福祉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脾点，倾力
｜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

开发、移风易俗、文明创建等工作中发挥作用。支持
县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在服务大局中贡献才智，推

动统战工作在新时代展现出新气象。全力支持人民

狠抓教育百年大计。始终把教育放在优先位置， 武装工作，深入开展双佣共建活动，重视做好退役军
大力实施＂改薄＂＂三区三州＂＂学前教育＂＂东西 人工作，巩固发展了军政军民团结的新局面。

协作＂等教育项目，集中解决＂择校热＂＂大班额＂ 认真做好民族宗教工作。全方位开展内容丰富、
等热点难点问题，持续打好控辍保学攻坚战，义务 形式多样的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活动，进一步筑
教育阶段实现了有学上、无辍学学生的目标，全县 牢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思想基

１０２所义务教育学校达到标准化水平，义务教育均衡 础，＂三个离不开＂和＂五个认同＂思想更加深入人
发展通过国家督导评估组的评估认定。

｜ 心，我县成功创建为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面

深入推进健康康乐建设。加大医疗卫生项目争 落实中办２４号、甘办４１号文件和新修订的《宗教事务
取实施力度，完善分级诊疗制度，强化以公立医院 条例，先后召开１４次县委常委会会议，７次县委统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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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载
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专题研究部署宗教工作。制定 态进行分析研判，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
《康乐县关于贯彻落实《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伊斯兰

｜理权、话语权。成功处置了＂９－２＂网络舆情事件。

教工作实施意见＞的实施方案》，召开全县伊斯兰教 坚持以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广泛开展社
专项工作会议，建立了主体在县、延伸到乡、落实到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教育十大创建行动和文明城

村、规范到点的责任体系。坚决彻底整改宗教领域存 市创建活动，部署开展＂知恩、感恩、报恩＂等主题
在的突出问题，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宗教活动场所改 活动，全面疑聚起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一
｜（扩）建、教职人员搬聘、＂三类班＂管理，采取针 心、砥砺奋进的正能量

着力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坚持把基层组织
｜和法律法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 建设作为解决农业农村一系列问题的＂金钥匙＂和总

对性措施减轻信教群众负担，扎实开展国旗、宪法

文化＂四进＂宗教场所活动，在４１个宗教活动场所悬 抓手，与脱贫攻坚、村集体经济发展、宗教领域突出
挂了国旗。深入开展＂三类班＂整治，正在对所有宗 问题整治、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禁毒斗争、乡风文
教活动场所开展拉网式检查，教育引导宗教界人士 明、美丽乡村建设等各方面工作有结合起来，统筹推
和信教群众严守法律和政策＂红线＂
进、齐抓共管、互促互进。认真学习贯彻《中国共产
全面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深入开展＂扫黑除 党党支部工作条例》，引导机关和农村党支部对照
恶＂专项斗争、婚姻管理工作突出问题综合整治、户 《党支部工作手册》规范化标准，补短板、强弱项、
｜籍专项清理整顿等工作，着力解决社会治安突出问

促规范，着力解决部分党支部组织生活表面化、形式

题，成功打掉恶势力团伙２个、街霸团伙１个，形成了 化、娱乐化、庸俗化等倾向，党支部的政治功能不断
有黑扫黑、无黑除恶、无恶治乱的高压态势。突出抓 强化，组织力明显提升。目前，全县村级党支部建设
好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雪亮工程＂、矛盾纠纷 标准化率达到８５？？上。针对村＂两委＂班子战斗力
排查化解工作，平安康乐建设得到新提升。持续推进 不强、部分村干部文化程度偏低等问题，为１５２村制
禁毒人民战争，在２０１８年全州禁毒工作考核中我县排 定了＂一村一策＂整顿提升方案，逐村进行了整改落

名第二，禁毒工作得到了州委、州政府的充分肯定， 实，整顿提升软弱涣散党组织１９个，改扩建村级办公
特别是县公安局成功破获部督＂１２－２４＂特大贩运毒 场所２４个，全县＂六位一体＂村级办公场所达到１３０
｜品案，沉重打击了犯罪分子的落张气焰，有力维护了 ｜个。结合新一轮党政机构改革，下决心整改超职数

全县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配备干部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提拔调整干部３批、

｜制，强化对道路交通、校园及周边、食品药品等行业 １１２人，按照机构改革部署要求，新的机构全部挂牌

领域的综合监管和隐患排查，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

成立后，３月底前各单位人事安排将全部到位。
定。
深入推进反腐致工作。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
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着力营造风 容忍，严肃查处干部违纪违规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共
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县委常委会认真贯彻新时 处置问题线索２２５件，立案审查７６件，党纪处分７２人，
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决扛起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 政务处分１７人，双重处分３人，移送司法机关１人。充
统筹推进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建设和 分发挥巡察工作＂利剑＂作用，全面启动十五届县委
反腐败斗争，努力营造积极进取、真抓实干、风清气 第二轮巡察工作，对２０个单位开展了巡察，把监督的
触角延伸到基层。

正的政治生态。

回顾２０１８年所做的工作，我们牢固树立＂四个意
作纳入全县工作大局、党建工作责任制、年度目标责 识＂、落实＂两个维护＂，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
｜ 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将意识形态工

任考核体系，成立了县委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网 州委各项决策部署，做到了政治上高度清醒，理论
｜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制定了《意识形态工作责 ｜上高度自信，行动上高度自觉；我们始终坚持发展第
任制实施细则》，定期对网络舆情动态、社会舆情动 ｜一要务不动摇，咬定发展目标不放松，真抓实干不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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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在新思想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解决了发展道路 进了，但事难办的现象依然不同程度存在，依法行
上出现的许多困难和问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 政、推动落实的能力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党的建设
没有办成的大事、实事，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倍加增 方面，个别基层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强；我们以永远在路上的恒心和韧劲，持续加强作风 的意识不强，软弱涣散问题依然不同程度存在，群众
建设，树立抓落实求实效的鲜明工作导向，凝聚起了 ｜ 身边的微腐败问题还时有发生，一些党员干部不作
｜奋力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阶段伟大胜利的 为、不担当、不落实的问题依然存在。对这些问题，
磅礴力量，康乐的发展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一年的工 ｜我们将高度重视，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加以解决。
作成绩来之不易，凝聚着全县各级党政组织、全体县 同志们，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向党中
委委员、喉补委员、社会各界和全县干部群众的努力 央、省委、州委立下的军令状，更是对全县人民作出

和汗水。借此机会，我代表县委常委会，向在座的全 的郑重承诺。我们的责任重于泰山、使命无比光荣，
体同志和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 我们的事业蒸蒸日上、前景无限美好。让我们在省
意！
委、州委的坚强领导下，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工作中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脱贫攻坚方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倍加珍惜大有作为的
面，基础设施和产业基础还比较薄弱，贫困群众自我 新时代，倍加珍惜团结拼搏的好氛围，倍加珍惜千事
发展的内生动力仍然不足。经济发展方面，固定资产 ｜ 创业的大舞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解放思想、真
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不足，特色产业发展的层次 抓实干，奋力谱写新时代康乐加快发展的崭新篇章！
｜较低、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还不够牢固。 希望同志们对县委常委会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
营商环境方面，＂放管服＂改革中部分单位虽然门好 议，帮助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

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２０１９年３月５日在康乐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马雪青

各位代表：
我受县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委托，向大会报告Ｔ
作，请予审议。

２０１８年的主要工作

受县委集中统一领导，重大问题、重要事项、重大
活动及时向县委请示报告，始终在思想和行动上与

县委保持同心同向、步调一致。紧紧围绕县委中心
工作，统筹安排人大各项工作，特别是在脱贫攻坚、
民生保障、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认真行使监督权、
决定权、任免权，保证中央、省委、州委和县委各项

２０１８年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全县上下坚持以习 ｜决策部署得到贯彻落实。
认真学习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为指导，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 ｜思想。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话和＂八个着力＂重要指示精神，全力推进脱贫攻 ｜ 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真正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
坚，全县各项事业取得了明显发展变化。一年来， 功夫，通过党组带头学、邋请专家辅导学、干部培

县人大常委会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 训集中学、支部党员大会专题学和个人深入研究学

治国有机统一，按照县委总体安排部署要求，依法 等形式，先后召开１５次党组会、２０次主任会、５次专

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为促进全县经济社会 题讲座，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做
到真学、真信、真用。通过学习，进一步深化了对习
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把握，进
一、坚持党的领导，积极服务全县工作大局

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于依法履职的各方面、全 一步增强了勇于担当作为的政治自觉和思想自觉。
围绕县委部署，科学作出决议决定。紧紧抓住
过程，努力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大工作与时
｜事关全县改革发展的重大事项，依法作出决议决定
俱进。
提高政治站位，坚定人大正确的政治方向。把 １０项。严格执行《滥督法》《预算法》，听取审查了
旗帜鲜明讲政治作为搞好人大工作的重要前提，始 县政府亿０１８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终站在讲政治的高度，增强政治觉悟，提高政治站 财政预算执行情况，２０１７年县级财政预算执行及其
位，强化政治引领，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他收支审计工作情况等报告，促进了计划有效执行，
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人大工作正确的 提升了资金使用效益。听取审议了《十三五中期评
政治方向。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把 ｜估报告》《康乐县城总体规划（２０１０—２０３０）局部用
｜党的领导贯穿于人大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自觉接 地性质调整报告》等，保证了县城基础设施建设和

－１３－

康乐年鉴３

重大项目的顺利申报。建立了人大预算联网监督系 保世纪行会议精神，全面落实县委关于中央环保督
｜ 统，完成了与财政部门的互联互通，加强了对政府财 查组反馈意见整改措施，组织人大代表深入莲施镇
政预算的审查监督力度
磨沟农村人饮工程、旅游扶贫大通道、棚户区改造二
着眼能力提升，依法开展人事任免。坚持党管干 期工程现场，重点围绕项目环评、水源地保护、建筑
部和人大依法任免相结合的原则，依法任免国家机 工地防尘设施等方面，对环境保护法》贯彻实施情
关工作人员，实现了县委的人事安排意图和人民群 况进行了执法检查，提出了法律宜传、资金投入、综
｜众的意愿有机结合。在人事任命过程中，常委会对提 ｜ 合整治、执法监管等方面意见建议，转交县政府办
请任命的干部采取主任会议初审、依法提请、投票表 理。县政府采取加强法律宣传、增设水源地护网、环
决、颁发任命书、举行向宪法宣誓仪式等有效监督方 ｜境卫生综合整治、加大执法力度等有效举措及时整

式，全面考量，严格把关，提升被任命人员忠于宪 改，打造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生态宜居环
法、忠于法律的自觉意识，为全县改革发展提供了坚 ｜境。
实的组织保障。２０１８年，共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１６ 围绕改善保障民生开展监督。牢固树立以＂人民

人。组织加开了县十七届人大三次会议，圆满完成 为中心＂的思想，对财政＂一事一议＂、旅游产业开
｜了选举县长任务。
发、重点项目建设等工作进行调研，听取和审议政
｜二、聚焦重点工作，着力增强人大监督实效
府专题工作报告。对代表意见建议办理情况进行视
坚持问题导向，围绕县委工作的重点、政府工作 ｜察，督促政府加快意见建议办理进度，提高办结率。
的难点，群众关注的热点，依法加强监督。
组织代表对全县重点工作和县城建设进行观摩，让
围绕提高审议质量持续发力。把提高会议审议 广大代表切身感受县域经济发展带来的变化，激发
质量作为强化监督实效的着力点和出发点，采取一 代表热爱康乐、建设康乐的热情，提高建言献策水

系列创新举措，着力提高审议质量。在常委会召开半 ｜平，共同促进县城发展。
个月前下发预告通知，就会议议题、建议议程等送达 围绕保障群众合法权益开展监督。对全县分级

常委会组成人员，做好发言准备；开展调研之前，学诊疗工作进行调查，深人重大疾病、慢性病等长期患
习与议题相关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提高调研针对 病群众家中，深入基层医疗网点、药品经营店，就群
性；调研过程中，召开由调研组、相关单位班子成员 众看病就医费用报销、药品销售等环节存在的问题
参加的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建议，增加感性认识； 进行调研。重点查看是否存在工作人员迟报、压报、
审议时，就群众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工作询问，政府 错报、少报、漏报医药费用等问题，对村级报销网络
相关部门负责人现场答复解释，对审议意见办理情 滞后的问题及时督促整改，为群众提供了便捷的服
况听取专项报告，提高了审议质量。
｜务。成立作风评议组，对政府政务大厅和县医保中心
围绕＂一号工程＂开展监督。紧扣惠民政策落 开展作风评议，广泛征求办事群众和服务对象意见
实，精准扶贫产业发展，深入乡村、精准扶贫车间、 建议，现场查看办事流程及办事记录，看台账、查问
｜ 精准扶贫户家中，重点对政策宣传、产业培育、资金 题，看过程、查作风，延伸查看进驻大厅窗口单位派

落实、＂一户一策＂制定、到户项目实施等进行了调 驻制度、派驻人员日常管理等制度机制建设，促进行
查，针对存在的产业发展后劲不足、基础设施薄弱、 业部门作风进一步转变。
社会参与度不高、群众满意度低、信访率高等突出间
围绕法律法规贯彻实施开展监督。深人妇保站、
题，提出落实脱贫攻坚责任制、加大产业培育力度、 新华牧业、腮脂梦家纺等单位和调查点，就妇女就
激发群众内生动力等５条审议意见，助推脱贫攻坚工 业、健康保障、劳动权益等方面进行了执法检查，掌
作
握了解《妇女权益保障法》贯彻执行中存在的困难和
围绕营造生态宜居环境开展监督。牢固树立＂绿 问题，提出了加大宣传力度、完善服务机制等审议意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认真贯彻落实陇原环 见。配合州人大开展《义务教育法》《侬产品安全管

１４－

｜特猎

访慰问农民代表８０人，关心代表生活，倾听代表心
法律法规的执法检查，督促相关部门抓好问题整改， 声，激发代表履职热情。认真做好州人代会和省代表
维护了法律法规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加强规范性文 的服务保障工作，做好代表议案建议的收集整理，编
理法》《大气污染防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

件备案审查，向州人大报送备案决定、决议１２件，审 制上报，采取一对一方式，服务代表做好审议发言，
｜查备案县政府和各乡（镇）规范性文件２０件，保证了 ｜提高发言质量，精心组织代表团活动，按时接送省代
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
表赴会，协助省代表调研，拟写采访发言，做到大会
围绕建设法治康乐开展监督。听取和审议了法 期间零失误。
｜检两院工作报告，共同探讨执行难、信息化建设滞后
搭建代表履职平台。将县人大代表１７０人，组建
等问题，就如何推进问题整改落实提出了合理化意 成１６个代表小组；将乡镇人大代表７６６人，组建成

１５２个代表活动小组，推荐政治素质高，组织协调能
要领导接访工作制度，倾听需求，耐心解答，详细登 力强的代表担任组长，闭会期间开展各项小组活动。
记，及时转办，跟踪落实，畅通人大信访渠道。受理 常委会各主任带队，组织县人大代表４０人，在５个乡
群众来信１０件，接待来访４５人（次），全部转交并督 （镇）开展代表向原选区选民述职活动，增进了选民
见建议，促进了司法公正，维护了公平正义。建立主

促相关单位依法办理，

对代表履职情况的了解，激发了代表履职积极性。

三、强化服务保障，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主体作用

提高意见建议办理质量。县人大常委会各主任
尊重代表主体地位，加强代表工作，保障代表依 分头督办，各工委室归口督办，＂一府一委两院＂全
法履职，充分发挥代表作用。

｜力承办，已办结和正在办理的３８件，占９０４已列

强化代表学习培训。围绕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 入工作计划准备办理的４件，做到了件件有着落，事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开展习近 事有回音：
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思

四、加强联系指导，深入推进乡（镇）人大工作

想专题培训，在家的全体县级领导、全县人大代表
１７０人、各乡（镇）党委书记、人大主席、乡（镇）

坚持联系指导制度。常委会各主任分别联系３￣４
个乡（镇），结合全县中心工作，不定期深入所联系
长、县人大机关全体职工参加了培训。邀请省上专家 乡（镇），指导乡（镇）人大规范开展视察调研，协
和州委党校教授，对新修订《宪法》组织法》《代 ｜调解决存在的问题。督察 指导＂乡（镇）人大代表
表法》举办２期辅导培训班，就代表如何更好地履行 ｜ 之家＂、＂村级人大代表工作站＂的运行情况，发现

职责辅导解读，让广大代表掌握了解人大及其常委 问题２６条，全部现场督促整改，进一步规范了＂家＂
会议事规则、工作程序、联系群众、审议报告等履职 ｜和＂站＂的良好运行。
推进乡（镇）人大规范化建设。按照省州《关于
方法，使代表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地位、性质和作
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履职能力有了明显提升。
加强和改进乡镇人大工作的实施意见》，制定下发了
｜ 做好代表履职保障。按照《关于人大代表闭会期 关于做好２０１８年度乡（镇）人大工作的通知，从加

间履职及服务保障的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 强代表工作、开好两次人代会、规范主席团工作、加
｜范乡镇人大工作意见》，全面落实了农民代表履职补 强阵地建设、强化宣传等方面进行了详细安排，指导
助。符合条件的县级无固定收入代表７８人，每人每月 乡（镇）人大按照＂一月一联系、一季一活动、一年
补助３００元；乡级人大代表４５６人，每人每月补助１２０ 两会议、一年一—述职＂的要求开展工作，发挥了乡
元。邀请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参加视察调研、执法 （镇）人大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完善
检查等活动，组织省州县人大代表参与常委会视察 经费保障机制，每个乡（镇）落实人大工作经费３￣５
调研３９人（次）。坚持常委会组成人员联系代表、代 万元，代表活动经费２万元，保障了乡（镇）人大工
｜表联系选民的＂两联系＂制度，制定下发了《康乐县 作正常开展。
认真开展学习培训。常委会成立了５个培训指导
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联系本级人大代表的通知》，走

－１Ｉ５－

康乐年鉴测ｗ＿｜

六、坚持固本强基，全面提升履职能力
始终坚持把加强自身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改进
履职等重点进行辅导培训，全面提升代表履职能力。 工作作风，提升工作能力，努力将人大及其常委会打

组，深入１５个乡（镇），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法律法规、人大流程、代表

开展人大代表培训３场（次），受训人大代表达１５００ 造成全面担负起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的工作机
多人（次）。
五、发挥入大职能，助推脱贫攻坚＂一号工程＂

关、成为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代表机关。

注重党建引领，着力改进工作作风。认真履行管
｜ 充分发挥人大职能和代表优势，常委会组成人 党治党、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始终把党建工作牢

员和人大代表主动参与脱贫攻坚工作，全力助推县 ｜ 牢抓在手上，把机关党建工作同人大工作同部署、同
委关于脱贫攻坚各项决策部署的全面贯彻落实。发 落实。班子成员及时报告个人重大事项，定期对分管
挥人大代表的模范带头作用，动员倡导全县各级人 委室、联系乡镇负责人进行廉政约谈，层层传导压
｜大代表６９４人投身脱贫攻坚主战场，联系贫困户１３１１ 力。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精神，认真学

户，在发展富民产业、劳务技能培训、提供就业岗 习《纪律处分条例》《党内监督条例》等党纪党规，
位、做好控辍保学等方面，各尽所能，各展所长，帮 组织职工观看《永远在路上》等警示教育片，筑牢思
建扶贫车间１７个，宣讲政策２５７场（次），开展技能培 ｜想防线。扎实推进党支部建设标准化工作，严格发照

训４３５３人（次），输转劳务９３４６人（次），发展特色 ６个方面２７条标准规范党支部工作。深入开展＂转变
｜种植２５７０亩，养殖牛羊１４００多头（只），提出意见建 作风改善发展环境建设年＂活动，重点从政治意识、
议８７条，化解矛盾纠纷３２８起。常委会各主任扎实做 履职能力等方面查摆问题，建立整改台账。召开党组
｜好联系乡（镇）和包抓贫困村工作，切实把脱贫攻坚 ｜专题会议，认真对照检查，研究整改措施，注重整改

工作扛在肩上、落实在具体行动中，专题召开６次党 实效。
注重学习教育，着力强化思想建设。认真学习习
｜组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扶贫重要论述、国家和省
州县脱贫攻坚政策和有关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人贯彻落实
的具体措施。常委会各主任按照县委安排，深入包抓 党的十九大精神，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坚持会

乡村，召开乡党委会议、乡村两级干部大会、村支部 前学法和常委会机关每周一集中学习制度，采取领
党员大会和村民知情大会等，传达学习县委脱贫攻 导宣讲、专家辅导、专题研讨等多种形式，组织机关
坚决策部署，统一了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坚定了打 干部学法律、学理论、学政策、学业务，深刻理解和
赢脱贫攻坚战的信心和决心。认真落实脱贫攻坚重 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
点任务，以＂一户一策＂精准脱贫计划为抓手，积极 度的新观点和新要求，为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奠定
帮助筹建扶贫车间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做了大量的 坚实的思想基础。
工作，圆满完成了帮扶村产业扶贫、劳动力技能培 注重制度建设，着力提升机关效能。修订完善了

训、易地扶贫搬迁、危房改造、控辍保学、农村道路 《常委会议事规则》《宪法宣誓制度实施办法》等４２
建设、人畜饮水等脱贫攻坚重点任务。办公室为驻 项制度，工作程序化和规范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加
｜村帮扶工作队解决办公经费，落实下乡补助，购买电 强人大宣传工作，在人民之声报、民族报、县人大网
脑、打印机，协调落实办公用房、配备生活必须品， 站、美丽康乐ＡＰＰ宣传报道工作动态信息１７８条，积

创造良好的办公条件。人大机关３６名干部深人胭脂镇 ｜极宣传常委会依法照职过程和代表履职风采。

马集村精准扶贫户家中，认真开展调查摸底、相互对

各位代表，２０１８年县人大常委会认真履行宪法和
接、制定＂一户一策＂、培育增收产业、落实到户项 法律赋予的职权，各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这是习
目、精准精细落实帮扶责任，全年有７０户建档立卡户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的结果，是
实现脱贫。

县委坚强领导和赢度重视的结果，是常委会组成人

员、全体人大代表履职尽责、扎实工作的结果，是县

特载Ｉ

｜ 上，更多地体现在反映人大代表和广大群众的意见
｜ 人民政府、县监察委员会、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上

院及社会各界大力支持的结果。在此，我谨代表县人 建议上，以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奋力推进人大工
｜大常委会，向关心支持人大工作的各位领导、各位老 作与时俱进、创新发展。
同志、各位代表和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适应新常态，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上主动作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我们
的工作与县委的要求和全县人民的期望相比还有不 突出重点，让监督工作更加精准到位。紧盯脱贫

少薄弱环节。主要是常委会机关法律和财经专业人 攻坚、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深人调研，提出建议，
员缺乏，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和财政预算审查有待 为县委提供决策参考，对政府进行依法监督，科学作
进一步加强，重大事项决定的程序有待进一步完善， 出决议决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更有效率、更可持
审议质量和监督实效有待进一步提高，代表议事议 ｜ 续。审查县人民政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

政的渠道有待进一步拓宽，乡（镇）人大工作有待进 况、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报告；组织代表对精准扶贫、
一步规范等。对此，我们将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加以 城市建设、中药材产业、环境保护、农村危旧房改

造、重点项目、应急管理等工作进行调查；对人大代
表意见建议办理情况进行视察。认真贯彻实施《监督

｜改进．

法》，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决算审查和监督，强化预
算约束、规范预算执行，促进财政资金使用更加科

２０１９年的主要任务
｜２０１９年是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学、更加规范。抓好审议意见的跟踪问效，进一步提

会关键之年。２０１９年县人大常委会工作的总体要求高监督实效。
｜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

三、把握新要求，在推进民主法治建设上积极作

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 坚持党管干部与人大依法任免有机统一，实现
话和＂八个着力＂重要指示精神，积极践行新发展理 人事任免工作规范化，通过法定程序实现党委人事
念，紧扣高质量发展要求，切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 意图安排。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在形成良好的法治环
的职权，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建设水平，为打赢脱贫 境方面肩负起更大的责任，促进＂一府一委两院＂依

法行政、公正司法。组织代表对法检两院工作进行调
攻坚战、建设幸福美好新康乐作出新的贡献。
一、面向新时代，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研，听取审议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贯彻实施情况
主义眼想指引下奇力作为
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展执法检查，保障相关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加强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 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全面实施向《宪法》宣誓制

表大会制度的重要论述，自觉把人大工作紧紧扣在 度，切实维护法律权威；加强和改进信访工作，认真

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来，紧紧扣在回应｜ 办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督促有关部门切实解决人
人民群众重大关切上来，紧紧扣在厉行法治、推进依 民群众反映的实际问题，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法治国上来。只要是党中央、省委、州委的决策部署

和县委交付的工作任务，都要不折不扣确保完成。只

四、开拓新思路，在提升代表履职水平上创新作

强化服务，让代表工作更加务实高效。加强代表
围的事项，都要大胆地推进。要始终把人大各项工作 学习培训，通过以会代训、专题研讨、外出考察等形
置于县委领导之下，紧紧围绕县委确定的中心工作， 式，提升代表履职能力。认真开展＂两联系＂活动，
把人大工作放到全县大局中去思考、去谋划、去摧 邀请代表参加执法检查、视察调研、列席常委会会
进。对＂一府一委两院＂的监督，更多地体现在支持 议等履职活动，不断拓展代表知情知政渠道，增强代

要是改革发展需要、人民群众期盼、属于人大职权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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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履职实效。依托＂代表之家＂，开展代表述职活动，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着力加强
加强与选民的互动，面对面听取群众的意见和诉求。 能力建设．采取强化学习与外出培训相结合的方式，
进一步提高代表建议办理质量，坚持年初召开交办 加强人大干部政治理论、法律法规和业务知识的学
会、年中现场督办、年底审议票决的督办机制，着力 习，不断提高做好人大工作的能力。积极投身脱贫攻
提高代表建议的办结率和代表满意度。积极倡导人 坚，按照县委的安排部署，深入包抓贫困村调查研
大代表助力脱贫攻坚，发挥桥梁纽带、模范带头作 究，落实＂一户一策＂精准脱贫计划，助推脱贫攻
用。加强对乡镇人大工作指导，推动乡镇人大规范化 坚。积极适应新时代对人大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严
建设。
｜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进一步完善常委会各
五、树立新形象，在加强人大自身建设上务实作 项工作制度，规范工作程序。
各位代表、同志们：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一定要树牢＂四个意识＂，
坚持把政治建设撰在首位，全面加强机关党的
建设，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持续推进党 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县委的
支部标准化建设，不断提高党建工作水平。持续加强 坚强领导下，勇于担当，狠抓落实，以优异的成绩迎
纪律作风建设，深人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 ｜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

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２０１９年３月４日在康乐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县委副书记、县长 马晓璐

各位代表：
１．１６万人脱贫，实现贫困村退出２８个，贫困发生率下
现在，我代表县人民政府，向大会报告政府工 降到９．０８？？扎实推进产业扶贫。全面落实到户产业
作，请予审议，并请各位政协委员和列席人员提出意 发展资金，支持贫困户发展畜牧养殖、特色种植等
见。
增收产业，引进能繁母牛１２５６７头、母羊１１９０１只，推

广特色种植９４７万亩。大规模推广＂粮改饲＂，种植
饲草玉米１２８万亩、收贮２８．５万吨。建成扶贫光伏电
站１０座，实现并网发电。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为

２０１８年工作回顾

２０１８年，在州委、州政府和县委的坚强领导下， ８９个贫困村注资２１００万元，为４７个农民专业合作社注
在县人大、县政协的监督支持下，我们团结带领广大 资Ｓ７０万元，全面消除了＂空壳村＂，实现了贫困村

干部群众，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合作社全覆盖。全力推进就业扶贫。电子商务服务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中心建成进驻企业１５户，扶持发展旅游扶贫重点村３
｜ 视察甘肃重要讲话和＂八个着力＂重要指示精神，坚

个、农家乐２家，开发乡村保洁、护林、草原管护等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在抢 公益性岗位１７３７个。采取引进企业办、创业能人办、
｜抓机遇中突破发展，在改革创新中砥砺前行，勇于担 村集体领办等方式，建成扶贫车间２０家，吸纳就业

当、狠抓落实，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 ｜７２９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４５６人），开辟了贫困群众
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较好地完成了县十七届 ｜在家门口就业增收的新路子。狠抓教育健康扶贫。全
人大二次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全县经济保持了稳 力打好控辍保学攻坚战，劝返失辍学学生１１４２人，劝

中有进、进中向好的良好发展势头。全年完成生产总 返率１００实现了义务教育阶段有学上、无辍学学
值２３．３２亿元，大口径财政收入１．８６亿元，固定资产投 生的目标。新建幼儿园８所、改造薄弱学校２７所，实
资１６．１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７．２１亿元，城镇居 施寄宿制学校建设项目２个、教师周转宿舍项目１７个。
民人均可支面收入２０５６２９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落实贫困寄宿生生活补助资金５９３万元，建档立卡户
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１７０８万元，办理助学贷款
收入６９６４．６元，万元ＧＤＰ能耗下降２．５５？？
一年来，我们牢记使命抓脱贫、增后劲，脱贫攻 １５０８９万元。全面落实贫困人口＂先诊疗、后付费＂
坚迈出新步伐。狠抓脱贫攻坚＂一号工程＂，投入扶 和＂一站式＂结算服务，全年，报销建档立卡贫困人

贫资金７．５３亿元，整合涉农资金３０５亿元。全年，有 口住院费用６０４．９万元，落实医疗救助金３０６２万元。

代缴建档立卡贫困户、五保户等特殊人群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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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８７万元。着力改善农村基础条件。全面开展以安打造鸣鹿拔字沟、八松纳沟、上湾马巴３个旅游扶贫
全饮水、危房改造、＂一拆四改两化＂等为主要内容 ｜重点村，旅游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建成智慧旅游门
的专项行动，北部人饮改造提升、精准扶贫重点贫困 户网站、微信公众平台，提升了康乐旅游信息化水
｜村供水工程建成投入使用、东南部农村饮水安全巩

平。高水平承办了临夏州第十一届旅游宣传月活动启

固提升工程完成总工程量的７０改造农村Ｃ级危房 动仪式、举办了康乐县旅游推介会暨竹子沟景区运
１６２１户，异地扶贫搬迁１０６６户，维修或新建村级综合 营仪式等活动。开发了胭脂湖、白桦林等冬季冰雪旅
服务中心４处。深化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定点帮扶工 游项目，开启了冬季旅游的新模式。全年，共接待游
｜作。争取落实厦门帮扶资金５７００万元，引进厦门同安 客１３０２万人（次），综合收人达６２４亿元，旅游产业
区古琳达姬股份有限公司和太阳城户外用品科技股 保持了高速发展的良好势头。以肉牛为主的草食畜
｜份有限公司到康乐投资建厂。争取落实中建集团帮
｜扶资金７００万元，有力地助推了全县脱贫攻坚工作。

牧业方面，坚持扩繁与育肥同抓、规模化发展与规
范化养殖共举、品牌化培育与市场化营销并重，全县

加强脱贫攻坚基础工作。在全县实行脱贫攻坚＂十个 新发展规模养殖户１２０户，改（扩）建规模化肉牛养
一＂工作法，挂图作战、工期倒排、任务倒逼，推进 殖场４个，创建标准化养殖场７个。全县肉牛饲养量达
脱贫攻坚各项任务落实。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 １９．５万头，出栏８．７万头，羊饲养量４９．３万只，农民人
合，开展＂知恩感恩报恩＂主题活动，巩固推广＂两 均牧业及其相关产业纯收人达到１０００元以上。育苗产

户见面会＂＂村民知情大会＂等经验做法，不断激发 业方面，坚持优化种植结构和破解销售难题相结合，

群众内生动力。统筹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积极 引导群众培育适销对路、市场需求量大的优质苗木，

推进农村＂三变＂改革，在上湾马巴、附城刘家庙等 ｜千方百计拓宽销售渠道，全县共销售以云杉为主的

１０个村开展＂三变＂改革试点，盘活了农村资源资 各类苗木９９０万株，综合收人达１亿元。劳务产业方
｜产，为＂三变＂改革提供了可学习、可借鉴、可复制
的样板。

面，大力开展＂特色＂＂订单＂＂定向＂培训，全

年，共培训４９２８人，输转６５９万人（次），创收１１．０６
一年来，我们全力以赴抓项目、强支撑，经济发 亿元；向厦门市同安区输转３５１人，向中建公司输转
展迸发新活力。认真落实＂三重、三一＂工作方案， 中级焊工２５人。中药材产业方面，以调整和优化农业

坚持把项目建设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 结构为切人点，依托资源优势，强化科技支撑、服务

全力以赴建项目、扩投资，力促经济稳定增长。全 保障，延伸产业链条，加大扶持力度，全县共种植中
｜年、共实施５００万元以上重点项目５９项，总投资５３．１６ ｜药材７．１万亩，实现产值２亿元。

亿元。其中续建项吕２２项、总投资４２．５亿元；新开工

一年来，我们强化统筹抓重点、打基础，城乡面

项目３７项，总投资１０６６亿元。Ｇ２４８线莲花山景区三 貌呈现新气象。按照＂绿色、生态、山水、休闲、宜

级公路、草滩至上湾公路、县城南桥建成通车，康卓 居＂的目标，高起点规划、高品位建设、高标准管
二级公路康乐段、康虎公路改造等项目顺利推进，城 ｜理，＂一湖两山三园西河五桥六区八路＂的县城项
区供水净水厂、城区供水工程输水管网建成投入使 目群基本建成。全年，共实施县城建设项目１６个，总
用。招商引资工作务实推进，在第二十四届兰洽会上 投资３６４亿元，特别是棚户区改造项目顺利推进，北
成功签约时尚国际城、红星美凯龙城市综合体等项 苑小区已分房到户，环城北路棚户区改造Ａ区竣工通
目７个，签约资金达２４．０５亿元，到位资金１．０５亿元。 过验收，Ｂ区完成主体；完成五户乡、草滩乡、胭脂
一年来，我们全力以赴抓产业、调结构，富民产 镇集镇改造。县城美化亮化工程初见成效，对城区内

业展现新态势。旅游产业方面，坚持＂景区大旅游＂ ｜新建临街高层建筑进行了美化亮化，着力打造县城
与＂乡村小旅游＂相结合，深人推进药水峡、莲花山 夜景亮点，凸显了县城魅力形象。在朋脂湖公园、快
｜大景区基础设施、竹子沟旅游开发建设等项目，全力 ｜乐公园按季节栽植了宜季绿植花卉，实现了＂四季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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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三季见花＂，春季的杨柳拂岸，夏季的花香四溢， 建设，落实健康扶贫＂组团式＂工作要求，县医院加
秋季的音乐喷泉，冬季的灯光夜景，吸引了周边县 ｜挂甘肃省肿瘤医院康乐分院牌子，省院专家驻院服
（市）游客纷至沓来，＂大美康乐＂已成为网络热词， 务。加快中医药事业发展，建成了附城镇、苏集镇等
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空前提升。
９所中医特色乡（镇）卫生院，提高了中医药利用水
一年来，我们坚定不移抓治理、守底线，环境保 平。稳步推进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为全县２６４５

护取得新进展。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万城乡居民建立了居民健康档案。完成农村妇女＂两
的理念，深入开展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坚决打 癌＂筛查８０００人，新生儿疾病筛查２５８６人（次），康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我县的１６个问 ｜乐荣获＂２０１８年省级妇幼健康优质服务示范县＂光荣
｜题完成整改１３个，＂绿盾２０１８＂专项行动涉及的５个 称号。文化体育事业方面，县公共体育场田径跑道、
问题全部整改。大气污染防治方面，严格履行环境 ｜足球场，附城镇新集村社区全民健身中心建成投入
保护监督管理责任，县城内３户热力公司安装了烟气 使用。组织开展了甘肃省第十四届运动会火炬传递、
在线监测系统，淘汰燃煤小锅炉４个，煤炭集中销售 全民健身健步走、迎新春系列文艺表演等活动，群众
市场建成运行，县城空气质量不断改善。水污染防治 文体生活日益丰富。成功承办了省十四届运动会乒
方面，全面落实河长制，对河道、沟渠内乱占、乱 乓球和攀岩赛事，康乐运动员在羽毛球、自行车等项

采、乱堆、乱建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全县水 目比赛中取得了５金、１银的优异成绩。４部《康乐年
污染防治能力不断提高。土壤污染防治方面，完成 鉴》被国家图书馆收藏，全彩式《康乐年鉴（２０１８）》
了涉重金属行业企业排查和污染地块名录建立、信 由甘肃民族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民生保障方面，
息公开等工作。回牧废旧农膜１０６０吨，回收率达 全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达９８．５１城乡
８５．５？？扎实推进全域无垃圾行动，在中科康洁公司 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率达９．１６？？逐步提高了城乡低
对全县１５个乡（镇）生活垃圾进行清扫、收集、转运 保、城乡特困供养补助标准，各类保障金均按时足
和处理的同时，与中国光大国际有限公司签订了《康 额发放。一年来，通过＂一折统＂落实各项惠农资金
乐县生活垃圾处理服务合同》，确保了全县生活垃圾 ２１项３．５６亿元，有效保障了弱势群体的生产生活。同
得到长期有效处理。
时，统计、档案、科技、供销、工会、通讯、气象服
一年来，我们千方百计抓实事、解难题，民生福 务、防震减灾、住房公积金、共青团、外事侨务等各

祉有了新突破。教育事业方面，实施项目６７个，总投项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
一年来，我们持之以恒抓管理、促和谐，社会秩
资１．９亿元。扎实开展优质课评选、送教下乡、教学
支教等活动，有效促进了教师专业发展。新招录特 序开创新局面。全面推进依法治县进程，广泛开展
岗教师６０人，开展教师培训１０８３人（次），落实教师 ＂七五＂普法宣传教育，全民法治意识不断增强。加
边远山区生活补助１１２万元，班主任补助２１７万元。 强平安康乐建设，认真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深人推进

全县１０２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全部达到了＂标准化学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禁毒专项整治，打掉市霸、

｜校＂要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顺利通过国家评估认 街霸团伙各１个，破获刑事案件１６５件、毒品案件１８

定。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升，普通高考和中考成绩喜 ｜件，特别是成功破获了部督＂１２－２４＂特大贩运毒品
人，高考二本线及以上达４０８人，比去年增加４０人； 案，社会大局保持了和谐稳定。深入推进民族团结
中考００分以上１２人，分别被中央民大附中、西北师 进步创建活动，认真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
｜ 大附中录取，特别是附城初中吕佳文同学以总分 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扎实整改宗教领域突出问
７５０５的优异成绩勇夺全州第一。卫生健康事业方面， 题，宗教领域保持了和睦和顺的良好局面，康乐荣获
县医院住院部（二期）完成主体，杨台村、辛雍家村 ＂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称号。严格落实安全生

等９所标准化村卫生室完成建设任务。强化薄弱学科 产主体责任，狠抓防汛减灾工作，加大重点领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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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加强民 协委员和离退休老同志，向各人民团体和社会各界

兵预备役工作，全面完成了征兵任务。高度重视退役 人士，向所有关心支持康乐发展的同志们、朋友们，
军入工作，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军队退役人员和重点 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优抚对象的相关信息进行了采集，巩固发展了军政

同时，我们也清曜地认识到，全县经济社会发展

和政府工作还存在一些不足和困难：一是经济下行
一年来，我们勇于担当抓改革、提效能，自身建 压力依然较大，虽然经济总体保持平稳，但部分经济
设得到新加强。推动政府系统干部牢固树立＂四个意 指标波动性大、稳定性弱。二是脱贫攻坚任务重、时
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 ｜ 间紧，＂两不愁三保障＂方面的短板弱项仍然较多，
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州委 稳定脱贫的基础还不够牢固。三是高质量发展基础
州政府和县委各项决策部署。坚持依法行政。严格 ｜薄弱，项目结构还不尽合理，带动县域经济发展的生
遵守《宪法》和各项法律法规，摧进科学民主决策， ｜产性、财源性项目缺乏。四是产业发展后劲不足，乡
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规范性文件审查，充分发 ｜村旅游、畜牧养殖、中药材等富民产业规模小，产业
军民团结的新局面。

挥法律顺问作用。主动接受县委集中统一领导，自觉
接受县人大法律监督、县政协民主监督和社会各界
舆论监督，办结和正在办理县人大意见建议３８件，办
结率９０．４？？？结和正在办理县政协委员提案建议案
２１件，办结率８０．８省上为民办实事中涉及我县的

链条短，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弱。五是政府职能转变还

不够彻底一些部门和干部服务意识不够强，工作作
｜风不过硬，政策水平不高，执行力不强，群众的满意

度还不够高、发展环境还需进一步优化提升。对这些
问题，我们将高度重视，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加以解

７件实事全部得到落实。着力转变职能改进作风。深 决，努力把政府工作做得更实更好。
人开展＂转变作风改善发展环境建设年＂活动，全面
深化＂放管服＂改革、县政府门户网站主动公开各类

２０１９年主要工作任务

信息６１７４条，在甘肃政务服务网康乐县子站加载政务
服务事项７４４项，开通在线办理功能６８５项，网上公布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权责清单２０５９条，政务大厅共办理各类事项２．３万件。 ｜社会的关键之年，做好全年的工作至关重要。全县发
稳步推进机构改革，政府系统组建工作部门２５个。严 展正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和重大任务攻坚期，中央

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意识形态责任。从 和省、州一系列好政策正在发力见效。只要我们进一

严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强化制度执行、 步坚定信心、振奋精神，坚决按照州委、州政府以及

｜风险防控、审计监督和同题整改，政府系统廉政建设 县委既定的思路举措和工作部署抓落实，坚持高质

深入推进，服务效能不断提升。

量发展、勇于破解难题、不断解放思想，完全能够在
各位代表，过去的一年，我们面对严竣复杂的发 新的一年实现各项工作的新突破，开创康乐发展的

展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工作任务，全县上下以认真负

｜新局面。

责的态度、只争朝夕的劲头、敢死拼命的精神、决战 根据县委十五届八次全会暨县委经济工作会议
｜决胜的勇气，全力抓落实、干到位，各项工作取得了 ｜的安排部署，今年政府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习近平

新进步。一年来的发展，是州委、州政府亲切关怀、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全力支持的结果，是县委统揽全局、坚强领导的结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人落实习
果，是县人大、县政协和各界人士监督支持、全力配 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和＂八个着力＂重要指

合的结果，是全县各级干部和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奋 示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

力拼搏的结果。在此，我代表县人民政府，向奋战在 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持之以恒抓脱贫攻坚＂一
全县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劳动者，向全体人大代表、政 号工程＂，统筹做好项目引掌带动、生态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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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载

｜质增效、建设幸福美好宜居家园、保障和改善 覆盖。全面落实农业保险各项政策，不断增
停各项工作，在控意识和提高抵御自然灾害能力，有效遏制因灾返
民生、社会和谐稳定、全面从严治党等各项工作，在

｜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上取得新进展，奋力开创经 贫问题。
｜济社会发展新局面，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二）着力补短板强弱项。紧盯＂两不愁三保
国成立７０周年。
障＂，全面落实＂３＋１＂基础工程，实施东南部人饮

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生产总 巩固提升工程和农村饮水安全到村到户项目，使全
值增长６？？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６？？右，社会消 ｜县农村自来水入户率达９８管网覆盖率达１０％，
费品零售总额增长８？？右，一般公共预算收人增长 ｜ 饮水安全率达１００？？打好控辍保学攻坚战，确保贫
｜ ７？？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７？？右，农 困家庭学生不因贫困而失学辍学。全面落实贫困生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增长１０？？右，万元ＧＤＰ能耗 资助政策、寄宿生生活和交通补助，推进教育资源、
控制在省州下达的指标以内。
｜师资力量和教师培训向农村边远地区倾斜。继续落
围绕上述总体要求和预期目标，重点抓好以下 实好＂先诊疗、后付费＂和＂一—站式＂结算服务，使
七个方面的工作：
｜所有符合条件的患病人口全部享受健康服务政策。

持续推进农村适龄妇女＂两癌＂筛查工作，全面完成

一、聚焦一号工程，坚决打好脱贫攻坚战

紧紧围绕＂两不愁三保障＂目标，全面落实《康 ｜筛查任务。实施安全住房改造提升工程，完成农村Ｃ
乐县２０１９年脱贫攻坚实施方案》，全力开展脱贫攻坚 级危房改造７１７户。围绕贫困村整体提升，改造１５２个
＂十大行动＂，确保１８９万贫困人口和０．４５万政策兜底
人口稳定脱贫、６１个贫困村退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

行政村村组道路３０６公里，实现３０户以上的自然村通
水泥路。实施上湾乡沙楞、东沟和八松乡龚庄等１４个

村的动力电改造提升工程，解决线路老化和电压不

｜２？？右，实现整县脱贫摘帽。

（一）突出抓好产业扶贫。着力完善产业经营体 稳的问题。

系。依托旅游、肉牛、育苗、劳务、中药材等特色产
（三）切实加强基础工作。强化责任落实，继续
业，继续实施好到户产业扶持项目，不断扩大畜禽养 健全完善县级领导包乡抓村、各专责小组指导督促、
殖规模。加大＂粮改饲＂工作力度，力争玉米秸杆饲 乡（镇）干部驻村包社和帮扶干部联系帮扶等工作机
料化利用率达到９０？？上，形成粮饲兼顾、草畜配 ｜ 制，提升会议议事实效，着力解决实际问题。进一步
套、以养带种、农牧互促的循环农业和产业扶贫新 深化东西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加强与厦门同安区、
路子。着力拓展稳定增收渠道。继续加大就业扶贫力 中建公司的沟通衔接，在做好原有帮扶项目的基础
度，新建扶贫车间５家、巩固提升扶贫车间１８家，力 上，不断拓展帮扶领域，提升帮扶实效。强化精准管
争全县扶贫车间总数达到４０家以上，吸纳建档立卡 理，完善＂一户一策＂精准脱贫帮扶计划，按照动态
贫困人口就近就业１５００人以上。培训建档立卡贫困人 调整、退出验收程序，加强监督考核，确保脱贫攻坚
口１８５０人以上，组织输转０人以上，积极开发获 工作实效。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引导贫困群
贫公益性岗位，确保有劳动力的贫困家庭至少有１人 众增强主体意识，激发群众内生动力，大力倡导勤劳
就业。全面推进农村＂三变＂改革，因地制宜发展壮 致富、勤俭节约的文明新风。
大村级集体经济，规范提升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行水
二、聚焦项目建设，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平，使合作社在农民增收上真正发挥作用。加快乡村 ｜始终把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工作的关键抓手，深
加油点项目建设，争取建成白王冯马家、流川清水 人落实＂三重、三一＂工作方案，坚持谋划争取项

沟、八松岔路等８个加油点。着力做好农业保障服务。 目、招商引资引进项目双向发力，力促经济稳步增

健全完善基层农技、畜牧、兽医服务体系，加大农机

｜长。

购置补贴力度，实现每个行政村金融综合服务窒全

－２３－

（一）加强项目谋划争取。认真研究国家投资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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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和产业政策，抢抓国务院保持基础设施补短板力 有限公司、碧桂园等大型企业的合作意向，力争签约
度、打造兰州—西宁城市群、省上推进十大生态产 资金达５０亿元以上。借助东西部扶贫协作平台，扩大
｜业？发展和交通水利建设等方面的政策机遇，全面加 ｜面向厦门的招商引资，全方位加强与厦门的产业和
强项吕的精准谋划和储备论证，重点谋划康乐县药 项目对接，争取在厦门召开招商引资对接洽谈会和
水峡至莲花山大景区麻山峡、紫沟、石墩梁景观连接 产业项目需求推介会，把厦门更多的企业、更多的社
线、段家坪至白家二级公路、桑家片区开发等项目， 会资金引进来。持续优化重商、亲商、安商、扶商的
积极主动向国家和省上衔接汇报，争取更多项目纳 良好环境，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全面推行＂双随机一
入国家、省州的计划盘子。
公开＂监管，为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抓好已签约项

（二）推进建设项目进度。全县计划实施５００万 目的跟踪落地，督促加快建设进度，努力提高项目履
元以上项目共计６４项，总投资４０３９亿元。其中续建 约率和资金到位率。
三、聚焦生态建设，加快推动绿色发展阐起
｜ 项目２５项，总投资２３．８６亿元；计划新开工项目３９项，

总投资１６．５３亿元。加快续建项目建设进度，持续抓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
好鸣鹿水库、康卓二级公路康乐段、县城综合开发、 决守住＂生态环境质量只能变好、不能变坏＂的底
｜药水峡莲花山大景区基础设施（二郎庙至河口段）公 线，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

路建设工程等项目，确保早日发挥效益；推进新开工 战，努力建设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
项目的前期工作，争取苏集河水系连通工程、旅游扶 （一）坚决落实环保政治责任。坚持以习近平生

｜贫大通道葱滩至石墩（二期）公路建设、康乐县文化 ｜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深刻汲取祁连山生态环境和秦
活动中心、牡丹国际广场（红星美凯龙城市综合体）、 岭违建别墅问题的教训，认真履行生态环境保护＂党

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建设等项目早日开工建设， 政同责、一岗双贲＂责任，严守生态功能保障基线、
进一步完善城乡基础设施，促进县域经济快速发展。 环境质量安全底线、自然资源利用上线，实行最严格
（三）狠抓项目管理。严格落实项目包抓责任制 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坚决避免为求发展而破坏生
和清单管理制度，突出抓好项目前期手续办理、征 态环境的现象。紧盯问题清单、任务清单和责任清
｜地拆迁、资金筹措等工作加强人员、资金、设备等 单，持续推进中央、省级环保督察反馈和＂绿盾＂专
各个方面的调度，组化措施，倒排工期，确保全部项 ｜ 项行动发现问题整改落实，防止出现反弹和弱化，
目按时开工建设。严格落实项目＂五制＂要求，如大 推动中央、省州生态文明建设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
项目稽查力度，规范项目程序、工程质量和资金管 效。
理，确保项目依法依规有序推进。继续扎实开展＂深 ｜（二）大力发展生态产业。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
化放管服改革工作突破年＂活动，认真落实重点项目 推进十大生态产业发展的决策部署，围绕州上打造

网上并联审批、限时办结制度，完善提升＂一窗受 ＂三个百亿＂产业的要求和＂今年大发力、明年大见
｜理、集成服务＂，进一步压减办事流程和环节，不断 ｜效＂的总体部署，推进旅游文化体育、循环农业、中
优化提升政务服务和项目投资环境。
医中药、通道物流、数据信息等十大绿色生态产业高
（四）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 质量发展，产业体系框架初具规模，重点推动旅游、

民营经济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实 肉牛、劳务、育苗、中药材五大富民产业进一步提质

中央、省州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扎实 ｜增效。一是突出发展旅游产业。大力发展生态休闲

开展＂中国光彩事业临夏行＂招商引资半年大会战， ｜游、农家体验游，丰富冬季旅游项目，推动全域全季
认真做好招商项目谋划储备，有计划有目的多批 节旅游蓬勃发展。编制完成纳沟、拔字沟、马巴等６
（次）开展招商引资活动，主动加强与３１７个光彩事业 个贫困村的旅游扶贫规划，加快推进旅游扶贫大通
｜理事企业的联系，对接落实与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道、竹子沟、草场沟、莲花山、药水峡旅游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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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建设。积极开发旅游产品，扩 农田和林地保护，严守耕地红线和＂农地姓农＂底
大以土鸡、蜂蜜、蘑菇、＂香课课＂为主的土特产销 ｜线，深入开展＂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对

售，持续带动贫困群众增收。加大旅游宣传力度，筹 发现的问题不讲条件，不找理由，不留死角，从严从
备开好康乐县第十二届旅游节活动，全方位完善旅 快、全面彻底完成清理整治工作，坚决遏制违法占
｜游服务功能，全面推介康乐旅游资源，力争旅游接待 地，全力维护土地管理秩序。
人数达到１５０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人７．１９亿 ｜ （四）坚决打好污案防治攻坚战。紧盯蓝天保卫
｜元。二是稳步发展以肉牛为主的草食畜牧业。继续 战，强化环境空气质量预测分析，对症下药，精准施
扩大养殖规模，力争新（改）建规模肉牛养殖场区５ 策，持续抓好煤炭市场、餐饮油烟、垃圾焚烧、建筑

个。实施肉牛羊良种补贴政策，引导养殖场（户）扩 扬尘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的集中整治，按照冬病夏
大母畜引进，增加母畜养殖数量，提高自繁自育能 ｜治的思路，全面完成县城及周边土炕、土灶和小煤炉

力，力争年底全县肉牛饲养量达到２０万头以上，出栏 的改造任务。坚决打好碧水保卫战，严格落实河长责
９万头以上，羊５０万只以上。三是转型发展育苗产 任制，加强流域水污染综合治理和水源地保护，严控

业。积极拓宽销售渠道，引导群众调整种植结构，适 河道采沙，严禁污水直榫，全力推进河道综合治理，
｜ 度发展林果类和园林绿化苗木，实现品种多样化，不 确保水环境安全。坚决打好净土保卫战，积极推进土

断提高市场竞争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完成旅游扶 桌污染防治修复，大力提倡使用有机肥、绿色肥，加
贫大通道沿线５０００亩啤特果栽植任务，力争全年销售 强农产品农药残留检测，禁止在农作物上使用毒性
各类苗木１０００万株以上，实现综合收入１亿元以上。 大、残留高的农药，不断改良土壤性质。统筹抓好畜
｜四是壮大发展劳务产业。依托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 禽养殖、定点屠宰等面源污染防治，持续改善生态环
院康乐校区和培训机构，整合各类培训资源，加大劳 境质量

务培训力度，做大做强＂甘康电焊工＂劳务品牌，培
育＂康乐拉面师＂、＂掐丝珐琅画＂等劳务品牌，借

四、聚集诚乡统筹发展，着力提高城镇发展水平
｜ 坚持城乡共建、协调发展，创新城市管理，完善

助中建公司培训项目，争取再培训、输转一批电焊 基础设施，增强服务功能，提升城市聚集效应和辐射
工技能人才。加强与厦门同安区的劳务协作，带动建 带动能力，促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
（一）严格城乡规划管理。推进＂多规合一＂，
档立卡贫困户劳动力异地就业，实现＂输出一人、脱
贫一家＂。全年输转劳务６４万人以上，创收１２亿元以 按照县城总体规划编制要求，认真实施老城区、东南
上。五是提升发展中药材产业。在继续稳定中药材 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完成高家巷风貌改造提
种植面积的基础上，注重无害化种植和精深加工，解 升方案，进一步完善城乡规划体系。加强规划执行，
决种植户、加工户难卖和外地客商买难的问题，进一 严格按法定程序做好规划动态维护，始终保持对＂两

步提高中药材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加强标准化基 违＂行为的高压态势和＂零容忍＂态度，坚决查处打
地建设，提升加工能力，加快推进＂三品一标＂认证 击圈地占地、抢修抢建、未批先建等行为，加大批而

未供、供而未建土地清理整治力度，确保已出让土地
（三）强化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坚持治山治水与 按期动工，依规有序推进城乡建设。
生态建设相结合，以城镇面山、公路沿线、河流两
（二）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县城项目建设．
岸、景区周边、村社四旁为重点，开展大规模国土绿 推进康乐一中门口生态公共绿地、北滨河路西段道
化行动，继续实施天然林保护、三北防护林、生态修 路建设、康爱路等续建项目，确保迎宾路东段道路改
等工作。

复等项目，做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工作，完成营造建设、中原人行桥、县城街巷道路等新开工项目按
造林６００亩，新建绿色通道１００公里，修建梯田１．１３
１３期开工建设，不断提升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深人推进
万亩，治理水土流失面积１６．３３平方公里。加强基本 ｜棚户区改造工作，力争环城北路棚户区改造Ａ区分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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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户，Ｂ区（一期）完成建设任务、着力改善人居环 合闲置的各类国有资产资源，不断盘活资产资源，为
项目建设提供资金保障。探索成立文旅投、水投、城
（三）加强城镇综合管理。突出人性化、智能化 投等国有实体公司，用市场化方式筹措资金、运作项
｜和精细化管理，推进智慧城市建设，运用信息数据等 目、承接产业。
六、聚焦民生改善，全面提升群众获得感
现代枝术手段，提高城市综合管理水平。持续加大市
｜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积极回应解决

｜容市貌、占道经营、夜市摊点、牛皮獬等＂城市病＂

的集中整治，强力推进门前三包责任制落实。全面｜民生关切的同题，全力抓好社会各项事业发展，不断
｜加强环卫保洁、交通秩序、餐饮住宿和集镇市场管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理，开展城镇文明教育、文明创建活动，着力营造干 （一）统筹推进社会事业发展。优先发展教育事
｜净、舒适、健康的生活环境。持续加强物业管理，健 业。完成虎关初中、普巴小学等２８个教师周转宿舍项
全完善《物业管理办法》，着力解决群众反映物业管目，改（扩）建幼儿园３所，小学５所，开工建设城北
理不规范的问题，全力保障广大居民的基本权益，努 小学。稳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优化城乡教育

资源配置，深化教师队伍建设改革，提高乡村教师补

｜力让群众生活的更顺心、更舒心、更安心。

五、聚焦财税金融保障，切买增强经济发展能力 ｜ 助标准，通过择优招聘，解决２００３年９月２５日以前县
认真研究落实国家和省上财税金融政策，坚持

聘代课教师的问题。继续做好康乐一中创建省级示
范性普通高中的各项工作，提升康乐普通高中办学
水平。稳步发展卫生健康事业。着力改善乡村医疗条

强财税、抓金融和盘活资源资产并举，着力破解建设
资金缺少的问题。
｜ （一）强化财税保障。加大财力性转移支付、财 件，新建冯马家、大庄２个标准化村卫生室，为１５个

政专项转移支付和政府债券的争取力度。认真研究 乡（镇）卫生院和１５２个村卫生室配备卫生医疗设备，
开源挖潜、保证增收的措施办法，做到应收尽收，力 年内实现乡（镇））卫生院和８９个贫困村卫生室全部达
保财税稳健增长。严格执行财政预算，优化财政支出 ｜标。实施中医药先进县创建和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
结构，全力做好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工作， 提升工程，整体推进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机构中
加强财政资金监管，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提高财 ｜医药工作，健全基层中医药服务网络，全面提升医疗

政资金使用效益。按期完成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工 服务质量。加强计划免疫、地方病防治和计划生育工
作任务。

作，提升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大力发展文化体育事

（二）强化金融支撑。充分发挥金控融资担保公 业。积极申报康乐县全民健身中心、康乐县健身广

司、小微企业互助担保平台的作用，协调金融机构扩 ｜场、康乐县体育馆、１３２个行政村农民体育健身工程
｜大民营企业贷款，降低担保门槛。最大限度争取落实 等项目。加快县融媒体中心建设，争取年内投入运
省上政策性产业贷款，加大特色产业扶贫专项贷款 营。深人实施文化惠民工程，积级举办＂美丽康乐＂
｜风险补偿金的筹集力度，力争特色产业贷款１５亿元 万人健步走、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书画展、摄影采风、
以上，解决特色产业的融资难题。积极争取授信额 ｜庆祝教师节等活动，不断丰富干部群众精神文化生
度、提高抵质押率、创新金融产品、扩大本地放贷， 活。
扶持实体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抓好精准扶贫专项 （二）加强社会保障工作。着力促进社会就业，
贷款回收续贷、互助社逾期借款、妇小贷、双联惠农 认真落实创业就业扶持政策，开展就业专项服务行
贷等各类贷款的清收工作，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 动，实现贫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力争新增城镇就业
攻坚战，加强政府债务管理，确保不发生区域性金融 ｜２６００入，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４？？内。加快推进
风险。
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保
｜（三）盘活资源资产。加强政策研究，进一步整险覆盖面。认真落实城乡低保、医保、养老保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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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临时救助政策，做好留守儿德、个人品德。积极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ｉ
｜童、残疾人等特殊人群的保障救助工作。加快推进殡
民风，推进农村移风易俗，有效治理＂高价彩礼＂，
仪服务中心、苏集中心养老院建设，完善社会保障体 ｜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广
系。
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大力弘扬热爱康
七、聚焦加强村会治理，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乐、建设康乐、发展康乐的良好风气，凝聚正能量、

坚持把维护稳定作为发展的前提，着力提高社 共谋大发展。
会治理能力，不断强化维稳基础保障，为经济发展创

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造一个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一）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宗
教工作基本方针，严格落实宗教事务条例《进一

各位代表，面对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新任务和
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宗教工作的实施意见》，牢牢 ｜机构改革后的新职责新要求，我们将进一步提高政
｜ 把握宗教中国化方向，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全面加强政府自身建设，不

创建＂十进＂活动，强化主题教育和政策宣讲，依法

新提升行政效能，全力开创政府工作新局面。
加强宗教事务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
（一）强化学习意识，提高履职能力。认真学习
相适应。
｜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二）深化平安康乐建设。深人推进法治康乐建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兴学习之风、调查研究之风，
设，扎实推进＂七五＂普法，加大法律援助和全民法 坚持学政策、学理念、学业务有机结合，学深吃透党

｜ 制宣传、让法治理念深入人心。加强信访工作和舆情 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和政策规定，学习借鉴发达地区
引导，继续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大排查纠纷大化解法 和周边县（市）先进理念和经验做法，学习现代经营

制大宜传情绪大疏导活动。加强社会治安治理，坚持 管理和市场化运作模式，完善知识结构，开拓思路视
＂有黑扫黑、无黑除恶、无恶铲霸、无霸治乱＂，深化 野，强化创新理念，朴齐能力短板，不断提高履职能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扎实推进禁毒专项行动，加 ｜力和工作水平。
大社会面管控，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切实增强群
（二）强化＂四个意识＂，提高政府工作站位。
众安全感。积极推进双拥共建，做好退役军人工作， 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牢固树立＂四个意
切实维护好军人军属合法权益。
｜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思想
｜（三）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工作。按照新一轮机构

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改革要求，尽快理顺应急管理体制，开展安全生产大

央保持高度一致。把坚决贯彻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

排查、大宣传、大培训和＂打非治违＂等活动，全力 ｜作为重大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切实体现落实到
保持安全生产形势的持续稳定。强化应急救援工作， 想问题、作决策、干工作、抓落实的全过程，以实际

按照各行业领域突发事件，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伍， 行动确保中央政令畅通、令行禁止。
建设集安全生产、消防管理和应急救援为一体的县
（三）强化法治思维，提高依法行政能力。深人
级应急管理指挥平台，实现突发事件快速高效处置。 ｜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坚决维护县委集中统一领导，自

加大防灾减灾宣传，做好预警防预工作，组织中小学 觉接受县人大法律监督、县政协民主监督、县纪委监
生、广大群众开展消防、地质灾害等演练，进一步提 ｜委纪律监督和社会各界的奥论监督，不断提高人大

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办理质量。严格执行宪法
（四）加强社会文明建设。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 和各项法律法规，规范权力运行，始终按法定权限和

｜升全县广大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和互教自教能力。

心价值观教育，突出加强政府公信、企业诚信和个人 法定程序履行职责。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广泛听取

守信建设，注重培养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 工商联、无党派人士意见，大力支持工会、共青团、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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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及其实施细则，自觉履行＂一岗双责＂，巩固深
（四）强化担当落实，提高政务服务效能。严格 化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成效，强化审计监督，防控
执行工作责任制，对重点任务和重点工作，靠实责 廉政风险，加大执纪问责，配合支持纪委监委依法履
｜妇联等人民团体发挥作用。

任、传导压力，确保不折不扣落实到位。继续开展 行职责，促进工作规范，全力维护清正廉洁的政府形
＂转变作风改善发展环境年＂活动，加大政风行风治 象。

理，激励引导干部多谋实事、多下实功，力戒工作中 ｜各位代表，奋斗托起梦想，拼搏成就辉煌！让我
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加快推进深化＂放管服＂改 ｜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革和＂三集中三到位＂工作，推动＂四办＂改革向乡 周围，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
（镇）延伸，力争新的政务服务大厅年内建成投入使 大旗帜，在州委、州政府和县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县
用，努力实现群众和企业办事＂只进一麟门＂、＂最 人大、县政协的监督支持下，同舟共济、风雨兼程，
多跑一次＂。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幸福美好新康乐而

（五）强化风险防范，提高腺政建设水平。严格 努力奋斗！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加强政府系统党风廉
政建设，从严执行各项纪律规定，严格落实中央八项

政协康乐县第十届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报告
—２０１９年３月３日在政协康乐县第十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

县政协主席 石恒平

各位委员、同志们：

——主动融入发展大局。坚决贯彻县委的决策

我代表政协康乐县第十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部署，自觉服务发展大局，在宏观决策上搞好协商，

向大会作工作报告，请各位委员审议。

｜在重大步骤上保持协同，在具体工作上抓好落实。

主动向县委汇报工作，就开展政治协商、民主监督、

２０１８年工作回顾

｜参政议政工作选题报请县委审定。邀请县委、县政

｜府领导参加政协重要会议、重要活动，确保政协工

２０１８年，在中共康乐县委的坚强领导下，县政协 作始终与县委中心工作同步合拍。
——强化委员培训学习。全委会期间，组织委
常委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人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 员开展＂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提高委员撰写提案
全会精神，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体政协委员，牢 能力＂专题培训。５月份，邀请专家学者集中开展了
牢把握团结、民主两大主题，切实发挥协商民主重 ＂认真贯彻十九大精神，努力推进打赢脱贫攻坚战＂
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积极履行政治协商、 专题培训和委员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升了委员

｜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积 ｜履职能力。一年来，委员１１０人撰写提案、反映社情
极作为，圆满完成了县政协十届二次会议确定的目 民意信息．

标任务，为推动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二、紧贴中心，聚焦发展，协商议政广泛深入
——深入推进民主协商。全委会期间，全体委

一年来，县政协常委会主要做了以下六个方面
员围绕发展大局，重点就脱贫攻坚、生态文明建设、
的工作。
一、强化学习，坚定方向，治基础更加牢固 重点项目建设、特色产业培育、教育卫生事业发展、

｜美丽乡村建设等事关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难点
主席会逢会必学，引导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全体政协 ｜问题，提出意见建议７３条。针对委员们所提的意见
委员第一时间学、全面系统学、结合实际学，准确 建议，认真梳理，及时报送县委、县政府。县委、县
｜——坚定正确政治方向。坚持常委会、党组会、

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精髓。认 政府高度重视，县委提出了明确要求，县政府以文

真学习新修订的《宪法》和《政协章程》，进一步明 件形式下发各乡（镇）和相关部门，要求认真采纳，
确履职的方向和目标。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 办理落实。坚持将民主协商贯穿于调研视察的全过

＂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地贯 程，调研前开展对口协商，调研中开展专题协商，

｜彻执行中央方针政策和省、州、县委关于政协工作 调研报告提交常委会议协商。一年来，召开４次常委

｜的安排部署，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决策部 会议，１２次主席会议，５次专题协商座谈会，形成调
署上，确保政协工作方向更为明确，履职更有实效。 研报告５份。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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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组织调研视察。围绕深度贫困村（社）监督的重要抓手，组织委员对八松乡草场浓
脱贫攻坚开展调研，提出了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因
力度、因改两化＂工作、鸣鹿水库建设、县城净水厂、附城镇

地因户施策、强化技能培训、全面落实健康扶贫、强 刘家庙＂扶贫车间＂、东西协作产业园、胭脂湖公园

化帮扶队伍建设等对策建议。围绕农田水利灌溉开 等项目进行观摩视察。先后有委员１２５人参与视察活
展调研，提出了加大项目编制和资金争取力度、加强 动，委员参与面达到８０？？上。选派委员２２人担任行

灌概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健全水利灌溉工程管护长 ｜政执法部门的特邀监督员，对窗口单位落实政策法
｜效机制等对策建议。围绕旅游业发展开展调研，提出 ｜规、提高办事效率、改进工作作风进行民主监督。推

了推进旅游强县战略、加大宣传推介力度、促进文旅 荐委员参与政风行风评议、机关效能督察、价格听
｜融合发展、强化组织领导等对策建议。围绕文化建设 证、概改安置房分配、领导干部述职述廉等活动，民
开展调研，提出了提高认识、多元投入、加大培训、 ｜主监督方式更加灵活多元。

四、关注民生，强化担当，脱贫攻坚深入推讲
——主动强化履职担当。领导班子各成员积极

齐抓共管等对策建议。围绕中药材产业发展开展调

研，提出了给予种植补贴、建设交易市场、组建龙头
企业、开展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条等对策建议。对 参与棚户区改造、重点项目建设、东西部扶贫协作、
以上５次调研形成的报告，县委常委会议听取专题汇

｜＂粮改饲＂、安全隐患排查、扶贫贷款收缴等工作，进

报，并责成县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报告中的意见建 一步增强政治自觉和责任担当，做到县委、县政府的
议抓好落实。
决策部署，县政协及时贯彻落实。
——全力助推扶贫济困。广大政协委员主动担
三、创新形式、注重实效，民主监督扎实有力
——切实注重提案工作。把提案作为最直接最 当，捐款捐物，奉献爱心，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力

有效的民主监餐形式，在提案办理中，邀请提案人、 量。一年来，县政协组织各族各界委员和社会爱心人

承办单位进行面对面协商，加强沟通，加大督办力 ｜ 士捐资５９５５万元，对建档立卡户中２０１８年考入本科
度，及时协调解决提案办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高 院校的大学生９９人每人资助３０００元，为１户特困户资
｜了提案办理实效。县政协十届二次会议以来，共立案

助２万元，共发放资助金３１．７万元。帮助建档立卡户

交办提案２６件。截至２０１８年底，已全部办复完毕，已 在县内企业、养殖场、育苗基地、扶贫车间就业２００
办结２１件，办结率达到８０．８？？提案工作呈现出党委

多人，输转就业５０多人。帮助６户贫困户修建住房２８

重视、政府支持、政协主动、部门配合的良好局面。 间。
———扎实开展民主许议。利用半年时间，分宣传
———倾心助力精准帮扶。紧扣县委脱贫攻坚工
动员、调查研究、集中评议、整改落实四个阶段，对 作部署，领导班子各成员积极投身精准扶贫工作，主

县民政局、食药局近两年来的工作开展了全面评议， 动联系所包乡（镇）），驻村人户，深人调研，督促指
肯定了取得的成绩，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列出问题清 导帮扶工作。政协机关扎实开展驻村帮扶工作，及
单，督促被评议单位整改落实，进一步拓宽了民主监 时召开＂两户＂见面会和村民知情大会，深人贫困户
督的渠道。

家中走访，不断完善＂一户一策＂，调处化解各类矛

——积极反映社情民意。广泛开展＂大走访、大 盾纠纷。帮助贫困户购进能繁母牛６４头，改造Ｃ级危

调查＂活动，人户走访调研，进一步收集社情民意信 房１４户，顺利完成＂一拆四改两化＂阶段性工作任
息，及时宣传县委、县政府的决策部署，做到上情下 务。所帮扶村新识别纳入贫困户１户、３人，有７户、
达、下情上报。一年来，共收集委员反映的社情民意 １７人符合贫困户退出标准，顺利脱贫，完成了阶段
｜信息１８０多条，归纳整理后以《康乐政协》简报的形 性脱贫任务。

式向党委政府反映情况，促使一些群众普遍关注、
五、凝心聚力、增近团结，和谐氛围日益浓厚
———注重增进团结合作。邀请工商联、社会团
社会反响强烈的问题得到重视或解决，
——创新民主监督方式。坚持把视察作为民主
体、协会组织、无党派人士参加调研视察活动，为他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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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政协活动提供畅通渠道。认真贯彻党的民族究制定中共政协康乐县委员会党组《Ｃ工作规则》
加强与民族宗教界人士的经常性沟通。密习制度》《意识形态工作
切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其他社会阶层人士的联系。
期或根据需要不定期召开党组会议，安排部署重点
进一步做好理顺情绪、化解矛盾、凝聚人心、增进团 工作。

——扎实开展建设年活动。按照县委安排，认真

结的工作，为促进发展汇聚了最广泛的力量。

——密切加强联谊交流。配合省政协开展了＂加 ｜开展＂机关规范化建设年＂和＂转变作风改善发展环
强职业培训，助力精准扶贫＂、＂如何营造我省良好 境建设年＂活动。重视业务学习，加强教育培训，严

营商环境＂的调研视察活动。配合州政协开展了乡村 格组织纪律，改进工作作风。重视机关干部队伍建
医疗卫生队伍建设、贫困村学前教育、旅游产业发 设，党员干部２７人分别参加全国政协培训、陇原先锋
展、全民健身、宗教场所文物保护与管理、推进＂粮 教育培训、公务员远程网络培训。完成了政协机关档
改饲＂工作的调研视察活动。热忱接待静宁县政协、 案管理＂省一级＂达标和省级卫生单位创建工作。
——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严格遵守中央八
临洮县政协来我县考察学习。组织考察组赴广河县、
临夏市考察学习农田灌溉工作的做法；赴陇西县考 项规定以及省、州、县委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

察学习中药材种植、加工、仓储、销售等方面的做 细则，认真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
法；赴康县考察学习美丽乡村建设、农家乐、旅游产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始终把党纪党规挺在前
｜业发展方面的经验。在接待外地政协来康乐考察及 ｜面。严格管控经费开支，各类活动厉行勤俭节约，杜
赴外地考察学习的过程中，积极宣传推介康乐，扩大 绝迎来送往，相互宴请。班子成员按规定如实报告个
人重要事项。
康乐对外影响力。

各位委员，过去一年县政协取得的成绩，是中共
查阅资料、收集整理、甄别分类、编辑排版等工作， 康乐县委坚强领导、高度重视的结果，是县人大、县
完成了《政协康乐县委员会简史》初稿。在多次征求 政府和社会各界大力支持、热情帮助的结果，是政协
政协各常委、离退休老干部、社会各界人士意见建议 各参加单位和全体政协委员团结协作、共同奋斗的
——认真开展文史编纂。经过一年多时间，通过

｜的基础上，作了反复修改完善，经县政协十届十次常

结果。在此，我谨代表县政协常委会向关心和支持政

协工作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同志、各族各界委员表示
发挥文史资料＂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作用。 衷心的感谢！
委会议审定通过。《简史》的出版发行，将会进一步

回顾一年来的工作，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与新

六、夯实基础，提升素质，自身建设持续加强

——切实加强党的建设。牢固树立做好政协工 时代、新任务和县委对政协工作的新要求相比，与人
作必须抓好党的建设的理念，以党的建设引领和推 民群众对政协组织的新期待相比，还存在一些差距

动履职实践。把党支部标准化建设作为重要任务，及 和不足。主要是：调查研究还不够深人细致，议政建
时制定推进方案和任务清单，坚持问题导向，认真开 言的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民主监督的方式方法还
展对标自查，落实重点任务。坚持＂三会一课＂制 需进一步探索，委员主体作用还需进一步强化，机关

度，按时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机关 ｜ 建设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等。真诚希望各位委员提
全体党员签订了《党员干部不信仰宗教承诺书》。
出意见建议，县政协常委会将高度重视，认真研究，
｜ ——积极推进＂两学一做＂。重点学习《党章》 切实加以改进。

《习近平治国理政（第二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

２０１９年主要工作安排

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专题摘编》等内容，
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一年来，共组织各类集体
２０１９年，是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也是人民政协成
学习６８次，班子各成员撰写学习笔记３万字以上。研 立７０ 周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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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强化民主监督，创新活动载体，进一步加

社会的关键一年。县政协常委会将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中共十九 大盗督力度
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紧扣团结和民主两
把推动县委重要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和人民群
大主题，认真贯彻落实中共康乐县委十五届八次全 众关心的民生问题作为民主监督的重点，聚焦脱贫
会精神，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脱贫攻坚履职重 攻坚、社会保障、民生工程建设等重点工作，开展监
点，积极组织和带领全体政协委员，认真履行政治协 督性视察。认真做好十届三次会议提案审查立案、分
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切实发挥人民政协协 解交办等工作，对涉及全县发展和群众切身利益的

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作用，以高 重点提案通过党政领导阅批，主席、副主席督办落
质量履职成效为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康乐作出新的 实。加强提案办理协商与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的协调

互动，以充分的协商提高提案办理质量。对正在解决
一、突出从严治党，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抓好 或列人计划解决的提案进行跟踪督办，督促各承办

｜页献。

党建工作

｜单位将提案办理与本部门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对重

点提案办理落实情况开展民主评议。组织引导委员
想和中共十九大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继续坚持 倾听群众呼声、聚焦社会关切，及时反映社情民意，
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逢会必学，引导委员重视学习、自觉学习。进一步提 充分发挥社情民意信息在汇集舆情中的重要作用。
高政治站位，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四、发挥政协优势，广驱智慧力量，进一步助力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办公 脱贫攻坚

继续把助推脱贫攻坚作为政协履职的重中之重，
意见》精神，围绕深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 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
强和改进入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按照省、州政协 动的实施方案》，紧盯贫困人口稳定实现＂两不愁、
要求，在政协系统开展＂理论大学习、思想大武装、 三保障＂目标，发挥政协凝聚共识、汇聚力量的优
履职大培训、能力大提升＂活动。以党的政治建设为 势。持续开展＂委员助力脱贫攻坚行动＂，继续倡导
厅《关于加强新时代人民政协党的建设工作的若干

统领，发挥好政协党组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作 委员在项目引进、产业带动、就业服务、资金帮扶、
用。强化党员委员管理，探索建立中共党员委员联系 矛盾化解、情绪疏导、凝聚共识等方面，主动作为，

党外委员制度，切实做好政协系统党的建设工作。认 总结经验，推广典型，推进行动扎实开展。继续抓好

真落实《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持续推 帮扶工作，经常深人所联系帮扶乡村、加强检查指
进党支部标准化建设，提高机关党建工作水平。
导，认真落实帮扶责任。加大机关帮扶力度，突出重
二、畅通协商渠道、推进协商民主，湛一步增强 点措施，进一步完善＂一户一策＂，做实帮扶项目，
｜保质保量完成各项任务。

议政实效

五、注童团结合作，加强联谊交流，进一步促进

进一步完善以政协全委会为核心，以常委会、主

｜社会和谐

｜席会专题协商为重点，以提案办理协商、界别协商、
专委会对口协商为常态的协商议政新格局。进一步 始终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
把握好政治站位，下更大的决心、花更大的气力，找 爱国统一战线、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增进团结，为建
｜准履职切人点。畅通协商渠道，拓展履职平台，围绕设幸福美好新康乐凝聚强大合力。政协各类会议、调

＂助力脱贫攻坚、统筹城乡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研视察、协商座谈活动邀请工商联、社会团体和无党
开展协商活动。围绕＂旅游业品质提升、中药材产业 派人士参加，沟通思想，交流情况，广泛听取意见建

发展、畜牧产业发展、苗木销售＂开展专题调研，建 议，形成合作共事的良好格局。组织引导各族各界委
｜睿智之言，献务实之策，谋创新之举。

员广泛深人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特别是宗教界

委员要深人学习贯彻党的宗教政策，多做协调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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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载

解、加深理解、消除误解、取得谅解的工作，机关工作力度，以增强服务能力和统筹协调
把信教群众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支持参与宗教领
参与宗教领重点，进一步强化效能意识，加强干部管理，改进机
域突出问题整改工作，为维护社会和诸稳定贡献力 关作风，为政协有效履职提供有力保障。加强机关党
风廉政建设，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省、州、县委
六、加强自身建设，改进工作作风，进一步提高 关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全面落实党风廉

量。

政建设主体责任。重视宣传工作，加大政协履职成果
履职能力
｜按照＂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 宣传力度，提升人民政协社会形象：

矩、重品行＂的要求，加强常委会自身建设，进一步

各位委员、同志们，新时代人民政协使命光荣、
责任重大。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健全和完善常委会工作机制，提高新形势下政协常
委会领导政协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加强委员管理，修 的中共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订完善《政协康乐县委员会第十届委员会委员履职 义思想为指导，在中共康乐县委的坚强领导下，同心
工作规则（试行）》等相关制度，强化委员考核管理。 同德，埋头苦干，扎实工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决
密切与委员的联系，经常走访沟通，积极为委员履职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幸福美好新康乐做出新
创造条件。教育引导各族各界委员进一步强化委员 的贡献，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
意识，不断增强履职本领，努力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年１
调查研究能力、服务群众能力、合作共事能力。强化

康乐年鉴Ｗ。

美丽康乐欢迎您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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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康乐县位于甘肃省中南部，临夏回族自治州东 单位＂等称号。

南，东经１０３＂２４＇～１０３°４９＇，北纬３４°５４＇～

文化历史悠久 自古为丝绸之路、唐蕃古道要

３５＂２７，东临临洮县、南接渭源县和卓尼县、西连 冲，各民族＂茶马互市＂活跃区，是貂蝉故里，赤兔
和政县、北靠广河县。全县国土总面积１０８３平方公 家园。历史上曾有羌、狄、氐、匈奴、吐谷浑、鲜
里，辖５镇１０乡，１５２个行政村。２０１８年末，总人口 卑、吐蕃等民族生产生活。在边家林、椿树、塔关、
２７．７７万人，其中乡村人口占９２．３８？？有回、汉、东 丰台、寺址、地寺坪等地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马家
乡等９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占６１．１２汉族占 窑、半坡和齐家文化遗址，出土有：石刀、石斧、骨

３８．８８？？

针、陶罐、瓮等古文物，文化底蕴深厚。
旅满景点众多 境内河谷纵横，群峰叠翠，风光
境内海拨１８９８米￣３９０８米，年均气温７５℃，年降雨 秀丽。有白石暑雪、药水灵津、麻山雄关、亥母晨
量６２５ 毫米，无霜期１５４天。有耕地３２．３１万亩，草场 烟、走龙飞瀑、悬崖古道、古木擎天、古殿雄阁、虎
３６．７６万亩，野生中药材３００多种。有林地５５３万亩， 狼锁钺等十大自然景观汇萃了高原之粗犷、农区之田
｜ 地处黄土高原向青藏高原过渡的农牧交汇地带，

松、柏、杨、柳、桦等２００多个树种，木材贮量达 园、牧区之草畜、旅游区山水之精华。打造全省绿色
４３．９万立方米，全县森林覆盖率达２３．６曾多次被 生态休闲自驾游营地，建设药水峡至莲花山旅游扶贫
国务院评为＂全国造林绿化先进县＂＂全国绿化模范大通道。位于南部的莲花山国家ＡＡＡ级旅游景区，
｜－３４－

综述Ｉ

主峰海拔３５７８米，集险、秀、美、奇、灵于一体，因 更加优质的投资环境。采取＂走出去、引进来＂的办
名。传统的＂六月六＂莲花山花儿会、法，利用网上招商、以商招商等方

旖旋的自然风光和悦耳的洮岷＂花儿＂，吸引了八方
方 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广泛开展宣传推介，引进更多的
｜游客。＂莲花山花儿＂被列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外地客商来康乐投资兴业。在第二十四届兰洽会上，
产＂；莲花山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为：＂中国 成功签约时尚国际城、红星美凯龙城市综合体等项

花儿保护基地＂；莲花业国家森林公园被评为：＂绚 目７项，签约资金达２４．０５亿元，到位资金１．０５亿元；
丽甘肃２０１３＇十佳＇旅游景区＂，获首批＂中国森林 实现电商销售额８５９万元．
畜牧产业发展迅速是全省肉牛大县，各族群
氧吧＂称号。莲花山花儿传习所被兰州城市学院民
族音乐研究中心确定为＂艺术实践基地＂。２０１６年３ ｜众自古就有＂无牛无羊不成家＂的传统观念，养殖基

月，莲花山国家森林公园被评为：＂绚丽甘肃·－丝绸 础好，经验丰富，发展畜牧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
之路经济带甘肃黄金段１００张名片＇——十大＇最具 势。以建设中国西部现代畜牧业示范县为目标，把鸣
影响力甘肃胜境＇之一＂；１０月，在第四届旅游业融 鹿德系西门塔尔牛集约化繁育园区作为省级现代农

合与创新论坛（中国思南）上，康乐县获＂最美中国 业科技示范园核心区，完善基础设施，健全良繁体
生态（自然）旅游胜地＂。坚持＂景区大旅游＂与 系，延伸产业链条，加大新技术、新品种研发应用，

＂乡村小旅游＂一起抓，深入推进竹子沟旅游开发建 ｜推动畜牧业向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
设项目、药水峡和莲花山大景区基础设施项目，全 展。全力打造＂康美农庄＂等畜产品品牌，成功注册
力打选鸣鹿乡拔子沟村、上湾乡马巴村、八松乡纳沟 ｜＂康乐牛＂地理商标，成为甘肃中南部清真牛羊肉生

村３个旅游扶贫重点村，旅游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 产供应基地，被省农牧厅评为＂省级现代畜牧业示范
建成智慧旅游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平台，提升了康乐 县＂。全年，坚持扩繁与育肥同抓、规模化发展与规
旅游信息化水平。承办了临夏州第十一届旅游宣传 ｜范化养殖共举、品牌化培育与市场化营销并重，全县
｜月活动启动仪式、举办了康乐县旅游推介会暨竹子 新发展规模养殖户１２０户，改（扩）建规模化肉牛养
｜沟景区运营仪式等活动。开发胭脂湖、白桦林等冬季 殖场４个，创建标准化养殖场７个；全县肉牛饲养量达
冰雪旅游项目，开启了冬季旅游的新模式。全年，全 １９．５万头，出栏８．７万头，羊饲养量４９．３万只，农民人
县共接待游客１３０．２万人《次），综合收人达６．２４亿元。 均牧业及其相关产业纯收人达到１０００元以上。

投资环境优越 距省城兰州１００公里，在兰州一
育苗产业初具规模 是全省林木良种补贴试点
小时经济圈内，省道３１１线、３１７线及临康和《临洮一 县。近年来，出台《关于提升育苗产业水平增加农民
康乐一和政）二级公路、康上八（康乐一上湾一八 收人的意见》等，加大以奖代补力度，强化育苗产业

松）三级公路贯穿。２０１８年，ＧＣ２４８线莲花山景区三 培育，建立以国营苗圃为龙头、民营育苗企业为骨
｜级公路、草滩至上湾公路、县城南桥建成通车，康卓 干、群众育苗基地为主体的育苗体系，涌现出＂国营
二级公路康乐段、康虎公路改造等项目顺利推进，全 型、民营型、联姻型、支部型、自营型＂等多种类型

县初步形成以省道３１１线和省道３１７线为主骨架，以县 的育苗基地，全力打造＂康乐云杉＂品牌。不断调整

道广康、康上八、草上公路、旅游扶贫大通道和乡道 育苗产业结构，引导群众栽培适销对路的园林绿化
马普、丰直、杨八、白八、团塔公路为主要连接线， 苗木，发展油用牡丹、高原树莓、啤特果、核桃等经
以农村通达、通畅道路为脉络，建设依托１５个乡 济林，走林果产业发展路子。苗木产业坚持优化种植
（镇）的立体交通网络。县域内电网纵横，能源充足， 结构和破解销售难题相结合，引导群众培育适销对

电信、移动、联通通讯网络无缝家覆盖，各类基础设 路、市场需求量大的优质苗木，提高竞争力，千方百
｜施完善。县上全力抓好＂一窗办、一网办、简化办、 ｜计拓宽销售渠道。全年，共销售以云杉为主的各类苗

马上办＂改革，梳理公布＂最多跑一次＂事项２０３项， 木９９０万株，综合收人达１亿元。

承接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５２项，营造更加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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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材产业稳步发展 是全省１７个中药材种植

｜康乐年鉴—＿

｜大县之一，也是＂岷归＂主产地，主要种植当归、白
综合经济实力明显增强 ２０１８年、以习近平新时
条党参、柴胡、冬花、黄芪、防风等中药材。１９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

年，膜侧当归栽培技术成功后，种植面积逐年扩大，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人贯彻落实习
｜年种植当归４万亩以上。全年，中药材产业以调整和 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和＂八个着力＂重要指
优化农业结构为切人点，依托资源优势，强化科技支 示精神，围绕＂八围绕八抓＂思路举措，狠抓脱贫攻
撑、服务保障，延伸产业链条，加大扶持力度，全县 坚＂一号工程＂，全力以赴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
种植中药材７．１万亩，实现产值２亿元。
城镇化步伐不断加快 按照＂绿色、生态、山

防风险、去污点，推动全县各项事业取得了新成效，

路＂的县城项目群基本建成。全年，其实施县城建设

农资金３０５亿元，有１．１６万人脱贫，实现贫困村退出

｜在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水、休闲、宜居＂的目标，高起点规划、高品位建 会、建设幸福美好新康乐的征程中迈出了更加坚实
设、高标准管理，＂一湖两山三园四河五桥六区八 的步伐。全年，全县投人扶贫资金７．５３亿元，整合涉
项目１６个，总投资３６４亿元，特别是棚户区改造项目 ２８个，贫困发生率降至９０８？？？现地区生产总值

顺利推进，北苑小区已分房到户，环城北路棚户区 ２３１９５万元，同比增长５２？？？成工业培加值９６８４
改造Ａ区竣工通过验收，Ｂ区完成主体；完成五户乡、 万元，同比下降２２？？？三产业增加值１００９７７万元，
｜草滩乡、胭脂镇集镇改造。美化亮化城区内新建临街 同比增长６．２？？？定资产投资１６１０１５万元，同比下
高层建筑，着力打造县城夜景亮点，凸显了县城魅力 降２３．９６？？？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７２１４９万元，同比增
形象。在胭脂湖公园、快乐公园按季节栽植了宜季绿 长７２？？？日径财政收人１８５６３万元，同比下降

｜植花卉，实现了＂四季见绿、三季见花＂，春季杨柳 ８．３？？？方财政收入９２６万元，同比下降１８９？？？

｜拂岸，夏季花香四溢，秋季音乐喷桌，冬季灯光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６９６４６元，同比增长９５？？？
景，吸引了周边县（市）游客纷至沓来，＂大美康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２０５６２．９元，同比增长７２％；
｜乐＂已成为网络热词。

｜万元ＧＤＰ能耗降低奉２．５４？？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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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月

▲ 厦门同安区帮扶人员座谈会召开。县委书
记吴国峻，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丰忠，县委常委马
荣，副县长唐小江参加。

▲全县２０１８年精准扶贫劳动力培训启动仪式
５日 县妇幼保健站职工高立被中国红十字总会
嘉奖．

在景古镇文化站举行。
１０日 省农牧厅副巡视员马占颖带领由省人社

｜ ８日 县委理论中心组学习暨县委常委（扩大） 厅农民工工作处、省安监局人事处、省国土厅地籍

会议召开。吴国峻、马雪青、石恒平等全体县级领
导，各乡（镇）、县直各单位负责人参加。
｜▲ 全县气温最低降至－２２℃。

｜处负责人组成的考核组来康乐县考核农民工工作。

副县长唐俊陪同。
▲全县２０１８年重点项目和工作安排会召开。吴

９日 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召开。县 国峻、马雪青、石恒平等全体县级领导，县委办、政
府办、发改局、财政局等部门负责人参加。

委书记吴国峻主持，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组长、副
１１日 县委书记吴国峻带领附城镇、县住建局、
｜组长和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１５个乡（镇）党委书

记，县精准办、扶贫办相关人员参加。

城东供暖公司等相关部门负责人，检查县城居民住
宅供暖情况。

康乐年鉴
学责

１２日 全县控保辍学工作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吴 ｜负责人参加，
国峻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雍桂英主持。全体县级 ２３日 县妇联举行全国妇联＂贫困母亲两癌救
领导，县控保辍学领导小组全体成员，１５个乡（镇） 助＂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发放仪式。县委副书记、县
党委书记、乡（镇）长和１５２个村党支部书记参加。 长雍桂英讲话，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马凌鹏主持，
▲县上组织参加省委农村工作暨脱贫攻坚视 为＂两癌＂贫困母亲２１人，发放＂两癌救助＂基金各

频会议。吴国峻、雍桂英、石恒平、苏勇、张丰忠、 １万元。
马振龙、高志育等县级领导，各乡（镇）、县直有关 ２４日 州政府第三督察组来康乐县督察控保辍
单位负责人参加：
学工作，副县长唐俊陪同。
１３日 全县＂迎新春送温暖促脱贫＂大走访大 ｜ ２５日 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召开。
调查活动动员大会召开。县委书记吴国峻讲话，县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雪青主持，县人大常委会副主
委常委、副县长张丰忠主持。全体县级领导，各乡 任马俊录、王明俊、马振龙、周安俊参加，副县长唐

（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县直及省州驻康单位 ｜俊，县法院、县检察院及政府办、教育局、财政局等
负责人，驻村工作队队长参加。
单位负责人列席。
１３—１４日县委书记吴国峻与调查组成员深人
▲ 县安委会２０１８年度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县

委副书记、县长雍桂英与各责任单位签订 《２０１８年安
苏集镇周家沟村，走访调查群众生产生活情况。
１５—１６日 县委副书记、县长雍桂英深入康丰 全生产目标责任书》，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丰忠主持。
乡头岔村，开展＂迎新春、送温暖、促脱贫＂大走访 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光玺，县委常委马荣，副县
大调查活动。
长马昱、蒲兴辉、唐小江，各乡（镇）党委书记、乡

１６日 省人大代表、州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

（镇）长、安监站站长，安委会成员单位负责人１００余

书记马明杰带领马虎成、王文红、吴国竣等省人大 人参加。
代表２２人来康乐县，调研脱贫攻坚、重大项目建设、 全县２０１８年禁毒工作会议召开。县委副书
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富民产业培育和社会事业发展 记、县长雍桂英讲话，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县公
等工作。县委书记吴国峻介绍全县项目建设、城区改 安局局长李光玺主持。会议表彰２０１７年禁毒工作先进
造、扶贫开发、环境治理等工作。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乡（镇），签订《２０１８年禁毒工作责任书》。县委常

委、副县长张丰忠，县委常委马荣，副县长马昱、蒲

马雪青，副县长马昱陪同。

１７日 州委副书记苟天宏来康乐县，督察保障

｜兴辉、唐小江参加。

困难群众温暖过冬等重点工作。县委副书记、县长
全县道路交通第一次会议暨春运动员部署
雍桂英汇报工作。全体县级领导及各乡（镇）党委书 会议召开。县委副书记、县长雍桂英讲话，县委常
记，县直相关单位负责人参加汇报会
委、政法委书记、县公安局局长李光玺主持。县委常
１８日 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琼带领调研组来 委、副县长张丰忠，县委常委马荣，副县长马昱、蒲
康乐县调研医疗卫生工作。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雪 兴辉、唐小江参加。
青，副县长唐俊陪同。
２６日 康乐县崇善社会服务中心成立。
１９日 县残疾人联合会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州
３０目 县上组织参加全省安全生产工作暨２０１８

残联党组书记杨国林，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马得祥，年省安委会第一次全体（扩大）视频会议。吴国峻、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明俊，县政协副主席何耀春出 雍桂英、张丰忠、李光玺、李元波、宋永强、马荣等
席。副县长唐俊主持。全县残疾人代表９５人参加。

县上领导及县直相关单位负责人参加。

２２日 县委理论中心组学习暨县委常委（扩大）
▲ 县上举行中国梦进万家＂红色文艺轻骑兵＂
会议召开。县委副书记、县长雍桂英主持。马雪青、 惠民文艺演出。县委副书记苏勇致辞，副县长唐俊主

｜石恒平等全体县级领导，各乡（镇）及县直有关部门持。省京剧院院长马勇，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雪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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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ｌ
县政协主席石恒平等全体县级领导，各乡（镇）负责

人，县直单位干部职工及各界群众约２０００人参加。

是月 康乐中学被教育部评为＂第二批全国中
小学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

２月

全县首批《侬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颁证仪
式在白王乡举行。

▲县领导吴国竣、马需青、雍桂英、石恒平、

张丰忠、马得祥、宋永强、马凌鹏、金光元等，深人
县城主要道路、广场、商业街区，检查县城春节景观
亮化工作。

▲十五届县委第五十八次常委（扩大）会议召
｜开。县委书记吴昊国峻主持，马雪青、雍桂英、石恒平
１日 县上组织参加省纪委监委机关干部集中培 及县委各常委参加，相关单位负责人列席。

训视频会。县委副书记苏勇，县委常委、纪委书记、 州、县科技局在景古镇开展冬（春）季脱贫
攻坚百日行动实用技术培训。
监委主任金光元，县纪委监委机关全体干部参加。

７日 县人大常委会班子２０１７年度民主生活会召
议召开。县委书记昊国峻主持并作重要讲话。马雪 开。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雪青主持。县人大常委会
▲ 县委理论中心组学习暨县委常委（扩大）会

青、雍桂英、石恒平等全体在家县级领导，各乡 ｜ 各副主任及党组成员参加。

｜ ▲县政府班子２０１７年度专题民主生活会召开。
（镇）及县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党组书记、县长雍桂英主持。各
２日 中国建筑公司二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

记、工会主席邓小林来康乐县，调研中建公司定点
帮扶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县委副书记苏勇，副县长
｜吴文君及县扶贫办、人社局、教育局、劳务办等单位
负责人参加。
５日 州委第五考核组来康乐县考核州管领导班

副县长及政府办相关科（窒）负责人参加。

▲县政协党组２０１７年度民主生活会召开。县政
协主席石恒平主持，县委副书记苏勇出席。县政协各
副主席及党组成员参加．

｜▲ 全县统一战线新春慰问座谈会召开，县委

子和领导干部政绩、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并召开大 常委、统战部部长马得祥及县工商联、民宗局、宗教
会。马雪青、石恒平等全体县级领导、县委委员、候 界人士、非公经济人士、党外人士、台属等参加。
补委员，县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纪委委员，县 ８习 州人大常委会主任马明杰，州委常委、宜
委工作部门、政府组成部门、政府直属事业单位负责 传部部长王建华来康乐县，慰问部分群众代表。县

人，人民团体负责人，各乡（镇）党委书记、乡
（镇）长及近两年离退休县级干部、党代表、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约１６０人参加。

委书记吴国峻陪同。

▲ 县上组织参加全省旅游产业发展视频会议。
县委书记吴国峻，县委副书记、县长雍桂英，县政协

▲ 全县２０１７年度干部选拔任用＂一报告两评 副主席何耀春，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安俊及县委
议＂大会召开。县委书记吴国峻主持，马雪青、雍桂 宣传部、组织部等县直相关单位负责人参加。
９目 省直机关工委副书记胡秉俊来康乐县，深
英、石恒平等全体县级领导，县委委员、候补委员，

县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县纪委领导班子 ｜入八松乡龚庄村开展春节慰问活动。县委书记吴国

成员，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各乡（镇）党委 峻陪同。
▲ 县领导吴国峻、马雪青、雍桂英、石恒平等
书记、乡（镇）长，县直有关单位负责人参加。
▲ 县委常委班子２０１７年度民主生活会召开。州 慰问退休老干部、拔尖人才、宗教界人士、侨眷台属
委常委、州纪委书记、州监委主任魏建宝出席。县委 ｜和农村低保户、特困户等。
｜书记吴国峻主持，县委各常委参加，县人大常委会主

任马雪青，县政协主席石恒平列席。

▲县委副书记、县长雍桂英带领县安监局、运
管局、住建局、县消防大队、食药局负责人，检查全
县区域内安全生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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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大办、政协办主任、四办各副主任，县委各
忠、宋永强、金光元等检查县城春节景观亮化工作。 部委办、人民团体，县政府组成部门、直属事业单位
｜１２日 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召开。县委书记 及省州驻康各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各乡（镇）党
吴国峻主持。人大常委会主任马雪青，县政协主席石 委书记、乡（镇）长及县十五次党代会部分基层党代
１１日县领导吴国峻、马雪青、石恒平、张丰

恒平，县委各常委，政府各副县长，县委办、政府

表参加

▲ 十五属县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办、组织部有关人员参加。

▲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召开。县 召开。县委书记昊国峻作重要讲话。县委常委、县纪
委书记昊国竣主持，马雪青、雍桂英、石恒平等县级 委书记金光元作工作报告。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雪
领导，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和成员单位 青，县政协主席石恒平及全体县级领导、县纪委委
主要负责人，１５个乡（镇）党委书记和县精准办相关 员，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纪委书记，

县直单位负责人、县纪委监委干部职工参加。
｜▲ 县领导吴国峻、马得祥、宋永强、唐俊等， ２日全县＂一户一册＂脱贫帮扶计划培训会召
督察各单位安全生产、环境卫生及上班纪律等工作。 开。县委书记吴国峻，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雪青，县
干部参加。

１３日全县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召开。县委 ｜ 政协主席石恒平等全体县级领导，１５个乡（镇）党委

｜书记吴国峻主持。全体县级领导，各乡（镇）、县委

书记、人大主席、乡（镇）长、扶贫工作站站长，涉

及＂七个一批＂的县住建局，县水务局等单位负责人，
２７日临夏康乐·厦门同安２０１８年春风送岗位暨 １５２个驻村帮扶工作队长，县精难办全体干部参加。

各部（委）办、群团组织副科级以上干部参加。

劳务招聘会在县城滨河文广场召开，有１６户企业和

３日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建强带领督

｜察组来康乐县，督察全国＂两会＂期间退役士兵慰问

劳务中介机构现场招聘，现场报名６５人。
２８日２０１８年＂厦门同安·临夏康乐＂劳务协作

和民生保障等工作。副县长马昱陪同。

座谈会召开。厦门市同安区副区长曾繁振，县委常 ５日 县委书记吴国峻带领附城镇、县住建局等
委、组织部部长马凌鹏分别讲话。县人大常委会副主 相关部门负责入，检查全县项目工作。
任王明俊，副县长唐小江，县政协副主席高志育，各 ▲县委办党支部组织生活会召开。县委书记
乡（镇）党委书记，县直相关单位负责人、仁联、启 吴国峻，县委副书记马得祥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
航、宏远人力资源公司负责人参加。
▲ 县政协主席石恒平参加草滩乡＂一户一册＂
精准脱贫帮扶计划培训会议。

６日 全县宗教工作会议召开。省宗教局副巡视

３月

｜员海占德辅导，县委书记吴国竣作重要讲话，县委

常委、统战部部长马荣主持。县四大家主要领导、分
１日 县委经济、农村、脱贫攻坚、扫黑除恶工 管领导，１５个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和统战

作会议暨２０１７年度总结表彰大会召开。县委书记吴国 民族宗教工作办公室主任，县直部分单位负责人，

竣作重要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雍桂英主持。全体 重点宗教活动场所教职人员或管委会主任，县委统
县级领导，１５个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及副 战部、县民族宗教局全体干部参加，

州政府第二督察组组长、州农牧局局长宗
各村支部书记、材主任，１５２个驻村工作队队长，受 玉良带领督察组来康乐县，督察控保辍学、农村人

科级干部，县直及省州驻康各单位副科级以上干部，

饮工程、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及农业农村等工作。
▲ 十五届县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召开。县 ▲ 全县农村＂三变＂改革试点工作协调安排会
｜委委员、候补委员，不是县委委员、候补委员的县级 召开。县委副书记马得祥主持，县委常委、副县长张
表彰人员参加。

丰忠讲话。县农村＂三变＂改革领导小组相关成员单

－４０－

｜大制

位负责人，附城镇、康丰乡、五户乡党委书记及相关

分县级领导，１５个乡（镇）党委书记及扶贫办负责人

村党支部书记参加。

｜参加。
｜１２日 省委副书记孙伟来康乐县调研育苗、畜

全县宗教界人士＂三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
动员会召开。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马荣主持，州委 牧产业发展情况，县委书记昊国峻陪同。
党校潘进哲教授讲课。副县长马昱，县政协副主席高 ▲ 副州长魏贺生来康乐县，深人草滩乡车场
志育参加

沟村、才子沟村指导精准扶贫工作，检查州直帮扶

７日 州委副书记荀天宏来康乐县调研脱贫攻 单位到岗工作情况。
坚、畜牧养殖及基层组织建设等工作。县委副书记 ▲ 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吴国
马得祥陪同。

峻主持，县委各常委参加，县人大、政协主要领导，
▲ 全县宗教工作＂三支队伍＂培训会召开。省 政府各副县长及相关单位负责人列席。
宗教局业务三处处长马玉海辅导，县委常委、统战部 ▲县委书记吴国峻深入苏集镇周家沟村，开

｜部长马荣主持。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俊录，副县长 展＂一户一册＂帮扶计划制定工作。

马昱，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宗教办主

｜１３目 十五届县委第六十三次常委（扩大）会

任，重点宗教活动场所教职人员或管委会主任，聘 议召开。县委书记吴国峻主持，县委各常委参加，全
体县级领导，各乡（镇）党委书记，县直各相关单位
任的重点宗教活动场所副教长９４人参加。

全县机关规范化建设及作风建设年活动领导 负责人列席。

全县到期逾期惠农贷款清收工作部署会议
元主持，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马凌鹏讲话。县人大 召开。县委书记吴国峻主持，县委副书记马得祥部署
｜常委会副主任马俊录，县政协副主席高志育，县机关 工作。县政协主席石恒平及全体县级领导，１５个乡
规范化建设年活动领导小组及督察组全体成员参加。 （镇）党委书记、财政所、派出所负责人，县直相关
｜小组会议召开。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金光

｜ 县道路交通事故快速处理中心揭牌运行。
｜单位、相关金融部门负责人参加：
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２０１８年第一次会
９日 全县２０１８年脱贫攻坚誓师大会召开。县委
书记吴国峻作重要讲话，并与县委、县政府分管领 议召开。县委书记吴国峻主持。县政协主席石恒平等

导、各乡（镇）、相关部门签订 《２０１８年脱贫攻坚责 全体县级干部，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副
任书》；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丰忠主持，县委常委、 组长，各成员单位负责人，各乡（镇）党委书记、统
统战部部长马荣带领全体与会人员宜誓。全体县级 战民族宗教工作办公室主任，县委统战部、县民族
领导、１５个乡（镇）党委书记、人大主席、乡（镇） ｜宗教局副科级以上干部参加。
▲ 县委书记吴国峻，县委副书记马得祥检查
｜ 长、扶贫工作站站长，县直及省州驻康各单位负责
｜人．１５２个村党支部书记、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及社 指导竹子沟、鸣鹿水库、城区供水工程、县城建设等
脱贫攻坚小组长１３００多人参加。
工作。
全县首批５６人赴厦门市同安区麦丰密封、召
县委书记吴国竣深人上湾乡检查基层党建、
兴包装、太阳城３户企业务工。
脱贫攻坚、控保辍学、环境卫生整治，合作医疗费收
全国＂两会＂期间维护稳定工作推进会召 缴等重点工作。

开。县委书记吴国峻主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雪
１４日 住建部调研组来康乐县调研农村人居环境
青，县政协主席石恒平等全体县级领导，各乡（镇） 整治三年行动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州建设局局长马

｜ 军，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宋永强，副县长吴文君及

党委书记，县直相关单位负责人参加。

▲县委书记吴国峻，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雪 州住建、县住建、县财政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青，县政协主席石恒平深入虎关乡二十铺村温家社，

４ 县委书记吴国峻，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宋

附城镇高林湾村观摩＂一户一册＂帮扶计划工作。部｜永强带领县住建局、水务局等单位负责人，检查县城

－４１－

康乐年鉴测９。

全县２０１８年河长制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县委
▲县委书记吴国峻，县委副书记马得祥带领 副书记、县长雍柱英主持。县委副书记马得祥部署工

重点项目建设。

附城镇、虎关乡、县委办、县水务局、国土局等单位 ｜ 作。全体县级领导，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
负责人，检查三岔河流域河道治理和违规沙场整治 长，县直及省州驻康单位负责人参加

▲ 县上组织参加全省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
▲ 县委书记吴国峻带领政府办、住建局负责 神视频会议。县领导马雪青、雍桂英、石恒平等全体

｜情况。

人深人八松乡纳沟村，检查旅游扶贫试点建设项目。 县级领导，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县直
２Ｃ目 州政协副主席高桦带领调研组来康乐县， 各单位负责人参加。

调研医疗卫生工作。县政协副主席何耀春陪同。

２３目 县委副书记、县长雍桂英，县委副书记
２１日 临夏军分区司令员盖立民来康乐县，深 马得祥带领县水务局、旅游局负责人查看部分重点

人联系村上湾乡九子沟村调研定点帮扶工作。县委 项目进展。

常委、人武部部长李元波，副县长马昱，人武部政委
２５日 县领导石恒平、马昱、唐小江、张生璨、
李小鹏陪同。
张学义等督察验收康丰乡＂一户一册＂工作。
▲ 县政协十七届常委会议召开。县政协主席 ２５—２６日 县领导马雪青、李元波、张明海等
｜石恒平主持。县政协副主席张辉贤、高志育、何耀 检查莲麓镇、胭脂镇＂一户一册＂工作。
春、马烨晟参加，县政协各专委会主任，办公室各副 ｜ ２６目 全国政协委员、省政协副主席郭天康带
主任，纪检组长列席。
领省政协调研组来康乐县，调研职业培训工作。县
２２日 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召 政协副主席何耀春陪同。

开。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雪青主持。县人大常委会
２７日县上举行甘肃省肿瘤医院康乐分院挂牌仪
副主任马俊录、王明俊、马振龙、周安俊参加；副县 式。省卫计委体改处处长张强，省肿瘤医院副院长张
长唐俊，县法院院长冶成华，县检察院检察长马忠 红伟，州卫计委副主任马润坤，副县长唐俊参加。
良，县监察委员会，政府办、财政局、人社局、卫生 ｜ ２Ｂ日县委副书记、县长雍桂英，县委常委、
局、劳务办等单位负责人，各委（室）副主任，各乡 统战部部长马荣深人八松乡、苏集镇，督察＂一户一
（镇）人大主席，省人大代表王金莲，县人大代表徐 册＂工作。
２８日 县志办、县陇人青年志愿者协会联合在虎
成龙、马应德列席。

全县乡（镇）人大工作会议召开。县人大常 关初中举办书籍捐赠及读书体会分享活动，捐赠各类
委会主任马雪青，县人大副主任马俊录主持。县人大 图书１０００余本，并开展文学讲座及读书分享交流。
副主任王明俊、马振龙、周安俊，１５个乡（镇）人大

２９日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来康

乐县调研脱贫攻坚工作，先后深入附城镇刘家庙村

主席和机关各工委（室）负责人参加。

▲ 全县＂一户一册＂工作推进会召开。县委副

育苗基地和甘肃宏福现代农牧业有限公司实地调研。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助力康乐县精准扶
｜贫工作高级技能人才培训班开班。甘肃建筑职业技
术学院培训处副处长魏才年主持。中建二局人力资
单位负责人，县精准办全体干部参加
▲全县２０１８年粮改饲暨秸杆饲料化利用工作会源部副总经理、中建管理学院副院长孙旭升，县委常
议召开。县委副书记、县长雍桂英主持。全体县级领 委、组织部部长马凌鹏，副县长吴文君参加。
导，各乡（镇）党委书记，县直及省州驻康单位负责 ３０日 州委书记杨元忠来康乐县调研脱贫攻坚
｜书记、县长雍桂英作重要讲话。全体县级领导，１５个
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县直及省州驻康各

人，２１个二级公路沿线玉米种植重点村支部书记， 工作。州委秘书长高永平，县委副书记、县长雍桂英
县兽医局粮改饲技术指导小组成员、畜牧兽医站站 陪同。

▲ 州委副书记苟天宏，州政协副主席乔跃俭

｜长，畜牧养殖企业代表参加。

－４２－

大事
｜带领州级督察组来康乐县，督察脱贫攻坚重点工作。

１０日 县委书记吴国峻深人苏集镇周家沟村，

县委副书记马得祥，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宋永强， 康丰乡温家村、田家沟村检查脱贫攻坚工作。
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马荣陪同。
１１日目 州委书记杨元忠来康乐县虎关乡二十铺
▲ 州级督察组督察康乐县脱贫攻坚重点工作 村、八松乡纳沟村指导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州
｜反馈会召开。县委副书记、县长雍桂英及全体县级领 委秘书长高永平，县委书记吴国峻，县委副书记马得
导，各乡（镇）党委书记，县直单位负责人参加。
祥，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宋永强陪同。
是月 县总工会七届二次全委（扩大）会议召 １２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仁健来康乐县调研

开。

脱贫攻坚工作。先后深入虎关乡下沟村和康福肉牛

是月全县气温升至最高１６．１℃，创同月历史最 养殖小区调研。
高值。

▲国家开发银行总行扶贫事业部区域开发局

｜局长肖志明来康乐县调研特色产业扶贫工作。州委

常委、副州长霍志亚，县委副书记、县长雍桂英，县

｜４月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宋永强陪同。

全县机关规范化建设年活动推进会召开。
｜２日 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吴 县委书记昊国峻作重要讲话。县委常委、纪委书记、
国峻，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雪青，县政协主席石恒 县监委主任金光元主持；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马凌
鹏通报工作。县领导马雪青、雍桂英、石恒平等观
平等县级领导及四办主任参加，
｜▲ 县领导吴国峻、马雪青、石恒平、马得祥、

摩，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及两个村支部

书记；县直各单位负责人，各乡（镇）党建办主任，
县委书记吴国峻，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宋 县机关＂规范化建设年＂活动督察组成员参加。

宋永强等，检查县城重点项目建设。

｜永强深入八松乡纳沟村，督察草长沟旅游景点建设。

１３日 全县２０１８年民兵整组点验大会召开。临

｜４日 县领导吴国峻、马得祥、张丰忠、刘建文 ｜夏州军分区司令员盖立民，临夏军分区战建处处长

等，检查全县旅游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等重点工作。 徐福先，县委常委、人武部部长李元波，副县长马昱
▲ 县委书记吴国峻，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宋 及民兵应急连１００人参加。

永强深入胭脂镇、草滩乡、五户乡，检查集镇改造情 ｜▲ 县上组织参加２０１８年省抗早防汛指挥部成员
（扩大）视频会议。县委副书记马得祥，州政府教育督
况。
８日 县上组织参加全省＂转变作风改善发展环 学张学义，县水务局、气象局等相关单位负贲人参加。
｜境建设年＂活动动员大会视频会议，并召开重点工 １６日县上组织参加省政府第二次会议暨政府

作安排部署会议。县委书记吴国峻，县人大常委会主 ｜系统＂转变作风改善发展环境建设年＂活动动员视
｜任马雪青，县委副书记、县长雍桂英及全体县级领 频会议。县委副书记、县长雍桂英，副县长唐俊、蒲

导，各乡（镇）主要负责人及县直单位负责人参加。 兴辉、吴文君，州政府教育督学张学义，州计生协会

９日 州委常委、州纪委书记、州监委会主任魏 副会长张明海，县直及省州驻康单位负责人参加。
建宝来康乐县鸣鹿乡鸣关村麻地沟，参加全民义务 ｜１７日 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院长田树涛来康
植树活动。县委书记吴国峻、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雪 乐县，深入虎关乡贾家沟村调研精准扶贫工作慰问

青，县委副书记、县长雍桂英，县政协主席石恒平等 困难群众。县委副书记马得祥陪同。
▲ 县安委会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县
｜县领导参加。
▲ 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沈国伟带领州人大调 委副书记、县长雍桂英部署工作，县委常委、副县长
研组来康乐县调研水务工作。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张丰忠通报工作。县安委会主任、副主任，各乡
（镇）党委书记、安监站站长，县直及省州驻康单位
马振龙，副县长马昱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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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强调研县城周边象山、凤凰山绿化亮化工作。

负责人，县安监局干部职工，部分企业负责人参加。

县上组织参加省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
发展暨第二轮巡视工作动员大会视频会议。马雪青、

▲ 县委书记吴国峻，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马
陵鹏，督察县直部分单位机关规范化建设。

雍桂英、石恒平等全体县级领导，各乡（镇）党委书

２５日 附城镇高林湾村扶贫领域警示教育暨扶
记，四办主任、副主任，县人大、政协各专委会主 ｜ 贫领域项目资金会议召开。州委常委、纪委书记魏
任，县直及省州驻康单位负责人，县纪委副科级以 ｜ 建宝作重要讲话。县委常委、纪委书记、县监委会主
上干部，县委巡察办全体成员，县委组织部部委会成 任金光元，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明俊参加。
员参加
县委书记昊国峻检查乡（镇》、村精准扶贫
１３日 县委副书记、县长雍桂英，副县长马昱 工作。
带领县环保局、水务局等单位负责人，深入苏集河、 ２７日 全具２０１８年防汛暨气象工作会议召开。

县委副书记马得祥，县委常委、县人武部部长李元

胭脂河督察巡河。

１９日 州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马国兴来康乐县 波，副县长马昱主持。各乡（镇）党委书记、乡
督查统战领域重点工作，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马 （镇）长，各村负责人，县防汛抗旱成员单位负责人，

县防汛办、应急办干部职工参加。
县上组织参加国务院第一次廉政工作视频
２２日 北京德清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姜
顺湖来康乐县考察＂金鸡产业扶贫＂项目。州农牧局 会议。县委副书记、县长雍桂英，县委常委、副县长
局长宗玉良，县委书记吴国峻，县委副书记马得祥， 张丰忠，副县长张生璨、满兴辉，州政府教育督学张
｜荣陪同。

学义，州计生协会副会长张明海及县直各相关单位

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丰忠陪同。

｜ ▲ 县上组织参加全省２０１８年＂中央一号＂文件 负责人参加。

精神宜讲视频会议。县委副书记马得祥，县委常委、
县上组织参加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副县长张丰忠，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振龙，县政协 学只暨省政府法制辅导报告视频会。县委副书记、县
副主席高志育，县直相关单位负责人参加。
长雍桂英，副县长马昱、张生璨、蒲兴辉，州政府教
２２—２３日 县图书馆在县城滨河文化广场举办育督学张学义及县政府系统各部门负责人参加。

＂４－２３世界读书日＂主题宣传活动

▲ 县政协调研深度贫困村、社脱贫攻坚工作

２３日 县委书记昊国峻，副县长马昱检查县城 座谈会召开。县政协主席石恒平主持，县委常委、副
建设。
县长张丰忠、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马荣，县政协副
２４日 副州长魏贺生来康乐县督察＂旅游宣传 主席高志育参加。

２日 县委工作暨当前重点工作推进会召开。
省委第九巡视组巡视康乐工作动员会召开。 县委书记吴国竣作重要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雍
县四大家领导班子成员，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及 桂英主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雪青，县政协主席石
月＂启动仪式准备情况，副县长唐俊陪同。

全体县级干部，四办主任，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班 ｜ 恒平等全体县级领导，各乡（镇）党委书记、乡

子成员，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县直单 （镇）长、副书记、党建办、宗教办、综治办主任，

位负责人，近三年退休县级干部和非领导干部代表， 司法所、派出所所长，县直及省州驻康单位负责人，
县委宣传部、组织部、统战部、政法委、公安局班子

巡视联络组成员、巡视办主任参加。

▲ 全县２０１８年第一批科级干部赴厦门市同安区 ｜成员及科级以上干部参加。

县政府第二次全体会议暨政府系统＂转变
讲话，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马凌鹏主持。副县长唐 作风改善发展环境建设年＂活动动员会召开。县委
挂职锻炼派送座谈会召开。县委书记吴国峻作重要

副书记、县长雍桂英讲话，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丰忠
小江及第一批挂职干部１１人所在单位负责人参加。
▲ 县委书记吴国峻，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宋 主持，副县长马昱、唐俊部署工作。县领导马凌鹏、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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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俊、高志育、张学义、张明海等，各乡（镇）乡 ｜宋永强带领检查组深人人松乡、鸣鹿乡、八丹乡、上
（镇）长，县政府组成部门，县政府所属事业单位及 湾乡，调研旅游产业发展、富民产业培育、农村Ｄ级
危房改造等工作。
▲ 县上组织参加十三届省政府第一次廉政工
｜作视频会议。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丰忠，副县长马

省州驻康单位负责人参加。

５月

昱、蒲兴辉、唐小江、吴文君等参加，
８日 州政协副主席乔跃俭带领州政协部分委员

２日 县上在北滨河路棚户区改造建设工地举办 来康乐县调研学前教育。县政协主席石恒平、州政府

２０１８年重点建设项目开工仪式。县领导，各乡（镇） 教育督学张学义，县政协副主席高志育陪同。
▲ 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吴国
党委书记、乡（镇）长，县直及省州驻康单位干部职
工参加。

峻主持。县委各常委参加，县人大、政协主要领导、

省州驻康单位负责人参加。

忠等全体县级领导，县直单位负责人，各乡（镇）党

▲＂临夏州第十一届旅游宣传月＂活动启动仪 政府各副县长及相关单位负责人列腐。
式在竹子沟旅游观光牧场举行。州相关单位负责人， ▲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召开。县
县领导，各乡（镇） 党委书记、乡（镇）长，县直及 ｜委书记吴国峻主持。马雪青、石恒平、马得祥、张丰
委书记、乡（镇）长参加。

▲＂临夏州第十一届旅游宣传月＇良恒之夜＇＂
群星演唱会在康乐县城滨河文化广场举办。国内实

全县２０１８年在建项目工作推进会召开。县委

书记吴国峻主持。县委副书记马得祥，县委常委、副
｜ ３日 全县２０１８年牛文化旅游节暨第十一届赛牛 县长张丰忠，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宋永强，县住建
｜相牛大会开幕。县委书记吴国峻致辞，县委副书记 局、旅游局、交通局等单位负责人，在建项目施工方
马得祥主持。副县长张生璨宣布获奖名单。省农牧厅 ｜负责人参加。
力歌手屠洪刚、央金兰泽、朱之文等到场演唱。

畜牧处处长豆卫，省农牧厅畜牧产业管理局局长杨 ９日 河北省甘肃商会负责人来康乐县考察光伏
｜东贵，省农牧厅畜牧处副调研员周健，州农牧局党组 电站建设项目，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丰忠陪同。

成员、副局长马海清，中国报道新闻网魅力甘肃、 ▲ 县上组织参加全省脱贫攻坚推进大会视频

《民族日报》 等省、州新闻媒体记者及干部群众参加。 会。马雪青、石恒平等县级领导，各乡（镇）党委书
４ 县上组织参加省委理论中心组专题学习视 记、乡（镇）长，四办主任、副主任，县人大、政协
｜频会议。县委书记吴国峻，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雪 各专委会主任，县直及省州驻康各单位负责人及驻
青，县政协主席石恒平等县级领导，四办主任，县委 村工作队队长参加。
１２日 十五届县委第六十九次常委（扩大）会
办、政府办副主任，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
长，县直及省州驻康单位负责人，县委网信办工作 议召开。县委书记吴国峻主持。全体县级领导，各乡
（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县委组织部、纪委、
人员参加。
４目 州委第三巡察组深入草滩乡、八丹乡、鸣 ｜县发改局、财政局、扶贫办、水务局、住建局、人社
鹿乡召开巡察工作动员大会。

局、农牧局、兽医局、教育局、卫计局、民政局、交

▲ 县上组织参加＂纪念马克思诞辰２００周年大 通局、文广局、农工办、林业局、商务局、旅游局、
会＂视频会议。县委书记吴国峻，县委常委、宣传部 国土局、环保局、电力公司负责人列席。

１４日 县上举行健康扶贫先锋行动暨护士节表
部长宋永强及县委办干部参加，县直各单位、各乡
彰大会。县委书记吴国峻，县政协主席石恒平等县
（镇）分别组织党员干部集中参加。
县委书记吴国峻检查县城公园绿化工作。 级领导为优秀护理工作者４７人颁发荣誉证书。县委常
７日县委书记吴国峻，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委、宣传部部长宋永强致辞、副县长唐俊主持，各乡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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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生站站长、计生专干，县直各单部，各乡（镇）、县直及省；

位和卫计系统干部职工参加。
全县２０１８年脱贫攻坚帮扶工作推进会召开。
▲全县２０１８年脱贫攻坚工作推进会召开。全体 县委书记吴国峻作重要讲话，县委副书记苏勇主持。
县级领导，１５个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扶 马雪青、石恒平等县级领导、１５个乡（镇）党委书
｜贫工作站副站长，县直及省州驻康各单位负责人，｜

记、乡（镇）长、扶贫工作站站长，县直及省州驻康

单位负责人，１５２个行政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参加。

１５２个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参加。

２１日 中建集团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周辉带队

｜▲全县六大特色产业与精准扶贫＂一户一策＂

对接工作会议召开。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丰忠讲话。 来康乐县调研定点帮扶工作。县委书记吴国峻，县
１５个乡（镇）乡（镇）长、分管农业副乡（镇）长、 委常委、副县长张丰忠，副县长吴文君陪同。

乡（镇）扶贫工作站副站长及业务人员，县农牧局、

▲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沈国伟带队来康乐县
兽医局、扶贫办、精准办负责人，农牧系统抽调赴各 检查＂一法一条例＂执行情况。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
乡（镇）指导工作的联络员参加。
雪青，副主任马振龙，副县长蒲兴辉陪同。
１５日 州政协副主席杨杰芳带领民族宗教界委 ▲副州长刘富祯来康乐县调研拆旧排危工作，
｜员来康乐县，视察宗教场所文物保护管理工作。县 副县长马昱陪同。
政协副主席高志育陪同。
２２日 中建集团调研考察康乐县定点帮扶工作

▲ 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吴国 座谈会召开。中建集团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周辉，甘
峻主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雪青及县委各常委参 肃建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田树涛，县委书记吴国
加，部分县级干部、县直单位负责人，各乡（镇）党
委书记列席。
１７日县政协委员学习培训暨助力脱贫攻坚捐
资动员会召开。县政协主席石恒平主持，县政协各
副主席及政协委员１４０多人参加。
▲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雪青参加胭脂镇人大

峻，县委副书记、县长雍桂英，副县长吴文君参加。
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丰忠主持。
２３日副州长王方太来康乐县督察＂一企一策＂
＂跟办一件事＂和＂控保辍学＂工作，副县长唐俊、
马垦陪同。

省州单位帮扶康乐县脱贫攻坚工作推进会
召开。省直机关工委副书记周见明主持，省委常委、

代表调研活动。
１８日 县委常委（扩大）会暨县脱贫攻坚领导 省军区政委蒲水能讲话。临夏军分区司令员盖立民，
小组第五次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吴国峻主持。马雪 州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魏建宝，州政协副主

青、石恒平等县级领导，县委办、政府办、扶贫办等 席马文科出席；县领导吴国峻、马雪青、雍桂英、石
相关单位负责人，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 ｜恒平、苏勇、张丰忠、李元波等及各乡（镇）党委书
参加。
记、乡（镇）长，县直单位负责人参加。

４ 第二批县域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会议召

▲ 县委理论中心学习暨县委常委（扩大）会议

开。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丰忠主持。县领导马俊录、 召开。县委书记吴国峻主持，马需青、雍桂英、石恒
唐俊、高志育等、省太管局、莲管局分管领导参加， 平等全体县级领导参加。
各相关乡（镇）乡（镇）长，生态环境划定工作相关 ２４日 州县关工委在莲麓镇下乍村上乍山石家

｜楼红军革命遗址，开展＂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

单位负责人参加。

▲县委书记吴国峻，县委常委、宜传部部长宋 人＂主题教育活动
永强深人八松乡草长沟、鸣鹿乡竹子沟，督察人居环
境改造项目和环境卫生等工作。

全县扶贫政策宣传专项行动启动仪式举行。
县委书记吴国峻，县委副书记苏勇出席。县委常委、

１９日 全县＂第１５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 宣传部部长宋永强讲话，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明
动启动仪式在县政府六楼会议室举行。全体县级干 ｜ 俊主持。县委宣传部、文明办、文广局、科技局、卫

４６

大刺记！

▲ 县关工办在苏集镇囊古坡小学举行＂千人
计局、科协、农牧局、教育局、司法局、农机局、扶
贫办、劳务办、县妇联、县团委等＂三下乡＂成员单 关爱帮扶项目＂资金发放仪式，为孤残、单亲、留守
儿童１０人代发省关工委＂千人关爱帮扶＇五老＇进校

位工作人员，各界群众参加。

｜▲全县城市低保精准认定工作动员会召开。 园活动项目＂资金４０００元。

县委副书记、县长雍桂英，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３０日 全县２０１８年农村危房改造工作暨农房建
｜ 县公安局局长李光玺讲话。副县长马显主持，县政协 设质量安全培训会议召开。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宋永强，州住建局副局长王润林，省建材科研设计
院工程师牛耘畴，副县长马昱，１５个乡（镇）党委书
记、乡（镇）长、分管负责人和业务骨干，１５２个行

副主席高志育，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
分管负责人、民政办主任，各村党支部书记，城市低
保精准认定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负责人，四办
主任及县民政局干部职工参加。
｜▲县上开展陇原＂红色文艺轻骑兵＂、具精准

政村党支部书记或主任，改造农户代表和工匠代表，
县扶贫办、财政局、民政局和残联负责人参加。

扶贫政策宣传文艺小分队文化惠民演出活动。
３１日副州长魏贺生来康乐县检查三岔河流域
莲旋镇中心敬老院举行开院仪式。
巡河工作，副县长马昱陪同。
２５日 第十七届县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召 景古镇开展人大代表活动。县人大常委会

开。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雪青主持。县人大常委会 主任马雪青，州委巡察组及景古镇县、乡人大代表
副主任马俊录、王明俊、马振龙参加。副县长马昱， 参加。

▲ 县上组织参加全国贯彻落实《地方党政领

县法院、检察院负责人，政府办、财政局等部分县直

单位负责人，县人大常委会各委（室）副主任，省人 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视频会议。县委常委、

副县长张丰忠，１５个乡（镇）及县直相关单位负责人

大代表石学斌，州人大代表马志玉列席。

▲县委书记吴国峻，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宋 参加。
永强，副县长马昱检查县城环境卫生、县城供水工程
管网铺设工作。
２７日 中建二局安装公司党委副书记王艳玲来

６月

康乐县，对接中建康乐焊工技能培训班学员实训。
副县长唐俊、吴文君陪同。
２８日 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召开。县委书记

吴国峻主持，马雪青、石恒平等县级领导，各乡
（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宗教办主任、民政办

主任、县直单位负责人参加。
▲ 县委书记吴国峻，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宋
永强带队，深人胭脂镇、草滩乡、五户乡等检查指导
乡（镇）集镇改造

１日 县关工委办筹措甘肃华成建筑安装工程有
｜ 限责任公司、康乐县嘉兴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等５

户企业捐款５万元，购置爱心书包３８７个，足球１３６个，
价值４．１万元，分别送到上湾乡上寨小学、八松乡那
尼头小学、附城镇城东小学

▲ 县上组织参加全省反恐工作视频会，县分
管领导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县上举行第二届小学生足球赛闭幕式暨足

２９日 州政协副主席金存智带队来康乐县调研
球捐赠仪式。县委常委、关工委主任、组织部部长马
旅游发展工作，副县长蒲兴辉，县政协副主席高志
凌鹏，副县长、关工委副主任唐俊讲话。县人大常委
育陪同。
｜ 会副主任、关工委副主任王明俊，全县爱心企业负责
▲ ２０１８年第一季度纪检监察工作汇报会暨扶贫

人，县教育局，城东小学学生参加。

领域专项治理推进会召开。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监
４日 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召开。县
委主任金光元，各乡（镇）党委书记，县直单位纪检 委书记吴国峻主持。马雪青、石恒平等全体县级领
组长参加：

－４７－

康乐年鉴２Ｐ

离退休老干部。
攻坚领导小组及成员单位负责人，１５个乡离退４
（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参加。

▲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雪青，县委常委、副县

５日 县上组织参加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进 长张丰忠慰问部分离退休老干部。
视频会。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县公安局局长李光 ｜１０日 １８时２９分至３５分 莲麓镇、景古镇出现风
玺，副县长马昱，县法院院长冶成华及１５个乡（镇） 雹天气，造成３个材、５８０户、２８５４人受灾，直接经济
党委书记、乡（镇）长，县直相关单位负责人参加。 损失约３３５．４万元。
｜ １１目 县上举行２０１８年＂中国流动科技馆＂巡
▲县委书记吴国峻深入苏集镇周家沟村调研
精准扶贫工作
展活动启动仪式。州科协党组书记、主席马鹏，州政
｜ ５－－７日 光合新兴产业集团副董事长于邵波来 府教育督学张学义讲话。县科协干部职工，相关学校
康乐县，考察旅游产业发展情况，治谈旅游扶贫开 负责人，部分中小学生参加。

发合作项目。副县长唐俊，景古红色政权纪念馆馆长

▲县委书记吴国峻带领督察组深入县水务局、

能源办、财政局、县政务大厅等，督察机关规范化建

刘建文陪同。

６日 第十四次县妇女代表大会召开。县委常委、 ｜ 设。
副县长张丰忠主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雪青，县政 １１—１２日 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沈国伟带领督
｜协主席石恒平，州妇联副主席张永华及县上四大家分 察组来康乐县，督察脱贫攻坚重点工作落实情况。
管领导，退休县级女干部，历属县妇联主席、副主

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丰忠，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马
｜荣陪同。

席，县总工会、团县委、残联等单位负责人参加。
▲ 县上组织参加全省村级公益性设施共管共
享工作启动视频会。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马荣，县

１２日 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召开。县委书记

吴国峻主持。县委各常委参加，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振龙，副县长张生璨，１５个乡 ｜雪青，县政协主席石恒平，县委办、政府办、组织部

等单位负责人，１５个乡《镇）党委书记，６个党工委

（镇）及县直相关单位负责人参加。

县领导吴国峻、马雪青、石恒平、马荣、马 书记列席。
昱等慰问宗教界人士。
１３目 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龙来康乐县，督
｜ ７日 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召开。县 察环境整治和危旧房排危开展情况。县人常委会大

委书记吴国峻主持，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丰忠宣读 副主任王明俊，副县长马昱陪同。

１４日 州委副书记苟天宏来康乐县，检查脱贫
青、石恒平等县级领导，１５个乡（镇）党委书记、乡 攻坚问题整改和＂一户一册＂完善情况。县委常委、
（镇）长，县直及省州驻康单位负责人，县精准办干 副县长张丰忠陪同。
部职工参加。
１６目 全县脱贫攻坚重点工作促进会召开。县

｜相关通知，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马荣领学。马雪

康乐县与光合新兴产业集团旅游扶贫开发 ｜ 委书记吴国峻作重要讲话，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丰
｜合作项吕洽谈会召开。县委书记吴国峻和于邵波进 忠主持。县领导石恒平等及１５个乡（镇）、县直单位
行洽谈。副县长张生璨主持。县政协副主席高志育， 负责人参加。

２０日 全县＂转变作风改善发展环境建设年＂

县相关单位负责人参加。

９日 县委书记吴国峻带领检查组检查县城重点 ｜活动推进会召开。县委书记吴国峻作重要讲话，县
项目建设。县委常委、宣传都部长宋永强，副县长马
昱陪同。

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金光元主持，县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马凌鹏通报情况。马雪青、石恒平等

▲ 县委书记吴国峻、副县长唐俊深入鸣鹿乡 县级领导，各乡（镇）、县直及省州驻康单位负责人，

各乡（镇）党建办主任，１５４个村（社区）党支部书
▲县领导吴国峻、马凌腑、高志育开斋节慰问记，县作风办各副主任、各组组长、副组长参加。

牡丹谷、竹子沟调研旅游扶贫产业发展状况。

４８－

大康记ｌ

全县基层党建工作重点任务推进会暨党支产业扶贫、教育扶贫情况。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马
部建设标准化工作启动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吴国峻 凌鹏，县委常委、副县长唐小江陪同。
主持。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马凌鹏通报督察情况。 ２４日 县上组织参加全省产业扶贫现场推进视
马雪青、石恒平等县级领导，各乡（镇）、县直及省 频会议。县领导马雪青、石恒平、张丰忠、马荣、唐
州驻康单位负责人，各乡（镇）党建办主任，１５４个 ｜ 小江、马振龙及１５个乡（镇）负责人，１５２个行政村
村（社区）党支部书记参加。
｜党支部书记或主任、驻村工作队队长，县直各相关
２１日美国玛斯金格姆大学美术系终身教授、 单位负责人参加。
旅美华人画家孙焱先生（１９６８年曾在八松公社插队）， ２７日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虎成来康乐县慰
带领＂孙焱名师工作室＂成员来康乐一中支教。
问州人大代表，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雪青陪同。
▲全县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吴国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培训班开班。县委常委、 竣主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雪青，县政协主席石恒
组织部部长马凌鹏主持，州委党校教务处主任、经济 平，县政府各副县长及县纪委监委、县委组织部、运
学教授赵林锁辅导。县委宣传部及相关单位负责人， 管局、环保局、安监局、食药局负责人列席。
各乡（镇）党委书记、党建办主任，县直各单位党支
▲ 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召开。县
部书记、１５２个行政村党支部书记参加。
｜委书记吴国竣主持。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马凌鹏
２２日厦门市同安区区长王雪敏来康乐县，深 ｜ 通报工作，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马荣部署工作。马

人苏集镇周家沟村慰问贫困户。县委书记吴国峻， 雪青、石恒平等县级领导，各乡（镇）党政负责人，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雪青，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马 县扶贫办、兽医局等相关单位负责人及优秀驻村工
作队队长１５人参加。
荣陪同。
▲ 县上开展＂拒毒品、防艾滋、平安幸福千万 ｜ ２日 全州残疾人职业技能掐丝珐琅培训班在
家＂主题宣传活动。省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董晓康乐开班。州残联理事长陈鹏，县委常委、统战部部

玲，省禁毒办副主任李岁来讲话。副州长马有信授 ｜长马荣及临夏、广河、和政县残疾人５０多人参加。

旗，州妇联主席陈鸿主持，县委书记吴国峻致辞。省 ▲全县环境保护工作推进会召开。县委常委、
妇联、禁毒、卫计及州上相关单位负责人，部分县级 统战部部长马荣讲话。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丰忠，县
干部，全省民族地区妇联维权培训班临夏州和甘南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俊录，县政协副主席高志育，各

｜州学员，各乡（镇）、县直单位干部职工，县巾幅禁 乡（镇）乡（镇）长，县直相关部门负责人，相关企
毒志愿队伍．甘肃建筑学院康乐校区、康乐一中、附 业负责人，县环保局干部职工参加。

城初中的学生代表及周边群众２０００余人参加。
▲ 由州文化广播影视新闻出版局主办，州文

３０目 县上举办＂不忘初心跟党走 红歌唱响新

时代＂庆祝建党９７周年文艺演出。吴国峻、马雪青、

化馆、县文广局、县文化馆承办的＂不忘初心，牢记 ｜ 石恒平及全体县级领导，各乡（镇）科级干部、村党

｜ 使命＂庆祝建党９７周年文艺汇演康乐县专场演出在滨 组织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村党支部书记，县
河文化广场举行。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宋永强及群 直单位干部职工参加。
众２０００多人观看。
▲全县庆祝建党９７周年表彰大会召开。县委书
▲ 县政协十届八次常委会议召开。县政协主记吴国峻作重要讲话。县委副书记苏勇主持，县委常

席石恒平主持。县政协副主席张辉贤、高志育、马烨委、组织部部长马凌鹏宣读表彰决定。全体县级领

晟，县直相关单位负责人，县委统战部，县政协各专 ｜导，各乡（镇）科级干部、村党组织第一书记、驻村

工作队队长、村党支部书记，县直各单位全体干部
厦门市同安区区长王雪敏来康乐县，深职工和受表彰的先进基层党组织负责人、优秀共产

委会主任、办公室副主任、纪检组长列席，
｜ ２３日

人五户乡脱毒马铃薯基地、附城镇鹭岛幼儿园考察 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参加。

康乐年鉴加

县志办、县妇幼保健站、县陇人青年志愿者 ｜ 任马俊录、马振龙参加，副县长蒲兴辉，县法院、检

协会、康乐崇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附城镇城东社 察院等单位相关负责人列席。
｜区联合举办＂七一＂义赠义诊义剪献爱心活动，为县
４ 厦临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与康美公司合作协
老年日间照料中心捐赠各类图书１００册，并为老年人 议签约仪式在鸣鹿园区举行。县委常委、副县长唐小
免费体检、理发

江签约。州计生协会副会长张明海主持。县公安局、
是月 县人民医院医生刘勇林获第二届全国埋 扶贫办、农牧局、环保局、园区办等负责人，夏临公
线针刀技术能手大赛二等奖。
司、康美公司代表，鸣鹿乡负责人及群众代表参加。
▲ 县委书记昊国峻，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丰忠
参加第２４届兰洽会，全县签约资金２４０５亿元。
７日 县委书记吴国峻深入虎关乡关北村调研脱

７月

｜贫攻坚工作。

｜ ２日 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召开。县

￥日全国工商联常委、广西洋浦南华糖业集团

委书记吴国峻主持。马雪青、石恒平等全体县级领 ｜董事长冯小华来康乐县调研工商联工作，县委常委、

导，１５个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１５２个驻 统战部部长马荣陪同．
９日 全县上半年脱贫攻坚帮扶工作督察培训会
村工作队队长，县直及省州驻康单位负责人参加。

｜▲ 县上组织参加全省脱贫攻坚帮扶工作推进 召开。省直机关工委副巡视员、机关党委书记李建新
视频会。县委书记昊国峻，县委副书记苏勇，县委常 主持。县委书记吴国峻，县委副书记苏勇及各乡
委、副县长张丰忠，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振龙，县 （镇）负责人参加。

▲ 全国工商联调研组康乐县脱贫攻坚座谈会
暨重点项目推介会召开。全国工商联常（执）委、广
｜３日 县领导吴国峻、宋永强、马昱带领县委 西洋浦南华糖业集团董事长冯小华讲话。随后，全国
办、住建局、水务局、公安局等单位负责人，深入全 工商联第三联系调研组举行政策宣讲会。县工商联
县重点项目建设现场，解决项目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执委，县扶贫办、发改局、财政局等单位负责人，县
直单位负责入，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
各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参加。

４日 州委基层作风督察组第一轮督察反馈问题 ｜委统战部、县工商联干部职工参加。

康乐县整改情况汇报会召开。州委督查室主任马永

１０日 县上组织参加全省治理高价彩礼推动移

福主持。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马凌鹏、县委常委、 ｜ 风易俗工作视频会议。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宋永

纪委书记、监委主任金光元，各乡（镇）党委书记、 强，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明俊，副县长蒲兴辉参
乡（镇）长，省州驻康单位及县直单位负责人参加。 ｜加。

ｊ１日 兰州海关关长李全来康乐县深入莲麓镇
古镇坟湾村、草滩乡喇嘛山村，调研脱贫攻坚工作， 调研扶贫工作，县委常委、副县长唐小江陪同。
▲ 县委书记吴国深入莲麓镇莲花山村、景

｜ 检查五户乡、草滩乡、胭脂镇集镇改造、莲花山景区 ｜ １１—１２目 全州部分地级退休干部来康乐县参
道路建设、康乐至卓尼二级公路建设、景古镇异地搬 观项目建设，县委书记吴国峻，县委常委、副县长张
丰忠陪同。
｜迁等项目建设。
５日 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吴 ｜ １３日 县委书记吴国峻深入上湾乡、附城镇，

国峻主持。县委各常委参加，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 ｜检查防汛、脱贫攻坚等工作。
雪青，副县长马昱，法院、检察院等相关单位负责人

列席。

１６日 县上举行２０１８年中国流动科技馆巡展活
动启动仪式，州政府教育督学张学义参加。

１８日 县委书记昊国峻深入莲麓镇大山沟村现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雪青主持。县人大常委会副主场办公。
｜ 第十七届县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召开。

－５０－

去半记

１９日 全县防汛抢险、地质灾害防治、防震减
灾暨应急管理工作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吴国峻，县
委常委、副县长张丰忠讲话。副县长马昱主持，１５个
乡（镇）党委书记、县防汛指挥部，地质灾害防治领
导小组和防震减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人参加。
▲ 县上组织参加全省全域无垃圾专项治理行
动推进视频会议。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丰忠，副县长

蒲兴辉，各乡（镇）、县直有关单位负责人参加。

１４时２０分左右 全县发生洪涝灾害，莲麓镇、

景古镇、白王乡、康丰乡的１２个村的１２５户、６１３人受
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６２７．２万元
２４日 州委书记杨元忠来康乐县检查防汛减灾

工作。副州长、州委秘书长高永平及县委书记吴国
竣、副县长马昱陪同。

▲ 全县煤炭污染治理工作座谈会召开。县委

常委、副县长张丰忠主持，县委组织部、县纪委、工

全县基层党建工作交流推介会召开。各乡 商局、商务局，煤炭污染治理工作成员单位相关负责
（镇）党委书记、党建办主任、宗教办主任参加。
｜人参加。
２０日 县委理论中心组学习暨县委常委（扩大）
２５１ 全县东西协作工作推进座谈会召开。同

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吴国峻主持。全体县级领导，各 安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毛力臻，区政府副巡视员蔡江
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县直及省州驻康单 瑶，县委书记吴国峻，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雪青，县
位负责人参加。

委常委、副县长张丰忠，县委常委、副县长唐小江，

▲ 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召开。县 副县长唐俊及两地对口帮扶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委书记吴国峻主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雪青，县 ▲全省第十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乒乓球比赛在
政协主席石恒平等全体县级领导，各乡（镇）党委书 康乐县良恒乒乓球馆举行。
｜▲ 全省第十四届运动会大众组攀岩比赛在康
记，县直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全县脱贫攻坚当前重点工作调度会议召开。 乐县举行。来自嘉峪关市体育局、临夏州法台山户外

县委书记吴国峻主持。全体县级领导，各乡（镇）党 运动俱乐部、陇南市华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甘肃农
委书记、乡（镇）长、县直有关单位负责人，１５２个
驻村工作队队长参加。

业大学、兰州荣域户外运动有限责任公司和州体育
局运动员２２人参加。
▲全县＂美丽乡村＂建设旅游发展讲座交流会

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２０１８年第二次会
议召开。县委书记昊国峻主持。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领 召开。各乡（镇）党委书记或乡《镇）长，县旅游

局、住建局等相关单位和村负责人参加。
（镇）党委书记、宗教办主任，县委统战部、民宗局 ２５—２７日《康乐年鉴》主编马晓春作为全省
导小组组长、副组长，各成员单位负责人，各乡

县级年鉴主编代表参加在江西省上饶市召开的第三
县上组织召开全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中央 ｜ 期全国年鉴主编培训班暨第五届全国地方志优秀成
省委州委深化机构改革精神会议。县委书记吴国峻 果（年鉴类）评审系统会议。
副科级以上干部参加。

主持。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丰忠部署工作。全体县级

２７日 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召开。县委书记

领导，１５个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县直及 吴国峻主持。县委各常委参加，县人大、政协主要领

导，各副县长，县委统战部、组织部副部长，县委
▲州委常委、副州长蔚俊带队来康乐县调研 办、县农委办、财政局、宗教局负责人列席。
▲ 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召开。县
人社重点工作，副县长唐俊陪同。
｜省州驻康单位负责人参加。

全县农牧工作会议召开。县委常委、副县长 委书记吴国峻主持。全体县级领导，各乡（镇）党委书
张丰忠主持，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马凌鹏讲话。副 记、乡（镇）长，县直及省州驻康单位负责人参加。

县长张生璨、县编办、县农牧局干部职工参加。
▲全省第十四届运动会乒乓球青少年组比赛
▲县国家税务局、县地方税务局合并为国家
在康乐县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运动员１５６人参加。

税务总局康乐县税务局。

▲胭脂镇西坡村村民知情大会、＂两户＂见面

｜康乐年鉴２＿
会召开。县委书记吴国峻，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雪青 位负责人，县委宣传部、组织部、县纪委监委负责人
参加．
参加。

县委书记吴国峻深入附城镇高林湾村检查
县委书记吴国峻深人白王乡、八松乡、苏集
指导危旧房排危工作。
镇检查灾情。
２８日全县基层党建及党支部标准化建设工作
▲ 县委书记吴国峻，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马
｜第二轮推进会召开。县委书记吴国峻主持，县委常 荣检查产业扶贫、牛羊交易市场建设等工作。

４日 全县脱贫攻坚第九次调度会议召开。县委

委、组织部部长马凌鹏部署工作。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马雪青，县政协主席石恒平等全体县级领导，县直各 ｜书记吴国峻作重要讲话，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丰忠
党工委书记，１５个乡（镇）党委书记参加。

主持。全体县级领导，县直及省州驻康单位负责人，

▲ 全县脱贫攻坚第八次调度会议召开。县委 县精准办、扶贫办相关干部，１５个乡（镇）党委书
书记吴国峻主持。全体县级领导，县直及省州驻康 记、乡（镇）长、扶贫工作站副站长，１５２个驻村工
单位负责人，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扶 ｜ 作队队长参加。
贫工作站副站长和驻村工作队队长参加。
▲ 全县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召开。县委书
▲第十七届县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召开。 ｜ 记吴国峻主持。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金光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明俊主持。县人大主任马雪 元通报案件查处及典型案例。全体县级领导，１５个乡
青，副主任马俊录、马振龙参加，副县长唐俊，法检 （镇）党委书记、乡（镇）长、纪委书记，县直相关
两院、县监委、政府办、财政局等单位负责人、不是 单位负责人，县纪委常委、县监委委员、１５２个村党
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各委（室）副主任列席。

｜支部书记参加。

３１日 全省第十四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乒乓球比

▲ 全县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召开。县委书记吴

赛结束。比赛竟委会副主任、州体育局调研员马仲 国峻主持。全体县级领导，１５个乡（镇）党委书记、
华，州政府教育督学张学义、县体育局和良恒实业有 乡（镇）长，县直单位负责人，１５２个村党支部书记

限公司负责人分别为获奖运动员颁奖。
参加。
是月 县污水处理厂安装磷氮在线监测设备。
全县伊斯兰教工作专题会议召开。县委书
是月 康乐运动员在全省十四届运动会上，夺 ｜记吴国峻主持。全体县级领导，１５个乡（镇）党委书
得羽毛球、自行车等项目比赛５金、１银的优异成绩。 记、乡（镇）长、纪委书记，县直单位负责人，１５２
个村党支部书记参加。

８月

６日 县委书记昊国峻带领县委办、县委督查室
负责人，深人鸣鹿乡、八丹乡、上湾乡、草滩乡、胭
脂镇，督察危旧房排危、庭院硬化及规范化机关建设

｜２日１５时至３日１９时全县出现强降雨天气，八 等工作．
▲由省人民政府主办，省体育局、临夏州人民
松乡降雨１２６．６毫米，造成八松乡、鸣鹿乡、八丹乡、
白王乡、苏集镇、上湾乡４１个村的１７８６户、７６４２人受 政府承办，省登山协会、州体育局、甘肃建筑职业技
术学院协办的全省第十四届运动会攀岩比赛在甘肃
灾，直接经济损失１８３１．４万元。
３日 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吴 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康乐校区举行，全省６个地（市）

国峻主持。县委各常委，人大、政协主要领导，政府 州、高校、俱乐部、建设公司领队、教练员、运动员
各副县长及县委办、政府办、国土局、教育局、民政 ２７人参加。

７日 省能源局局长孟开来康乐县督察＂十三

局、农牧局负责人参加。

▲ 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召开。 ｜五＂期间光伏扶贫建设项目。县委书记昊国峻，县委
县委书记吴国峻主持。全体县级领导，县直相关单 ｜常委、副县长张丰忠陪同。

５２－

大事记

省卫生计生委主任郭玉芬来康乐县督察健
第十七届县人民政府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
康扶贫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副州长王方太，副县长 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丰忠主持。县政府各副县长，各
唐俊陪同，全县卫生医疗机构负责人，乡（镇）健康 乡（镇）长，县政府组成部门、所属事业单位及省州
专干参加。

驻康单位负责人参加。
▲ 全县危旧房排危工作推进会召开。县委书
｜▲ 全县脱贫攻坚第十次调度会议召开。县委
记吴国峻作重要讲话，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宋永 书记吴国峻作重要讲话，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丰忠

强主持。全体县级领导及各乡（镇）党委书记参加。 主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雪青，县政协主席石恒平
全县扶贫领域信访群众座谈会召开。县委 等全体县级领导，县直及省州驻康单位负责人，县精
书记吴国峻主持。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马荣通报 准办、扶贫办相关干部，１５个乡（镇）党委书记、乡

工作。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金光元及县委 （镇）长、扶贫工作站副站长，１５２个驻村工作队队长
办、政府办、县农牧局、县扶贫办、县信访局负责 参加。

人，１５个乡（镇）党委书记、２８个村上访群众、包

县安委会２０１８年度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
召开。县委书记吴国峻作重要讲活，县委副书记杨天

村组长、驻村工作队队长和村党支部书记参加。
８日 县第十七届人大代表培训会召开。省人大 雄主持。全体县级领导，各乡（镇）党委书记、乡

内司委主任李世红，州委党校教授李承军辅导。县 ｜（镇）长、安监站站长，县直及省州驻康单位负责人，
人大常委会主任马雪青主持。部分县级领导，在康 县安监局干部职工参加。
▲ 全县开展军队退役人员政策落实＂大走访＂
省、州人大代表，县人大代表，各乡（镇）党委书
记、人大主席参加。
和信息采集工作会议召开。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９日 全省第十届运动会＂绿色省运·美丽临夏＂ 县公安局局长李光玺，县委常委、县人武部部长李元
火炬传递活动在康乐县举行。县领导吴国峻、马雪 波讲话。各乡（镇）长、武装部部长、民政办主任、
青、石恒平、唐俊等参加。
县人武部、县委政法委、县委宣传部等单位负责人
１０日全县２０１８年征兵体检及政治考核业务培 和县民政局干部职工参加。
▲《康乐县志（１９８６—２００５）》送审稿第二稿
训会议召开。县委常委、县人武部部长李元波讲话，
县征兵领导小组副组长、县人武部政委李晓鹏主持， 审读意见反馈会在县政府五楼会议室召开。州志办
县公安局、县人武部、县医院等相关部门负责人，１５ 主任谭得胜等和积石山县、临夏县、广河县志办负贲

个乡（镇）武装部长参加

人及县志办干部职工参加。副县长蒲兴辉汇报工作。

２时２０分左右 全县发生洪涝灾害，５个乡（镇） １３日 省社保局局长马定保来康乐县督察军人
政策落实情况。副州长王方太，州民政局局长周子
受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９６．８万元。

１１目十五届县委第八十二次常委（扩大）会 良，副县长马昱陪同。
▲ 州委第五巡察组巡察景古镇、五户乡反馈
｜ 议召开。县委书记吴国竣主持，县委各常委参加。县
人大、县政协主要领导，政府各副县长，县委办、政 会召开。第三巡察组巡察草滩乡、八丹乡、鸣鹿乡反
府办、县纪委监委等单位负责人列席
馈会召开。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金光元主
十五届县委第七次全体会议召开。县委书｜持，第五巡察组组长马忠，第三巡察组组长马全祥反

记吴国峻作工作报告。不是县委委员、候补委员的 馈巡察情况。州委第五巡察组全体成员、被巡察单位
县级领导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县纪委常委、县监委委 ｜干部职工、各村村干部、部分群众代表参加。

员，县第十五次党代会部分基层代表列席。
１３——１６日 省第五环保组来康乐县督察，县委
｜▲ 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召开。常委、副县长张丰忠陪同。
县委书记吴国峻主持。全体县级领导，各乡（镇）党 １３—１０日 州政协副主席马维正带领州脱贫攻
委书记、乡（镇）长，县直相关单位负责人参加。

坚第四督察组来康乐县督察脱贫攻坚工作。县委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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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吴国峻，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丰忠，县委常委、统 人、县精准办、扶贫办相关干部，１５个乡（镇）党委

书记、乡（镇）长、扶贫工作站副站长，１５２个驻村

战部部长马荣陪同。

１４—１５日 国家林业局驻西安监督专员办事处 工作队队长参加。

▲全县接待扶贫领域上访群众座谈会召开。

｜处长史志熠来康乐县，检查石墩至二郎庙公路建设

县委书记吴国竣主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雪青，

工程《占用林地行政许可》情况。

｜ １５日 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琼带队来康乐县，县政协主席石恒平，县委副书记杨天雄，县委常委、
调研公安派出所执法为民工作。县委常委、政法委 县纪委书记、监委主任金光元，１５个乡（镇）党委书

书记、县公安局局长李光玺，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 ｜ 记，涉及信访案件的５４个村包村组长、驻村工作队队
明俊，副县长马昱陪同。
｜长和村党支部书记、上访群众７０人，县委办、政府
１６日 省农牧厅副厅长妥建福来康乐县，考核办、农牧局等单位负责人和县纪委、监委分管负责

验收农村＂三变＂改革工作。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丰 人参加。
｜ 忠，副县长张生璨陪同
▲２０１８年＂彩虹益路＂暨郭明义爱心分队＂金

２０日 县委书记吴国峻深人虎关乡，检查关北
村危旧房排危、精准扶贫和产业培育等工作。

秋助学＂精准帮扶行动在康乐县举行。全国道德模范、

｜２１日云南省科协调研组组长王晓红带领调研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全国总工会兼职副主席郭明义， 组来康乐县，考察科协系统深化改革和科普工作。
中建二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邓小林， 省科协少数民族科普工作队队长郭林峰，州科协副
县委书记吴国峻，中建二局工作人员，副县长唐俊、 主席杨春涛陪同。
吴文君，县教育局、康乐一中部分师生代表参加。
▲ 省委党校副校长冯湖带领省委督察组来康
１７日 总投资３６５２万元的城区净水厂工程竣工 ｜乐县，督察基层党建和脱贫攻坚工作。州委常委、组
织部都长黄宝树，县委书记吴国峻，县委副书记杨天
验收。
▲ 江西省赣州市考察组来康乐县考察产业扶 雄陪同。

省委组织部副地级组织员周密来康乐县，
贫工作。
▲省民政厅副厅长王建强来康乐县，督察农 督察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提升工作。县委书记

吴国峻，县委副书记杨天雄，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村敬老院建设和运行管理工作。副县长马昱陪同。
县委中心组学习暨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召

马凌躺陪同。

２４日 国家信访局来访接待司副司长李俊宏带
导，县委理论中心组成员参加。
领中央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调研督导小组来康
▲ 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召开。 乐，调研县信访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州委常委、政
县委书记吴国峻主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雪青等 法委书记魏贺生主持。中央信访联席会议办公室调

开。县委书记吴国峻主持。马雪青、石恒平等县级领

县级领导，县直相关单位负责人，县委宣传部、县委 研督导小组成员，省信访局党组成员、督察专员傅占
组织部、县纪委监委分管领导，各乡（镇）党委书 礼，县委书记吴国峻，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县公
记、乡（镇）长参加。
安局局长李光玺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２５目 全县脱贫攻坚第十二次调度会议召开。

１８日 全县上半年经济运行及项目工作会议召

开。县委书记吴国峻作重要讲话，县委常委、副县长 县委书记吴国峻作重要讲话。全体县级领导，县直
｜张丰忠主持。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宋永强，副县长

唐俊、马昱，各相关单位负责人参加。

及省州驻康单位负责人，县精准办、扶贫办干部，１５

个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扶贫工作站副站

▲ 全县脱贫攻坚第十一次调度会议召开。县 长，１５２个驻村工作队队长参加。
▲ 全县集中开展农村矛盾问题排查整顿村级
｜委书记吴国峻作重要讲话，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丰

忠主持。全体县级领导，县直及省州驻康单位负责 组织工作安排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吴国竣作重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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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通知。全赠活动，省直机关工委副地级巡视员刘在昶参加。

体县级干部，县直及省州驻康单位负责人，县精准 ▲全县教育工作暨庆祝第３４个教师节表彰大

办、扶贫办干部，１５个乡（镇）党委书记、乡（镇） 会召开。县委书记吴国峻作重要讲话，县委常委、统
长、党建办主任，１５２个驻村工作队队长参加。

战部部长马荣主持。马雪青、石恒平等县级领导，各

▲全县秋季学期控保辍学工作安排部署会召 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县直及省州驻康单

开。县委书记吴国峻作重要讲话。全体县级领导，各 位负责人，捐资助学企业家代表，全县中小学校长，
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成员单位负责人， 部分学校名誉校长，康乐一中、康乐中学、附城初中
１５２个村党支部书记，驻村工作认队长，各中学校 部分师生，受表彰的先进集体负责人、优秀教育工作
者和优秀教师，受资助的贫困大学生代表参加。
长、学区区长，教育局班子成员参加。
▲ 县新时代农民示范讲习所揭牌仪式举行。
｜▲ 全县粮改饲工作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吴国
峻作重要讲话。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领 县委书记吴国峻，县人大主任马雪青为＂新时代农
导，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县扶贫办、 民示范讲习所＂揭牌。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马凌鹏
县财政局、县农牧局、县农机局负责人，１５２个行政 主持，全体县级领导，各乡（镇）党委书记，部分党
村支部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县农牧局粮改饲技术 （工）委书记，全体县级讲习队员，县委组织部、县
｜委党校干部职工参加。
指导小组成员，２２户企业负责人参加。
２７日 县上组织参加２０１８年全国医改工作视频 ３１日十五届县委八十五次常委（扩大）会议
会议。县领导吴国峻、张丰忠、马荣等及有关单位负 召开。县委书记吴国峻主持。县委各常委，县人大、
县政协主要领导，县政府各副县长，县委办、政府
｜责人参加：
▲ 县志办主任马晓春被西北师范大学、甘肃 办、县纪委等单位负责人参加。

省地名研究中心聘为＂甘肃省行政区划与地名专家

｜▲ 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召开。

县委书记吴国竣主持。全体县级领导，县精准办、扶
库第二批地方专家＂。
２８日目 州委常委、副州长蔚俊，州人大常委会 贫办等负责人，１５个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

副主任杨龙带领调研组来康乐县，调研国民经济和 参加。
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２０１７年度预算执 是月 全县１０２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全部达到
行审计工作情况。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雪青，县人大 标准化学校＂要求
是月总降雨量２３４．５毫米，比多年平均值多
常委会副主任马振龙，副县长马昱陪同。
▲全县伊斯兰教工作培训会召开。县委常委、 １３６创同月历史最大值。

统战部部长马荣讲话，副县长马昱主持。部分离退休
干部，县直单位部分科级干部，１５２个行政村的包村
组长和党支部书记，伊斯兰教活动场所教职人员或管

９月

委会主任，县委统战部、县民宗局干部职工参加。
２９日 江西省鹰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高堂

１日 全县扫黑除恶工作集体约谈会召开。县委

带队来康乐县，考察自然保护区立法工作情况。州 书记吴国竣主持。全体县级领导，县直及省州驻康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沈国伟，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雪 单位负责人，１５个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
青，副县长唐俊陪同。
１５２个行政村包村组长参加。
▲ 定西市副市长吴杨杰带领考察组来康乐县

▲全县治理高价彩礼推动移风易俗工作协调

考察乡村旅游工作。州政府副秘书长任玉岗，副县长 推进会召开。县委副书记马得祥讲话，县委常委、宜
唐俊陪同。
传部部长宋永强主持。全体县级领导，县直及省州驻

３０日 省直机关工委在八松乡龚庄小学开展捐 康单位负责人，１５个乡（镇）党委书记、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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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１５２个行政村包村组长参加。
▲ 全县脱贫攻坚第十三次调度会召开。县委

加。
｜ ▲全县非洲猪瘟联防联控工作部署会议召开。
书记吴国峻作重要讲话，县委副书记马得祥主持。 ｜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丰忠主持。副县长张生璨，各乡

全体县级领导，１５个乡（镇）党委书记、乡（镇） （镇）、县直有关单位负责人，各乡（镇）畜牧站负责
长、扶贫工作站副站长，１５２个行政村包村组长和农 人参加。

▲ 全县２０１８年度征兵工作审批定兵会议召开。
▲ 全县深化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 临夏军分区动员处处长、征兵办公室主任郭宝峰，
理工作约谈会召开。县委书记吴国竣主持。全体县级 县委常委、人武部部长李元波，副县长马昱，县人武
户调查组组长参加。

领导，县直及省州驻康单位负责人，１５个乡（镇）党 部政委李晓鹏，征兵领导小组全体成员参加。

５日 全县乡（镇）党建调度会议召开。县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马凌鹏主持，各乡（镇）党建办主任

委书记、乡（镇）长，１５２个行政村包村组长参加。

全县基层组织建设工作约谈会召开。县委
书记吴国峻主持。全体县级领导，县直及省州驻康 参加。
单位负贲人，１５个乡（镇） 党委书记、乡（镇）长，
▲县委书记吴国竣带领苏集镇驻村帮扶工作
队人员，深人周家沟村开展精准扶贫人户调查工作。
１５２个行政村包村组长参加。
▲ 县委书记吴国峻，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宋

▲县政协主席石恒平、副主席何耀春及部分

｜水强，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马荣，深入盟脂镇、草 政协委员调研全县农田水利灌溉工作。

滩乡、五户乡检查集镇改造工作。

｜ ６日 县委书记吴国峻深入苏集镇周家沟村开展
２日 １日凌晨至２日 全县部分乡（镇）遣受强 精准扶贫入户调查。

７日 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召开。

降雨侵袭，导致部分乡（镇）农田、水利、房屋受灾

严重。
县委副书记马得祥主持。全体县级领导，县直相关
３日 厦门市帮扶临夏州领队、厦门市农业局巡 单位负责人，县委宜传部、组织部、县纪委监委分管
视员邱武伟带领调研组来康乐县，调研东西部扶贫 ｜负责人，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参加。

协作工作。县委书记吴国峻，县委常委、副县长唐小

８日 全县脱贫攻坚第十四次调度会议召开。县
江陪同。
委副书记马得祥主持。马雪青、石恒平等全体县级
▲ 全县受灾情况汇报会召开。县委书记吴国 领导，１５个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扶贫工
竣主持。县领导张丰忠、马荣、李光玺、宋永强、唐 作站副站长，１５２个行政村包村组长和农户调查组组
长参加。

俊、马昱等参加．

▲县委书记吴国峻，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丰忠
▲州委基层作风督察组第一轮移交问瑟整改
深入八松乡、苏集镇检查指导异地搬迁工作。
情况汇报暨第二轮问题交办会召开。县委副书记马
｜ ３－４日 中建集团党组副书记、总经理王明祥

得祥主持。１５个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县

来康乐县，调研中建集团康乐定点扶贫工作。县委 直单位负责人参加。
｜书记吴国峻，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丰忠，副县长吴文
君陪同。

｜ ▲ 全县２０１８年人伍新兵欢送大会召开。县征兵

领导小组副组长、人武部政委李小鹏主持，副县长马

４日 省委宗教工作巡视组组长张慧明来康乐县 昱讲话。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明俊，县政协副主席
巡察宗教工作。县委书记吴国峻，县委常委、统战部 ｜ 何耀春，县征兵办公室成员单位负责人，各乡（镇）

负责人，武装部长和武装干事及新兵家长参加。
▲ 康乐一中举行八十周年校庆，州教育局党
▲ 县上组织参加全省非洲猪瘟防控工作视频
会议。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丰忠，副县长张生璨，县 组书记、局长张居贵，甘肃省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副
部长马荣陪同。

农牧等县直相关单位，各乡（镇）畜牧站负责人参 院长谢钢，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马荣，县人大常委

－５６－

大表证
会副主任周安俊，副县长唐俊，县政协副主席何耀 ｜任王明俊、周安俊，部分县人大常委会委员、代表及
春，原康乐一中校长张志强等参加。康乐一中党支部 相关委（室）负责人参加，县政府办、相关承办单位

书记马永忠主持

负责人陪同。
▲ 县领导吴国竣、马雪青、石恒平、宋永强、
１０日县上组织参加省委、省政府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第五督导组督导临夏州工作动员视频会议。 马昱带领县委办、发改局、旅游局、住建局等单位负
吴国峻、马雪青、石恒平等全体县级领导，县法院院 责人组成的考察团，赴甘南州卓尼县考察县城建设
｜长、检察院检察长，各乡（镇）党委书记，县直有关 ｜和乡村旅游开发工作。

１４日 甘肃建投一建集团与康乐县政府签订
▲ 全县集体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推进会议召开。 《产业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甘肃建投总经理张

部门负责人参加。

县委书记吴国峻作重要讲话，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志明、县委书记吴国峻分别讲话。县领导马雪青、石
宋永强主持。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丰忠，各乡（镇） 恒平、宋永强、马昱及县发改局、旅游局、住建局、
党委书记，县国土局、发改局等部门负责人参加。 交通局等单位负责人参加。

１１日 州脱贫攻坚第四督察组组长马维正带队

１５日 全县脱贫攻坚第十五次调度会议召开。

来康乐县督察精准扶贫工作，县委副书记马得祥陪 ｜县委书记吴国峻主持。全体县级领导，县直单位负
｜责人，１５个乡（镇）党委书记、乡 （镇）长、驻村工
同。
▲全县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会议召开。县委副 作队队长参加。
▲ 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第十七次会议召开。

｜书记马得祥主持，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丰忠部署工

作。县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各组组长、副组 县委书记吴国峻主持。全体县级领导，县直相关单

长，牵头单位、成员单位负责人，１４家未整改锅炉相 位负责人，１５个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驻
关单位负责人、业主，附城镇、康丰乡党委书记参
加。

村工作队队长参加，
１７日 县人大组织部分人大代表调研全县重点

▲ 县上组织参加全州消防安全委员会第三次 项目建设情况，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俊录、王明
联席会议暨火灾防控工作推进会视频会议。副县长 俊、周安俊参加。
马昱及县直相关单位负责人收看。

１８日 由湖南省教育督导与评估协会会长罗春

１２日 州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马琼带 晖任组长的国家教育督导评估组来康乐县，评估义
队来康乐县，调研督察全州教育系统贯彻全州统战 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并召开国家评估认定康乐县
工作会议及伊斯兰教专项工作会议精神情况。县委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陈述答辩会。县委书记吴国
常委、统战部部长马荣，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安俊 峻汇报工作。州教育局局长张居贵，县委常委、统战
陪同，
｜部部长马荣，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安俊、副县长唐
全州解困脱贫工作推进会在康乐县召开。 俊，县政协副主席何耀春，部分县人大代表、县政协
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丁光东讲话。州总工会 委员，１５个乡（镇）长，县直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参
党组书记、副主席马梅英，县委书记昊国峻，县委常 加。全县以９３．２分的成绩通过国家评估认定。

▲ 省督导组来康乐县督导＂大棚房＂问题专项

委、组织部部长马凌鹏，各县（市）总工会负责人，

｜帮扶中心工作人员及县总工会干部职工参加。
清理整治行动推进情况，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丰忠陪
▲ 县委书记吴国峻深入八丹乡、五户乡、景古同。

｜镇等乡（镇），检查指导异地搬迁和扶贫光伏电站建 ｜县上召开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北苑小

区安置房分房会议。县领导吴国峻、石恒平、马得

｜设。

１３Ｅ 县人大组成视察组视察县十七届人大二 祥、宋永强、马振龙、张明海参加。
次会议代表议案建议办理情况。县人大常委会副主

－５７－

▲ 县上组织参加全省深化扶贫领城腐败和作

康乐年鉴

风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推进视频会议。县委常委、纪委 镇）长，县禁毒办干部职工参加。
书记、监委主任金光元，各乡（镇）党委书记、纪委
２５日 第十七届县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召
书记，县直有关部门负责人、纪检组长，县纪委干部 开。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雪青主持。县人大常委会
职工参加。
副主任马俊录、王明俊、马振龙、周安俊参加，州计
１９日 十五届县委８７次常委（扩大）会议召开。 生协会副会长张明海，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马忠良，
县委各常委，县人大、县政协主要领导，政府各副县 省人大代表石学斌、王金莲，县人民法院、县监察委
长，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县直相关单位负责 员会，政府办、审计局等单位负责人，不是常委会组

成人员的本会各委（室））副主任列席，
▲县委书记吴国峻参加虎关乡关北村村民知
县上组织参加全省２０１８年度贫困退出验收和
情大会并走访贫困户。
扶贫对象动态管理动员部署视频会。县委副书记马
２０日 康乐县一同安区东西协作推进座谈会召 得样，副县长马昱及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人参加。

开。县委书记吴国峻主持。县委常委、副县长唐小 负责人，各乡（镇）主要负责人，扶贫工作站站长、
江，厦门市同安区与在康公司相关负责人、两地对口 贫困村第一书记及帮扶工作队队长参加。

康丰乡杨台村崖张家举办首届农民丰收节

帮扶部门负责人参加。

▲ 全县建成１０千伏线路２．８公里，０．４千伏线路联欢活动。

２６日 县委书记吴国峻，县委副书记马得祥，

５１公里，安装配变１５台，容量２１００千伏安。

２１日 十五届县委八十八次常委（扩大）会议 县委常委、副县长唐小江，副县长唐俊带队赴东乡
召开。县委书记吴国峻主持。县委各常委、县政协主 ｜县、广河县考察＂扶贫车间＂建设。

要领导、政府各副县长，县委办、政府办和扶贫办等 ▲县委书记吴国峻，县委副书记马得祥，县委
常委、副县长唐小江，副县长唐俊带队检查部分扶贫
单位负责人，１５个乡（镇）党委书记参加
▲ 全县脱贫攻坚第十六次调度会议召开。县车间建设。

委书记吴国峻作重要讲话，县委副书记马得祥主持。

２７日 州委督导组组长祁效贵带队来康乐县，

全体县级领导，１５个乡（镇）党委书记、乡（镇） 督导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县
长、扶贫工作站副站长，县直及省州驻康单位负责 公安局局长李光玺陪同

▲ 全县光伏工作推进会召开。县委书记吴国

人，１５２个驻村工作队队长参加。

▲ 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２０１８年第四次会 竣主持。附城镇、景古镇等８个乡（镇）负责人，县
议暨宗教工作自查安排部署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吴 发改局、扶贫办等县直及省州驻康单位负责人，项
国峻主持。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马荣部署工作。县 目施工单位负责人参加。
县上举行社会组织联合爱心企业参与脱贫
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各成员单位
负责人，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宗教办 攻坚暨＂困境女生扶持计划＂助学和物资发放仪式。

主任，县委统战部、县民宗局副科级以上干部参加。 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马凌鹏，共青团县委、县妇
▲ 临夏州脱贫攻坚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在康 联、教育局、文明办、关工委、康丰乡、县陇人青年
乐县召开。县委副书记马得祥主持。全体县级领导， ｜ 志愿者协会，甘肃海祥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 个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县直单位负 顺义畜禽育种农民专业合作社，宏福现代农牧有限
责人，１５２个驻村工作队队长参加。
｜责任公司负责人及附城初中学生参加。
▲ 全县禁毒工作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吴国峻 ２９日 县委理论中心组学习暨县委常委（扩大）
主持。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县禁毒办副主任、县 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吴国峻主持。马雪青、石恒平等

公安局局长李光玺通报工作。全体县级领导，县直及 县级领导，县直相关单位负责人参加。
省州驻康单位负责人，１５个乡（镇）党委书记、乡
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召开。
－５８－

大事记

马雪青、石恒平等县级领导，县直相关单位负责人，
县委宣传部、组织部、县纪委监委分管负责人，各乡
｜（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参加。

▲ 县上组织赴厦门市同安区挂职科级干部第
一批座谈会暨第二批派送会召开。县委常委、组织部
｜部长马凌鹏讲话。第一、第二批选派的挂职干部及县

▲县上组织参加全省东西部扶贫协作暨中央 委组织部相关工作人员参加。

单位定点扶贫工作推进会视频会议。县委副书记马

▲县委书记吴国峻带领县人社局、畜牧局负

得祥，副县长唐俊，各乡（镇）及县直相关单位负责 责人深人虎关、苏集等乡（镇），检查扶贫车间建设
人参加，
和＂粮改饲＂工作。
▲ 县委书记吴国竣，县委副书记马得祥，县委
１０ 日 省委第九巡视组巡视康乐县反馈会召开。

常委、副县长唐小江，副县长唐俊带队赴临夏县、临 省委第九巡视组组长姜毅，州委常委、纪委书记、州
夏市，考察＂扶贫车间＂建设及运营。

监委主任魏建宝讲话，县委书记吴国峻主持。县人大
３０日全县脱贫攻坚第十七次调度会议召开。 常委会主任马雪青，县政协主席石恒平等县级领导，
县委书记吴国峻作重要讲话。马雪青、石恒平等县 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领导成员，四办主任，县直
级领导，１５个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扶贫 部门负责人、巡视联络组成员，乡（镇）党政主要负
工作站副站长，１５２个驻村工作队队长，县直及省州 责人，近３年退休干部和非领导干部代表参加。

驻康各单位负责人参加。

▲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吴国

县安委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召开。县委书记 峻主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雪青，县政协主席石恒
吴国峻作重要讲话，县委副书记马得祥主持。副县 ｜ 平，县纪委监委、组织部、宣传部、县委办、环保
长唐俊、蒲兴辉，县安委会各成员单位负责人，各乡 局、县委巡察办负责人，景古镇、五户乡、鸣鹿乡、
（镇）党委书记或乡（镇）长，各乡（镇）安监站站 八丹乡、草滩乡党委书记列席。
｜长，重点企业负责人，县安监局干部职工参加。
▲ 县委书记吴国峻深入附城镇石王村扶贫车
▲ 康乐青年歌手年桂香＂为你歌唱＂独唱音乐 间、上湾乡马巴村扶贫车间、县旅游扶贫大通道１至５
会在城东金鑫饭店举行。
｜标段，督察各项扶贫工程进展。
是月 《康乐一中校史（１９３８—２０１８）》出版发 １１日 县政协十届九次常委会召开。县政协主
行。
席石恒平主持。副县长马显，县政协副主席张辉贤、
是月 县气象局被中国气象局认定为＂中国百 高志育、何耀春、马烨晟参加，县直相关单位负责
年气象站（五十年站）＂。

人、政协各委员会负责人列席。

１２日 州政协副主席乔跃俭带领调研组来康乐

１０月

｜县调研粮改饲工作。副县长马昱，县政协副主席何
耀春陪同。

▲ 全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三次新闻发布会
｜８日 鸣鹿乡东沟门村养殖扶贫车间揭牌。县委 召开。县委政法委、县纪委监委、县法院、县检察

副书记杨天雄，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俊录，县农 院、县公安局等单位负责人，县委报道组、县电视台
牧局负责人，鸣鹿乡科级干部及东沟门村精准扶贫 及群众代表参加。

１５日 全县粮改饲工作推进会召开。县委书记
９日副州长赏进孝，州政府副秘书长、外侨办 吴国峻主持。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县

户参加。

｜主任苏靖宁来康乐县，检查＂粮改饲＂、秋季植树造 ｜ 农牧局、社保局负责人，粮改饲工作组负责人参加。

｜▲县委书记吴国峻深入虎关乡、康丰乡、苏集
｜ ▲州委第五巡察组进驻上湾乡、莲麓镇、胭脂 镇、八松乡、附城镇等乡（镇），督察粮改饲工作。

｜林工作。副县长蒲兴辉陪同，

镇开展为期两个半月的巡察。

１６日 全县２０１８年贫困退出验收集中认定会召

康乐年鉴二
｜开。县委副书记马得祥主持。县委副书记杨天雄，县 理论中心组各成员，各乡（镇）党委书记及县直单位
政府办、扶贫办、民政、人社、财政及相关单位负责 负责人参加。
人参加。
｜▲ 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第十九次会议召开。

▲ 省民协在康乐县举行为宏星花儿艺术团授 县委书记吴国峻主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雪青，
牌仪式。省民协驻会副主席路学军，州文联主席韩学 ｜ 县政协主席石恒平等全体县级领导，县直相关单位
刚等及县政协副主席高志育，县委宣传部、县文联、 负责人，县委宣传部、组织部、县纪委、监委分管负
县志办、县作协、县书画协会负责人参加。
责人，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参加。
康乐崇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康丰民族初
▲ 县委书记吴国峻深入附城镇、康丰乡调研
级中学启动＂困境女生扶持计划＂项目。中国社会福 ｜扶贫车间建设，副县长唐俊及县人社局负责人参加。

利基金会爱小丫基金为困境女生６０人捐赠现金２．７万 ｜ ２０日临夏州考核验收康乐县２０１８年脱贫攻坚
元，书包、学习用具、保温杯各６０套；县妇联为学校 工作汇报会召开。州第三考核验收组组长、州委常
捐赠国学经典书籍、体育用品和学习用具；甘肃宏福
｜现代农牧产业有限责任公司捐赠总价值８００元的生活

委、副州长邱武伟主持。州第三考核验收组成员，县
委书记昊国峻，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雪青，县政协主

席石恒平，县委副书记马得祥，县委常委、副县长张
１７日 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 丰忠，县直行业部门、各乡（镇）负责人参加。
召开。县委书记吴国峻主持。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领
▲ 县上组织参加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事迹巡回
导小组组长、副组长，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四办 报告视频会议。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振龙，副县长
｜主任，各乡（镇）党委书记、宗教办主任；县委统战 吴文君，县政协副主席高志育参加。
日常用具和用品。

部、县民宗局副科以上干部参加。

２２目 州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魏贺生带领州政

全县贫困退出验收集中认定工作反馈会召 法委相关科（室）负责人来康乐县，督察基层矛盾纠
开。县委副书记马得祥主持。县扶贫办、统计局、人 纷化解、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治县等工作。县委
社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白王乡、流川乡、虎关乡等 常委、政法委书记、县公安局局长李光玺陪同。
州脱贫攻坚第三考核验收组深人苏集镇、
被认定单位相关负责人，行业认定人员参加。
▲ 县上组织参加全省医改工作视频会议。副 ｜鸣鹿乡考核验收，县委副书记马得样陪同。
县长唐俊，县健康扶贫工作组威员单位负责人、县 ２４日 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召开。县委书记

吴国峻主持。县委各常委，县人大、县政协主要领

级各医疗机构负责人参加

１８日 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陈天雄来康乐县， 导，各乡（镇）党委书记，县委办、政协办、纪委监
检查人民法院审判法庭建设情况。县委书记吴国峻， 委、组织部、巡察办、扶贫办负责人参加。

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第二十次会议召开。

｜县入民法院院长冶成华陪同。

▲ 州委常委、副州长李茂来康乐县，检查指导 县委书记吴国峻主持。马雪青、石恒平等县级领导，
固定资产投资、煤炭市场整治、扶贫车间建设及安全 各乡（镇）党委书记，县直相关单位负责人参加。
生产等工作。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丰忠陪同。
上湾乡马巴村布鞋刺绣厂＂共青团扶贫车

间＂和苏集镇关扎村鱼嘴山食用醋加工厂＂共青团
记马得祥主持。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丰忠，县发改 扶贫车间＂挂牌成立。
２５日 副州长董贤勇带队来康乐县检查粮改饲
局、民政局、交通局及相关单位负责人参加。
｜ １９日 县委理论中心组学习暨十五届县委常委 工作，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丰忠陪同。
▲ 全县贫困退出验收认定会召开。县委副书

（扩大）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吴国峻主持。县人大常

▲县上组织参加省委省政府扫黑除恶专项斗

委会主任马雪青，县政协主席石恒平等全体县级领 争第五督导组督导临夏州情况反馈视频会。县领导

导，县委各常委，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县委 吴国峻、石恒平、张丰忠、李光玺、马凌鹏、马昱、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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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忠良等，县直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是月八松乡被国务院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
２７——２８日 县作协主席、县志办主任马晓春参 公室评为＂百县千乡万村无邪教创建示范工程＂示范
加由西北民族大学主办，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西 乡。
是月县图书馆被文化和旅游部授予＂三级图
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国西部当代作家
作品学术研讨会。
书馆＂。
是月 全县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清查摸底开始。
２９日 县委书记吴国峻检查草长沟、鸣鹿水库
等项目建设。
３０日 财政部驻甘肃专员办专员杨瑞金带领核

１１月

查组来康乐县，督察县级财政运行情况。县委书记
吴国峻，副县长马昱陪同，
｜ ▲县委常委会班子召开党的建设专题民主生

１日 第十七届县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召
活会。县委书记吴国峻主持。县委各常委参加，县人 ｜开。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雪青主持。县人大常委会
大常委会主任马雪青，县政协主席石恒平及县委办
副主任马俊录、王明俊、马振龙、周安俊参加，副县
｜负责人列席。
长马昱，县人民法院院长冶成华、县人民检察院检察
▲ 县委书记吴国峻与鸣鹿乡、白王乡、虎关乡 长马忠良列席，县直相关单位负责人及部分乡（镇）

信访群众座谈。

人大代表参加。

３１日 省人社厅副厅长王丽萍，劳务办主任刘效 ▲ 全县布鲁氏菌病防治项目启动（培训）会召
｜梅来康乐县，检查＂扶贫车问＂建设。州委组织部副 ｜开。副县长唐俊讲话，县农牧局、地病办、各级医疗

部长、州人社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文俊，县委书记昊 机构、有关乡（镇）负责人参加。
国峻，副县长唐俊陪同。
２日 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吴
▲南通市副市长徐新民，南通市人社局局长 国峻主持并讲话。县委各常委参加，县人大、县政协

凌建华带领南通市劳务协作考察组来康乐县，开展 主要领导，县政府各副县长列席，
劳务协作、中药材产业合作、教育交流等对接活动。
▲ 县上举行县城南桥通车仪式。县委书记吴

｜ 州委常委、副州长刘富祯，州政府副秘书长马兴华， 国峻，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马晓璐讲话。县人大常委
｜州人社局局长李文俊，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马荣， 会主任马雪青，县政协主席石恒平，县委常委、宣传
副县长唐俊陪同。

全县领导干部大会召开。县委书记吴国峻

主持。州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黄宝树讲话，州委组织

部部长宋永强等县级领导，项目建设单位、附城镇、
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负责人及周边群众参加。

县委书记吴国峻，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马晓

部副部长马斌宣布省委州委对康乐县政府主要领导 ｜璐带领县委办、市容局负责人，检查县城环境卫生整
｜调整决定。县四大班子主要领导及全体县级领导，１５

治。

个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县直及省州驻康
４日 县上组织参加全省安全生产暨道路交通安
单位负责人参加。
｜全管理工作紧急视频会议。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马晓
▲县政协委员助力脱贫攻坚捐赠资金发放仪璐，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丰忠，副县长马昱参加。

式举行。县政协主席石恒平，县委副书记马得祥，副 ５日 中建集团党建工作部（扶贫办）副主任冯

县长唐俊，县政协副主席张辉贤、高志育、何耀春、 小林带队来康乐县，调研定点扶贫工作。县委书记吴
马烨晟，部分县政协委员及受救助学生家长参加。

国峻，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马晓璐，县委副书记马得

｜▲ 县委书记吴国峻，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雪 祥，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丰忠，副县长昊文君陪同。

青，县政协主席石恒平督察拆迁安置工作。县直相

关单位、附城镇、康丰乡负责人参加。

▲ 全县＂转变作风改善发展环境建设年＂活动
推进会暨警示教育大会召开。县委书记吴国峻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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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雪青，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马晓 ８曰 县委常委会班子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
璐等县级领导，各乡（镇）及县直单位负责人参加。 召开。县委书记吴国竣主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雪
▲县委巡视整改动员部署大会召开。县委书 青，县政协主席石恒平及县委办负责人列席。

▲县领导吴国峻、马晓璐、马得祥、唐小江、

记吴国峻作重要讲话，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马晓痛

主持。各乡（镇）、县直单位负责人参加
唐俊、吴文君调研扶贫车间建设。
▲ 县委理论中心组专题研讨学习暨县委统战 ９日 全州学生资助管理工作情况通报暨培训会

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吴国峻主持。县 在康乐县召开。七县一市教育局负责人及部分学生
人大常委会主任马雪青，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马晓路 代表７０余人参加。

等全体县级领导，各乡（镇）及县直单位负责人参
▲ 县上组成由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马晓璐，县
加。
委常委、副县长唐小江，副县长唐俊及县人社局、招
▲ 县上举行环城北路棚户区改造项目Ｂ区一期 商局、劳务办等单位负责人为代表的项目对接洽谈

安置房封顶仪式。县领导吴国峻、马雪青、马晓瑞、

｜组，赴厦门市同安区进行项目对接洽谈。

宋永强、马昱、周安俊，项目建设成员单位负责人，
１０日 同安区康乐县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暨
项目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负责人及棚户区拆迁群众 同安区企业投资建厂签约仪式召开。康乐县与太阳
城户外用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古琳达姬股份有限
代表参加。副县长马昱主持。
｜ ▲ 全县精准扶贫专项贷款续贷暨清收工作动 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同安区区长王雪敏，县委副书
员大会召开。县委书记吴国峻作重要讲话，县委副书 记、代县长马晓璐，县委常委、副县长唐小江、副县
记、代县长马晓璐主持。全体县级领导，兰州银行临 长唐俊参加。
｜夏分行副行长、客户经理部经理，１５个乡（镇）党委
１３日 县委理论中心组学习暨县委常委（扩大）
书记、乡（镇）长，县直有关部门负责人、金融机构 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吴国峻主持。县人大常委会主
负责人、１４户企业负责人参加。

｜ 任马雪青，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马晓璐，县政协主席

▲ 县政协主席石恒平，副主席何耀春、部分县 ｜ 石恒平，县委各常委、县委理论中心组各成员参加；
政协常委、委员组成的考察组赴陇西县，考察中药材 县直相关单位负责人列席。

▲ 县上举行２０１８年＂三网一员＂培训班，各乡
６日县上组织参加全省农民工工资清欠暨创建 （镇）地震宏观观测员及县地震局干部职工参加。
▲ 县领导吴国峻、马晓璐、马得祥、张丰忠、
｜＂无欠薪＂城市动员部署视频会议。副县长唐俊，县
直相关单位和企业负责人参加。
唐俊，深入苏集镇、附城镇，检查指导＂粮改饲＂和
产业。

▲ 县政协主席石恒平、副主席何耀春，部分县 ｜扶贫车间工作。
政协常委、委员组成的考察组考察全县美丽乡村建
▲ 县委书记昊国峻带领县发改局、民政局、人
设．
饮局、电力公司负责人，深人上湾乡三条沟村检查指

加拿大渥太华大学教育学院项目主任 导山体滑坡受灾群众安置情况。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Ｆｌｅｍｉｎｇ 博士与项目主管Ｃｌｏｒｉａ Ｒｏｎｍｅｒｏ博士来
康乐县，调研康乐一中工作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雪青，副主任周安俊、
马振龙，带领部分人大代表，检查全县妇女权益保

７目 临夏军分区政委许尔瑞，州委督查室副主 障法执法情况。

任马杰来康乐县，检查考核民兵组织调整改革。县
１４日县政协机关档案目标管理工作通过州档
委常委、人武部部长李元波，副县长马昱，县人武部案局考评组省一级验收。
政委李晓鹏陪同，
▲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召开。
县委书记吴国峻，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马晓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雪青主持。县人大常委会副主

璐，副县长马昱检查城区供暖问题。

｜ 任马俊录、王明俊、马振龙、周安俊，副县长吴文

－６２－

大事记

君，县人民法院院长冶成华，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马 ｜负责人；县政府组成人员，县委有关部门负责人、县
忠良列席。
人大常委会各工作部门负责人、县政府直属事业单
全县临时救助工作推进会召开。县委副书 位负责人、省州所属在康科级单位负责人，不是县人

记、代县长马晓璐作重要讲话，副县长马昱部署工 大代表的乡（镇）党委书记、人大主席、乡（镇）长
｜ 作。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县民政局负 ｜ 列席。

１６—１８日 县武术协会参赛队员在临夏市举行

责人参加。

▲全县贯彻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 的第二届＂西北武术节＂比赛中，获得奖牌２６枚，证

整改落实措施完成情况汇报会召开。县委副书记马 书１０３个。
Ａ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

得祥主持。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丰忠等及省太管局、

莲管局负责人，以及县环保局、国土局、水务局等相 会制度重要思想宣讲会召开。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
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 雪青主持，州委党校教务处主任、经济学副教授赵林

▲ 县上组织参加全州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反馈锁讲课。县领导马得祥、张丰忠、李光玺、李元波、

问题整改暨信访工作推进视频会议。县领导吴国峻、 ｜宋水强、马荣、马凌鹏等及人大代表１７０余人参加。
马晓璐、李光玺、马凌鹏、金光元、马昱参加。
▲ 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第二十次会议召开。
▲ 县上组织参加全国冬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视 县委副书记、县长马晓瑞主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频会议，相关单位负责人收看。
马雪青，县政协主席石恒平等全体县级领导，各乡
▲ 县上举办纪念改革开放４０周年摄影展。县委 ｜（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县直相关单位负责人，
书记吴国峻、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马晓璐，县政协主 县委宣传部、县委组织部、县纪委监委分管领导参
｜席石恒平，县委宣传部、文广局、文联干部职工参 ｜ 加。

｜ １８日 省督导组来康乐县督察＂大棚房＂问题
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马晓路，县委常委、宜 ｜专项清理整治行动推进工作，县委常委、副县长张
丰忠陪同。
传部部长宋永强检查县城园林绿化。
加。

１９日 县上组织参加全省作风建设年活动推进
幕。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雪青主持。在康省人大代 视频会议。县领导宋永强、马俊录、高志育等及县直
｜ １５日 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开

表，不是人大代表的县级领导干部，副县级干部；担 相关单位负责人参加。
２１日 州委基层作风督察组组长马景朴带队来
任过实职的县级离退休老同志，甘肃建筑学院康乐
校区、省莲管局、太管局负责人；县政府组成单位， 康乐县，督察异地搬迁工作。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丰
｜县委有关部门负责人、县人大常委会各工作部门负 忠陪同。

责人、县政府直属事业单位负责人、省州在康科级单 ２２日 全县脱贫攻坚工作协调推进会召开。省
位负责人，不是县人大代表的乡（镇）党委书记、人 委常委、省军区政委蒲永能讲话。省直机关工委副

书记胡秉俊主持，县委书记吴国峻汇报工作。省直机
▲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代表 关帮扶单位负责人，州委常委、纪委书记、州监委主

大主席、乡（镇）长列席，

观摩全县重点项目建设。县人大大常委会主任马雪 ｜ 任魏建宝，州政协副主席马文科；县领导石恒平、马
青，副主任马俊录、王明俊、周安俊、马振龙参加。 得祥、杨天雄、张丰忠、李元波、金光元等及１５个乡
｜１６Ｅ 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闭 （镇）党政主要负责人参加。
｜幕。县委书记昊国峻作重要讲话，选举马晓璐为县

２３日 全县精准扶贫专项贷款回收续贷工作推

人民政府县长。在康省人大代表，不是人大代表的县 进会召开。县委副书记、县长马晓路作重要讲话，县
级领导干部，副县级干部；担任过实职的县级离退休 委副书记马得祥主持。各乡（镇）负责人汇报精准扶

老同志，甘肃建筑学晓康乐校区、省莲管局、太管局 贫专项贷款回收续贷工作。全体县级领导，各乡
｜－６３－

康乐年鉴测
单 人参加：
（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县直及省州驻康各单．
位负责人，５家商业银行及１４户带动企业负责人参加。
▲ 全县智慧旅游项目验收会议召开。县委书

２４日 省妇科肿瘤及技术提升培训班在县入民 记吴国峻，县委副书记、县长马晓璐，副县长唐俊，
｜医院开班。州政协副主席高桦，州妇联主席陈虹，省 县旅游局、工信局、临夏移动分公司、康乐县分公司
肿瘤医院院长刘元强，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马荣， 负责人及相关技术人员参加。

２８—３０日 莲花山花儿歌手杨梅参加由中国民
县政协副主席何耀春，县医院、县妇联等单位负责人
间文艺家协会、四川省文联、攀枝花市人民政府主
参加。
２５日 中建集团董事、党组副书记郑学选来康 ｜办，米易县承办的２０１８中国（米易）首届全国民间情
乐县，调研考察定点扶贫工作。县委书记昊国峻，县 歌大会。
２９日 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仁健来康乐县调研

委副书记、县长马晓璐，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丰忠，

脱贫攻坚工作。先后深入附城镇刘家庙村荣兴布鞋

副县长吴文君陪同。

２６日全州初中学校管理工作现场观摩研讨组 加工扶贫车间和苏集镇古洞沟村姚家湾贫困户家中
｜来康乐县观摩。州教育局负责人，各县（市）教育局 调研。

▲兰州宇智空间科技有限公司运营中心、兰
▲县政府党组中心组学习暨党组（扩大）会议 州奇点视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社会爱心团体为囊古
召开。县委副书记、县长马晓瑞主持。县委常委、副坡小学、囊古坡小学附属幼儿园学生捐赠总价值２万
县长张丰忠、唐小江，副县长马昱、吴文君、张生璨 多元的学习和生活用品。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司处长王冀女棵
部署工作。县政府党组各成员，１５个乡（镇）长，县
政府组成部门及直属事业单位负责人，县政府办公 队来康乐县，调研健康扶贫政策宜传及健康促进工
局长或分管副局长、观摩学校校长参加。

室副科级以上干部参加。州政府教育督学张学义，州 作。副县长唐俊陪同。
计生协会副会长张明海，县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
田华列席。

州委常委、副州长邱武伟带队来康乐县，调

研东部招褒企业建设情况。副县长张生璨陪同。

县委副书记、县长马晓璐带领督察组深入 ３０日 县志办在县图书馆举办散文点评讲座暨
｜上湾乡、胭脂镇，督察精准扶贫专项贷款回收、续贷 第四部地情丛书《划过指尖的流年》出版发行仪式。
是月《中共康乐县组织史资料（第四卷）》出
｜工作。
｜ ２７日 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妥建福来康乐县，

检查林业保护为重点的农牧业安全生产。副州长赏

进孝，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丰忠陪同。

版发行。

是月 全县月总降雨量为４２毫米，比多年平均
值多６４０创同月历史最大值。

▲全县脱贫攻坚第十八次调度会议召开。县 是月 县公安局干警申林涛被公安部评为＂警
委书记吴国峻作重要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马晓 大技术比赛警犬巡逻科目第八名＂。
｜璐主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雪青，县政协主席石恒

平等全体县级领导，县直及省州驻康单位负责人，１５
个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扶贫工作站副站
长，１５２个驻村工作队队长，县精准办、扶贫办干部
参加。

［１２月
１３ 县委书记吴国峻先后深人虎关乡下沟村、

｜ ２８日 厦门企业来康乐对接投资项目协调会召 ｜上沟村、昊坪村、二十铺村、督察精准扶贫贷款回收
开。县委副书记、县长马晓璐主持。厦门市相关企业 续贷，并在温家山杜入户走访。

代表、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丰忠、唐小江，副县长唐

▲ 县委书记吴国峻，县委副书记、县长马晓
｜俊，县政府办、发改局、住建局等粗关县直部门负责 璐，县委副书记马得祥带领县扶贫办、住建局、民政
｜－６４－

大

局等部门负责人，深入苏集镇古洞沟村走访调研。
全县人口清理清查工作会议召开。副县长
２日 县委理论中心组学习暨县委常委（扩大） 唐俊讲话，各乡（镇）长、计生办主任和１５２个驻村
会议召开。县委书记昊国峻主持。县委副书记、县长 工作队队长，县卫计局等相关部门人员参加。
｜ 马晓璐，县委副书记马得祥，县委常委、政法委书
｜ ７日 全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通报暨元旦春节信
记、公安局局长李光玺，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宋永 访维稳工作会议召开。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
强，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马荣，县委常委、组织部 局局长、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光

部长马凌鹏，县委常委、监委主任金光元及县人大、 玺讲话。各乡（镇）党委书记，县扫黑除恶领导小组
县政协及县政府各副县长参加。
成员单位负责人，县扫黑办干部职工参加。
县委２０１９年工作务虚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吴 ８目 县志办举行为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图书馆赠
国峻作重要讲话。县委各常委，县人大、县政协主要 送 康乐年鉴》和地情丛书仪式．
领导，县政府各副县长，五户乡党委书记，四办主任 ｜１０日 省委＂两州一县＂脱贫攻坚督导组在康
和县直有关单位负责人参加。
▲ 全县总河长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县级总督

乐县召开督导脱贫攻坚工作动员会。省委督导组副
组长白明主持，县委副书记、县长马晓璐汇报工作。

导、总河长吴国峻作重要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马 省委督导组副组长朱建斌及督导组成员，副州长赏
晓璐主持。９条县级河流河长、各乡（镇）河长制工 进孝，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雪青，县政协主席石恒

｜作负责人，全县河长制工作部门联席会议成员单位 平，县委副书记马得祥，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丰忠及
负责人参加。
各乡（镇）党委书记、县扶贫办、发改局、财政局等
３日 全县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召开。县委书记吴 ｜单位负责人参加。

１０—１１日 全县农业科技特派员精准扶贫创新
常委会主任马雪青、县政协主席石恒平等四大家主 创业改革和示范培训会召开。特邀中高级讲师４人，
要领导、分管领导；县委办、政府办、发改局、财政 为２０１７年派出的农业科技特派员１５２人进行辅导。
局、扶贫办、工商局、工商联、工信局、商务局、农
１１日 州委宜讲团在康乐县开展宗教理论政策
牧局、人社局、林业局、劳务办负责人及民营企业家 ｜和法律法规集中培训。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

国峻，县委副书记、县长马晓璐作重要讲话。县人大

协班子成员，县直单位负责人及分管负责人，各乡
《目 全县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方案暨绿色生态产 （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宗教办主任等参加。

代表参加。

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安排部署会议召开。县委副书

｜１３日 中建二局扶贫挂职干部对接会召开。县

｜ 记、县长马晓璐作重要讲话，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丰 委常委、副县长张丰忠讲话。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忠主持，副县长吴文君、张生璨参加。
马凌鹏主持。中建二局总经理助理、纪委副书记唐立
５日 全县民族政策暨清真食品管理工作培训会 新，中建二局安装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

召开。县工商局、市容局、食药局等单位负责人，县 主席王艳玲，中建二局人力资源部高级经理张俊，县
｜城及乡（镇）辖区内生产、加工、经营、销售清真食 委常委、副县长田锡鹏，甘肃建筑学院康乐分校学生
品企业、超市、餐厅、商铺等个体工商户负责人，广 处，以及县直相关部门和乡（镇）负责人参加。
｜告制做铺负责人，１５个乡（镇）宗教办主任、统战、
县上组织参加全省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发
民宗部门干部职工参加：
挥带动作用培训班开班仪式视频会议。县委副书记、
６目 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马荣，县委常委、 县长马晓璐，县委副书记马得祥等参加。

组织部部长马凌翳，副县长唐俊分别带领由老干部、 ｜ ▲ 县委副书记、县长马晓瑞，县委常委、宣传
｜企业界、宗教界人士组成的第二观摩组和由教育界、 都部长宋永强，副县长马昱检查城区供暖情况。

卫生界人士组成的第三观摩组，分两批（次），先后 ｜１４日 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第二十三次会议召
对全县重点工作进行观摩。
开。县委副书记、县长马晓路主持。县人大常委会主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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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绿色生态产业发展专项行动计划编制
（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县直相关单位负责人， ｜工作汇报会召开。副县长唐俊主持。县直相关单位负
任马雪青、县政协主席石恒平等全体县级领导，各乡
县委宣传部、组织部、县纪委监委分管领导参加。

全县冬季排危攻坚专项行动动员会议召开。

责人和各牵头单位业务人员参加。

２１—２３日 全省深度贫困县乡村旅游和旅游扶

县委副书记、县长马晓瑞讲话，县委副书记马得祥主 贫培训班（康乐班）开班。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
持。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县直相关单 员、副厅长杨宇宏出席。州旅游局副局长朱晓华主
位负责人参加。
｜持，县委副书记马得祥致辞。西北师范城市规划与旅
▲ 全县异地扶贫搬迁及光伏问题督办会召开。

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丰忠主持，各乡 （镇）和相关部
门负责人参加。

游景观设计研究院院长、副教授李巍，甘肃乡村旅游

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兰州文理学院讲师吴昱群，旅游
管理硕士、兰州文理学院酒店管理教研室主任潘静

▲县陇人青年志愿者协会２０１８年壹基金温暖包 辅导讲座，并组织学员观摩交流。康乐县、广河县、

和政县乡（镇）分管负责人、村党支部书记或村委会
古镇、莲雕镇等山区儿童送去价值９０５２０元的温暖包 主任，大型农家乐负责人、县旅游局业务骨干及相关
２４８个。
人员约３００多人参加。
１３—１５日莲花山＂花儿＂省级传承人文香莲 ２２省交通运输厅核查组来康乐县，核查交
启动仪式在五户小学举行，志愿者２０人为五户乡、景

参加在宁夏举办的国家艺术基金项目＂花儿青年表 ｜ 通运输行业精准脱贫任务指标完成情况。县委常委、

演艺术人才培养＂学术研讨会暨专场＂花儿＂演唱 ｜ 副县长张丰忠陪同．
会。
｜２５日 十五届县委第１００次常委（扩大）会议召
１８日 县政府党组中心组学习暨党组（扩大） 开。县委书记吴国峻主持。县委各常委，县人大、县

会议召开。县委副书记，县长马晓瑞主持。县委常 政协主要领导，县政府各副县长，县委办、政府办等
委、副县长张丰忠，副县长唐俊、马昱、张生璨等县 ｜单位负责人参加。
▲ 州人大常委主任马明杰带领在临全国人大
政府党组各成员；州政府督学张学义，州计生协会副
｜会长张明海；１５个乡（镇）长，县政府组成部门及直 代表及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州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
属事业单位负责人，县政府办公室副科级以上干部 ｜不是州人大常委会组戚人员的各县（市）人大常委会
列席，
主任及州人大常委会各工作部门负责人来康乐县，

县上组织参加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大会视 视察旅游扶贫、产业扶贫、县城综合开发等工作。县
频会议。全体县级领导、县直单位负责人集中参加。 委书记吴国峻，县委副书记、县长马晓璐，县人大常
｜１９日 州委常委、副州长霍志亚带领检查组来 委会副主任王明俊陪同。
▲ 附城镇马家咀村和康丰乡辛雍家村级金融
康乐县，深入康美公司检查运行及企业贷款回收、
精准扶贫贷款回收续贷和特色产业发展工程贷款工 综合服务室挂牌仪式举行。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宋
作。县委副书记、县长马晓璃、副县长马昱陪同。
｜永强，副县长马昱授牌
全县精准扶贫专项贷款回收续贷完成情况
２６日 ２０１８年度州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
工作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吴国峻主持。县人大常委会 康乐县述职述廉大会召开。州委常委、宜传部部长
主任马雪青、县委副书记、县长马晓璐及全体县级干 王建华，州政协副主席金存智及州委第五考核组成
部，县财政局负责人，各乡（镇）党委书记参加。

员出席。县委书记吴国峻，县委副书记、县长马晓璐

２０日 十五届县委第二轮巡察工作汇报会召开。 分别作述职述廉报告。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雪青、县
县委书记吴国峻主持。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马凌 ｜政协主席石恒平及全体县级干部、近三年来离退休
鹏，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金光元，县委巡 老干部、县委委员、候补委员、县纪委领导班子成
员、群团组织主要负责人、部分人大代表参加。
察组各成员参加。

大寒ｅｌｌ

全县沿路沿线环境集中整治及拆违排危专
县
县图书馆举行＂三级图书馆＂挂牌仪式。县
开，县委书记昊国峻作重要讲话，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宋永
县委副书记、县长马晓路主持。全体包乡（镇）县级
县级责人及县文广局干部职工参加
领导，１５个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县直单
２９日 州委书记杨元忠来康乐县调研电商扶贫、

光伏扶贫、民生保障等工作。副州长、州委秘书长高
由县文化馆主办，附城镇文化站承办的全 水平，县委书记吴国峻，县委副书记、县长马晓璐陪

位负责人参加。

县纪念毛泽东诞辰１２５周年书画艺术展在县书画交流 同。

３０日 由县公安局，康乐中学联合拍摄的禁毒
全县２０１８年度干部选拔任用＂一报告两评 ｜ 公益微电影《诱惑》首映仪式在康乐中学举行。县委
议＂大会召开。县委书记吴国峻主持，并向全委会报 ｜常委、政法委书记、县公安局局长李光玺，县委常
告年度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情况。县委全委会成员，不 ｜委、宣传部部长宋永强，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明
是县委委员的县级领导干部，县纪委常委，县委部 俊，副县长马昱，县政协副主席何耀春，县公安局政
门、政府部门和群团组织负责人，各乡（镇）党委书 委马明祥及禁毒委成员单位代表参加。
中心展出。

｜记、乡（镇）长参加：

是月 县志办主任马晓春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

２７日 县政协十届十次常委会议召开。县政协 会吸收为会员。
主席石恒平主持。县政协副主席张辉贤、何耀春、马 是月总投资２２４１．２万元的苏集河苏集段堤防治
烨晟，县文广局、文联、文化馆、博物馆、农牧局相 理工程建成。
关负责人，政协各专委会主任，办公室副主任、纪检 是月 全彩式《康乐年鉴（２０１８）》由甘肃民族
组长列席。
出版社出版发行。
县上组织参加深入学习浙江＂千万工程＂经 ｜是年 康乐三中被教育部评为＂２０１８年全国青少
｜验暨全面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视频会议。县 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领导张学义，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县 是年 厦门豪客来公司为上湾乡九字沟小学捐
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资６０万元修建校舍，厦门爱心企业家为县福利幼儿
２８目 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召 园捐资２０万元。

开。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雪青主持，县人大常委会 是年 康乐县被授予＂百县千乡万村无邪教创
副主任马俊录、王明俊、周安俊参加。县政府副县长 建示范工程＂活动创建无邪教示范县。
马昱，县监委负责人，县人民法院副院长，县人民检 ｜ 是年 康乐县被授予＂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察院，县政府办公室，不是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各工委 县＂＂全州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甘肃良恒实业有
（窄）副主任列席。田锡鹏、何秀美当选为县政府副 限公司被评为＂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企业＂。
县长。

康乐年鉴

自然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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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地理
管辖区域不变。２００５年３月，撤销普巴乡建制，其中

政区概况

八龙村并人胭脂镇；普巴、东湾、苏河、槐沟、牟家
｜窑村并入草滩乡；瓜梁、九子沟并人上湾乡。

【盈区沿革｜康乐自宋熙宁六年（１０７３年）设康 【政区划分】２０１８年末，全县辖附城镇、苏集
乐寨和当川堡。明时属河州卫，设当川、胭脂、景古 ｜镇、腮脂镇、景古镇、蓬麓镇和康丰乡、虎关乡、流
里，狄道州设康乐里，岷州设沙马里。清雍正时，沙 ｜川乡、白王乡、八松乡、鸣鹿乡、八丹乡、上湾乡、
马里归狄道州；并以狄道西二十铺为河州界，改当川 草滩乡和五户乡，下设５个社区（２个城市社区、３个
铺为河州界。清同治十一年，狄道州、河州重新划 农村社区），１５２个村民委员会，１６２１个村民小组。
界，以槐山子梁为界，以东河州地归狄道州。民国二
十一年，与临洮析置，设洮西设治局，后更改为康乐
｜水文气候
设治局。民国二十九年，建康乐县。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

并人和政县，为临夏回族自治州所辖。１９６１年１２月１５
｜日，国务院恢复康乐县建制至今，属临夏回族自治

【水 文】境内分布有：洮河、苏集河、中砥

｜州。２０００年４月，苏集乡撤乡建镇，原管辖区域不河、胭脂河、流川河、冶木河、杨家河，均为黄河支
｜变。２００３年１０月，胭脂、景古、莲麓撤乡建镇，原 流洮河水系，全流程１９５．７公里。多年平均总径流量

６８－

４９．２９亿立方米，其中过境水４７．４３亿立方米，占总径
流量９６．２？？有大小水库、水坝５座，总库容量１５４．４

地貌士壤

｜万立方米，境内河流属淡水，无污染，矿化度为

０．３９￣０．５８ｇ／Ｌ，ｐＨ值７．１－８．２，硬度１０．６６￣２０．８５，含
碘量０．３６￣９．０ｌｍｍｇＬ，是人畜饮用，灌溉农田的良
好水源地。

｜【气候］２０１８年，气温正常，降雨偏多。年平

【地 貌］地处黄土高原向青藏高原过渡交汇地
｜带，境内峰峦叠嶂，河谷相间，山川交错。海拔高度
｜在１８９８米￣３９０８米之间，相对高差２０１０米，地形垂
直变化明显。地貌类型主要为黄土丘陵和河谷阶地，

均气温７．１℃，比多年平均值高０５℃；年极端最高气 其次为强烈的侵蚀山地。大体可分为４种地貌类型：
温３０８℃，出现在７月１７日。年极端最低气温—２２℃，
西南呈深切割中高山地貌、浅切割中山地貌、黄土侵

出现在１月８日；１月、９—１０月、１２月气温正常；４— 蚀沟壑地貌和河谷阶地。
８月气温偏高，４月极端最低气温－８．８℃，创同月历史
｜［主 壤】土壤主要以红黏土、黄绵土、粟钙

最低值；３月气温１６１℃，创同月历史最高值。年总
土、暗棕壤和亚高山草甸土为主。红黏土主要分布
降雨量为７４３．７毫米，比多年平均值多４３其中５月 在东北部的河谷阶地，质地黏重，耕作阻力大，透水
降雨正常；９月降雨偏多；２月、６月降雨偏少；３月、 性差，ｐＨ值８￣８．３；黄绵土多分布于东北部山地，通
１０月降雨特少；１月、４月、７－８月、１１－１２月降雨 气透水性良好、蓄水能力较强，ｐＨ值８．２￣８．４；栗钙
特多；其中８月月总降雨量２３４．５毫米，比多年平均值
土在海拔２１００米－２５００米的陡坡山地相间分布，母质
多１３６创同月历史最大值；１１月月总降雨量４２２ 为黄土残坡堆积物，通层石灰分布，腐殖质层有机质
毫米，比多年平均值多６４０创同月历史最大值。

自然灾害

含量２４？？右，Ｈ值８．３；暗棕壤主要分布在海拔
２６００米￣３２００米之间的中山地带，母质为坡积残积
物，ｐＨ值７左右，通层无石灰反应，腐殖质聚积层为
｜重壤质土，块状结构，有机质含量高达７９７？？？高

山草甸土分布在海拔３２００米－３６５０米之间的亚高山地
｜ ６月１０日１８时２９分至１８时３５分莲麓镇、景古镇出 ｜带，土壤母质为岩石风化的残破积母质，ｐＨ值６．７￣

现风雹天气，造成２个镇、３个村、５８０户、２８５４人受７。
灾，直接经济损失约３３５４万元；７月２０日降大雨，日
降雨量２６．２毫米，部分乡（镇）受灾。１４时２０分左
右，全县发生洪涝灾害，莲麓镇、景古镇、白王乡、
康丰乡的１２个村的１２５户、６１３人受灾，造成直接经济
损失６２７．２万元；８月２日下午开始，出现强降雨天气，

自然资源
【景 点】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地处古丝绸之

２０时３０分左右全县发生洪涝灾害，造成八松乡、鸣 路要道，旅游资源丰富。为貂蝉故里，赤兔家园。旅
鹿乡、八丹乡、白王乡、苏集镇、上湾乡的４１个村 游景点主要有：莲花山、药水峡、红军长征遗址——

１７８６户、７６４２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１８３１．４万元，其 线家楼、石板沟、竹子沟、牡丹谷、草长沟等。
中农业经济损失６５．４万元，基础设施损失８２６万元，
【林地］森林资源丰富，天然林资源较少，以
家庭财产损失３５０万元；８月１０日降暴雨，日降雨５８９ 人工林为主。天然乔木林主要分布在：景古镇、莲麓
毫米。２时２０分左右，全县发生洪涝灾害，５个乡 镇、鸣鹿乡等乡（镇），属天然次生林；天然灌木林

（镇）的８４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２１亩，成灾面积 主要分布在：鸣鹿乡、莲麓镇、景古镇、五户乡等乡
２１ 亩，造成直接经济损失９６８万元。
（镇）。

【矿藏资源】矿产资源有：方解石、煤、石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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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砂石、黏土。方解石主要分布在景古镇、莲麓涝、冰雹、霜冻频繁，具有长冬无夏、春秋相连，冬

镇，煤分布在蓬麓镇虎巴寺，石灰岩分布在景古镇 长而不寒、春季回暖慢、秋季降温快、冬干秋湿的高
王家沟麻家峡一带。沙石、黏土资源为主导矿产，沙 原气候特色。年平均气温５．１℃至６℃，年平均降雨量

石资源主要分布在三岔河流域，检测储量７８１０万立方 ６５３．１毫米，绝对最高气温３４℃．最低气温－２７．１℃，
｜米；黏土资源分布在全县，绝大多数产于第三系红土 年平均蒸发量１２６６８毫米，年平均相对湿度６６％￣
层之上，估算储量１８４８０万立方米：

６９年平均风速每秒０８米。初霜期９月２日——１０月５
｜【野生动物】有金钱豹、啥酬、鹿、麝等野生动 日，终霜期４月１１—２２日，无霜期１２～１３３天。
物近百种。禽类有：兰马鸡、鹰、雁等６０多种。属国
【地 貌】 保护区为野生生物和动物类型的自然

家二类保护野生动物有：豹子、苏门羚、兰马鸡。三 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为麝、斑尾榛鸡等珍稀野生动
类保护动物有：豹子、麝、鹿、野山羊、石羊（Ｏ几乎 物资源及其栖息环境。保护区地处洮河、冶木河汇流
绝迹），水獭曾在八松河出现。此外，还有雪鸡、蹬 的三角地带，保护区水系属于黄河水系，主要河流是
足研鼠、山溪皖等。

洮河。大地构造属祁连福皱系与秦岭地槽帮皱系之

间的秦祁中间隆起带之东南端，属秦岭山脉的西段。

自然保护

境内山地形态可分为高山和中山两种类型，海拔在
３５００米以上。山势除大莲花山外，其余均为东西走

向，集中分布在保护区南界。莲花山主峰海拨３５７８
莲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机构人员】甘肃莲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为县级事业单位，隶属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内设

米，最低处冶木河与浼河汇流处２００１米，区内相对高

差１５７７米。保护区整体，东北部高，西北部低，由

于受流水的侵蚀切割。形成＂Ｕ＂＂ｖ＂型的高山深
谷地貌。

【土嘱】保护区分布土壤为地带性土壤，其中

办公室、组织人事科、计划财务科、资源管理科、科
海拔３３００米￣３５００米为亚高山草甸土带；海拔２６００
研管理科、森林防火办公室、产业开发科、纪委，下

设九甸峡保护站、磨沟保护站、八度保护站、唐坊滩 米￣３３００米以暗棕壤为主，其次为黑土带，再次为
亚高山草甸土带、草甸暗棕壤带；海拔２２００米￣２６００
保护站、沙河滩保护站、上东山保护站，有职工８１ 米为黑土带；海拔２０００米￣２００米为栗钙土和红黏土
人。
带。

【区逮位置】保护区位于甘肃南部的临夏州、甘
【辅 物］保护区属北极植物区、中国一日本森
南州、定西市三州（市）的康乐县、临潭县、卓尼 林植物亚区，华北地区黄土高原亚地区。有种子植物
县、渭源县、临洮县交界处，东经１０３°３９＇５９＂＂－
１０３°５０＇ ２６＂，北纬３４＂５４＇１７＂￣３５°０１４３＂。 ７８０种，分属于９４科、３４１属。植被划分为４个植被
保护区东以洮河为界，北以冶木河为界，西南两面以 型，６个群系组，２８个群系。海拔２０００米以下，为河

洮河林业局所属羊沙、冶力关林场边缘为界。２００１ 谷、章地、农作物带；海拔２０００米￣２４００米，为中山
年８月，省人民政府为莲花山自然保护区颁发《林权 落叶阔叶林带；海拔２４００米￣２００米，为中山针阔叶
混交林带；海拔２８００米￣３００米，为中山针叶林带；
证》。２００３年６月，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
｜海拔３３００米以上，为亚高山灌丛、草甸带。列为国家
积１１６９１公顷，其中有林地９８４１９公顷，非林地
１８４３．１公顷，森林覆盖率６３６森林蓄积量４５．８３万 保护植物有：玉龙厥、星叶草、胡桃、红花绿绒蒿、
木姜子、桃儿七、秦岭冷杉、垂枝云杉、水曲柳、野
立方米。
大豆、黄著、紫斑牡丹等１２种和兰科植物毛杓兰、紫
［气 候】保护区地处内陆中纬度地带，气候寒 点杓兰、小花火烧兰等１５种。列为省级重点保护植物
冷、阴湿、四季不分明，降雨东北少、西南多，旱
有：紫果云杉、细穗玄参、甘肃贝母等１５种。

然地理Ｉ
【动 物】保护区有野生动物７６４种，其中兽类

会＂。莲花山＂六月六＂花儿会，是周边县（市）花

４５种，隶属６目、１７科、３５属，占全省兽类的２５．３％； ｜儿会中历时最长、参加人数最多、影响最深远、最具

鸟类１４８种，隶属１４目、３３科、８９属，占全省鸟类的 代表性的花儿会。届时，歌手云集，商贾纷至，到处
８３．６？？？栖动物４种，隶属２目、４科、４属。爬行动 洋溢着＂花儿＂的芬芳。莲花山保护局在做好、做精
物２种，隶属１目、２科、２属，多为中国特产品种； ＂陇上名山、花儿故乡＂旅游主打品牌的基础上，根
鱼类５种，隶属１目、２科，均为中国特有品种；森林 据森林公园现状，协调联系国家林业局西北规划院

昆虫５６０余种。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３９种，其 对莲花山森林公园二期总体规划进行设计编制，已
中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有：豹、金雕、斑尾榛鸡、 完成总体规划初设工作；建立＂莲花山花儿故乡＂徽
白唇鹿、雉鹑、胡兀鹫、白肩雕、林麝、马麝、羚牛

信群，开通＂今日头条＂网络平台，举办＂莲花山微

等１０种；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的有：鬼号鸟、四川 ｜视频争霸赛＂宣传活动，通过拍最微视频的方式，发
｜林号鸟、豺、免狲、稽俐、黑熊、马鹿、苏门羚、斑 布旅游相关信息、图集、视频资料，不断提升莲花山

羚、岩羊、蓝马鸡、血雉等２９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 ｜森林公园知名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抓旅游安全生

占保护区陆生脊椎动物的２１？？２０１６年１０月，莲花山 产，对景区宾馆、餐饮等服务部门安全生产情况开展

保护局被中国动物学会鸟类分会（ＣＯＳ）确定为＂中 专项检查，因＂Ｇ２４８线至莲花山景区道路工程＂施
国演危雉类研究基地＂。
工建设，对莲花山景区采取闭园措施；提升莲花山
【旅游资源】莲花山古称西崆峒，早在明初就辟 目 景区旅游形象，优化旅游服务环境，打造＂环境优
｜ 为佛、道教名山，景区自然风光秀丽，野生动植物资 ｜美、卫生整洁、服务优良＂旅游景区，开展景区无垃

源丰富，民俗文化独特，又是洮眠＂花儿＂的发祥 圾整治，清理景区垃圾。

地。主峰海拔３５７８米，景色春有花，夏有绿，秋有

【生态环境问题整改］３月，省政府督查室、临
果，冬有雪，具有泰山之雄、华山之险、黄山之奇、 夏州环保局相关人员，来莲花山保护区督察生态环
｜青城之幽、峨眉之秀。从半山腰的唐坊滩至峰巅依 境问题，按照省政府《关于排查生态环境问题规定》，
次有：莲花宝殿、观音殿、头天门、二天门、三天 请示林业厅保护处后，与临夏州、甘南州整改办协调
门、四天门、紫霄殿、娘娘殿、舍身殿、独木桥、鹞 汇报，重新排查需整改的生态环境问题２５个，其中Ｉ
子翻身、金顶、夹人巷、玉皇阁等自然景点３０多处。 类问题４个 （采沙场），Ⅱ类问题６个（水电站５个、旅
｜景区距康乐县城５８公里，距兰州市１６５公里。１９９３年， 游景区及基础设施１个），Ⅲ类问题１５个（村庄１０个、

建立莲花山森林公园。２００５年Ｉ２月，国家林业局批准 输变电线路１个，通讯设施１个、彩砖厂２个、公路１
晋升为国家森林公园。２００４年，莲花山被中国民间文 条）。完成整改１９个，其中Ｉ类２个，Ⅱ类６个，Ⅲ类
艺家协会授予＂中国花儿保护基地＂。２００５年，莲花 １１个（１５个通过省厅验收）。同时，宣传《中华人民
山花儿会被文化部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国家林业局第５０号令》等
｜２００９年９月，甘肃＂花儿＂（莲花山花儿）人选联合 法律法规，引导群众树立法制观念，提高生态环保意
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莲花山保护局先后 ｜识。
与康乐县汪鸿明先生编辑出版《莲花山与莲花山花
【森林防火］１１月２２日，召开莲花山保护局森林
儿》《花儿＂源流考》书籍。２０１３年８月，全国旅游 防灭火工作会议，部署今冬明春森林防灭火工作，
｜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批准莲花山森林公园为国 签订《森林防火目标责任书》３０份。各保护站与辖区
家ＡＡＡＡ 级旅游景区；莲花山国家森林公园被省文明

村签订《森林防火联防联控责任书》 ２４份。１０月，在

办、省旅游局、甘肃日报社评选为＂绚丽甘肃＂２０１３ 莲花山森林公安分局召开森林防火工作联席会。保

十佳旅游景区。２０１５年１０月，莲花山国家森林公园获 护站与管护人员签 妨火责任书４０份，调整局专业
首批＂中国森林氧吧＂称号。
扑火队１支、５５人和村社义务扑火队７支、２２８人。购
每年农历六月初一至初六，举行盛大的＂花儿 置无人机２架，选派无人机驾驶员３人分两次进行培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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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取得《无人机驾驶证》。将护林防火责任逐级细 木种质资源调查３０天，组织进林３２次，共完成调查线
化分解，层层落实各项防火责任和工作措施，严格督 路２４条，调查种质资源种类１２０余种，采集压制林木
导检查落实；成立森林防火宜传小组，在林区周边各 标本６００余份，拍摄照片近５０张。开展＂绿盾２０１８＂

乡（镇）、村，加大《森林法》《森林防火条例》 林业植物检疫执法检查专项行动１６次，出动执法人员

《森林防火通告》等宣传，制做防火宣传牌３块，喷绘 ｜９６人（次），开展检疫登记９８户，发放林业有害生物
５张，横幅７条，宣传标语３００张，彩页２０００页，年画 防控知识类传单８４０余份。对松材线虫病开展普查监

６００张，横幅８条，围裙１２００个，学生作业本ＩＳ００本， 测检查，保护站设监测点，保护区针叶林面积３，６４万
铅笔１２００支，橡皮１２００块；张贴《森林防火封山通 亩，监测普查面积３．６４万亩，监测覆盖率达１００？？
告》６０份，《森林防火通告》４５张，播放《森林法》 通过采取线路踏查、设立标准地调查，抽样查看林
《森林防火条例》《森林防火通告》录音广播１２场 木苗木受害现状等形式，分两次对保护区新造林地
（次）。在森林防火紧要期利用农政通信息平台和微信 ｜和成林地进行林业鼠兔害集中调查，应施监测调查
群发布气象预警信息１０条，联合康乐县、临潭县政府 面积４．１５万亩。完成监测调查面积４．１５万亩，监测覆
分别张贴《甘肃省人民政府２０１８年防火命令》１０张。 盖率达１００？？
增设防火检查点、加大巡护密度，严管野外火源，加
［【种苗产业】春季在九甸峡、磨沟保护站宜林地
｜大野外用火行为管理，确定管护人员，靠实责任，在 造林２０００亩，造林合格率９７苗木成活率９４？？省
四级以上高火险天气，野外禁止一切生产生话用火。 ｜ 林业厅检查组深入八度保护站大湾坡造林作业区，
排摸登记＂智障人员＂１１人，与智障监护人签订监 对２０１６年度中央财政造林补贴造林项目的造林作业
｜护责任书》１１份，加强监护，落实监护责任；开展技 设计、苗木保存率、保存面积、管护合同、档案管
能培训和实战演练，确保关键时刻能拉得出、用得 ｜理、自查验收、组织管理、资金使用等工作进行检

上、打得赢。监测火情，组织扑救，完善《莲花山保 查，各项指标符合技术要求。提供造林苗木１．５万株，
｜护区局重大森林火灾处置预案》；按照预防和扑救森 移补栽各类苗木５．６万株，外调苗木９．５万株。开展苗
林火灾、人员变动和防火实际需求，完善《钳肃莲花 圃病虫害防冶。
［项目建设】完成《莲花山保护区２０１８年中央财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扑救森林火灾预案》，明

确指挥都、前线指挥、各职能部门、扑火队伍的职责 政补助资金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甘肃莲花山国家
任务。制定森林火灾预测预报、预警响应及扑火实施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２０１８年度公益林管理实施方案》
等规范性文件；督促新建中南部森林防火通讯基站３ 欧州云杉良种示范林业技术推广项目报告》《２０１８

个，完成省林草局与保护局视频监控对接。对全局防
火机具进行检查维修，更换视频监控设施设备，实现
保护区森林防火视频监控全覆益；执行２４小时值班制
度和领导带班制度，连续３５年未发生重大森林火灾。

年中央预算内林业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２０１９

年度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补助申请资金数额及使用计

｜划项目报告》《２０１９年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补助申请资

｜金数额及使用计划项目报告》《关于申报２０１８年森林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２０１８年，林业有害生物发 植被恢复项目的报告》《２０１８年中央预算内林业打捆

生面积５２０亩，其中轻度发生３６３亩．中度发生１６９ ｜ 项目（小专项）》《甘肃莲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亩，重度发生２００亩；成灾面积２００亩，成灾率 ｜理局国家级公益林区划落界成果》《甘肃莲花山国
１．７５？？林业有害生物发生后，组织人员采取生物化 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２０１８年省级财政林业自然保护
学和生物防治相结合的方法进行防治，共完成有效 区补助资金项目实施方案》《甘肃莲花山国家森林
防治面积５４９２亩，防治率９９４无公害防治面积 公园林相改造作业设计》《莲花山保护区生态保护

５４６２亩，无公害防治率达到９９４５投入防治经费 教育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申报工作。

２２万元，防治效果较好。应施种苗产地检疫面积１２０ 莲花山景区连接公路暨Ｃ２４８线至莲花山景区道路工

｜亩，实施产地检疫１２０亩，种苗产地检疫率１０？？林 程建设项目顺利完工，协调落实后续相关工作。

－７２－

自然地理

科验冒传】全年，累计监测影像资料１３３份， 上报信息２６０条，省级网站采用４３条，国家级网站采
其中照片７０张，视频６３段。监测统计表３６份，分析报 用３６条；在保护局视频会议室参加省林草局组织召
告６份。利用＂３－１２植树节＂＂国际森林日＂＂６·５ 开的全省林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等视频会议８
世界环境日＂＂１２－４全国法制宣传日＂等，在辖区村 次，累计参加１８９人（次）；加强森林病虫害防治数据
社、林缘乡（镇）、学校宣传义务植树、绿色发展、 ｜库、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等相关应用系统的数据
｜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和野生动物保护。４月２４日、 ｜ 更新和维护，维护林业专网和财经专网，做好林业专

在莲麓镇开展以＂保护野生动物，守护绿水青山＂为 网提速。
主题的＂爱鸟周＂暨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活动。＂６·２６
国际禁毒日＂，莲花山保护局联合甘肃省森林公安局甘肃莲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领导班子成员

莲花山分局在保护区内开展＂远离毒品危害，共享健 名录
康人生＂的禁毒宜传活动。配合省林业和草原局与甘 党委副书记、局长

肃经济日报社共同开展《生态甘肃·美丽陇原——走 党委委员、副局长

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主题采访活动。９月，中国林

｜邹天福
ｉ秀生 马玉清（回族）

杨 沛 翼孝荣 董学仁

学会＂第四批全国林业科普（增补）授予莲花山保护

层副书记、纪委书记 高福才（回族）

｜称号，颁发匾额和证书。制定《甘肃莲花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科普基地工作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８年科普基地工作计划》《科普工作制度》等材

太子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局＂甘肃莲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普教育基地＂

（供稿：席 伟）

料。

【机构人员】甘肃太子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内设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室、计划财务科、组织
｜人事科、资源保护科、生态工程科、宣传科、工会、

团委、林业有害生物检疫站、产业开发科、科研中
｜心、林业调查规划队、防火办公室等，下设紫沟、东
湾、药水、松鸣岩、新营、甲滩、关滩保护站和槐山
子苗圃，有干部职工３８２人。

【区域位置］保护区位于临夏州与甘南州之间，
南与临潭县、夏河县、合作市、卓尼县毗邻、西连青
【规范化建设］开展党支部建设标准化达标工
作，修订补充完善管理制度４８项，加强干部队伍日常
管理，建立健全督促检查和跟踪问责机制。与局属各
单位、各党支部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蒂实
全面从严治党目标责任书》各１４份。元且、春节期

海省循化县，北邻康乐县、和政县、临夏县。地处东

经１０２°４３＇＇－１０３° ４２＇，北纬３５°０２＇＇￣３５？３６＇
之间。呈狭长形，东西长约１００公里，南北宽约１０公
里，总面积１２７万亩。

【气 候］地处温带，属大陆性季风气候，海拔

高，地形复杂，气候变化大。受地形影响，气候水平
间，为特困职工６人申报发放补助金，为退休和在职 和垂直变化显著，总的特点是寒冷阴湿多雨，无霜期
参保人员做好健康体检工作；７月，省林业厅党组表 短，热量不足，具有夏凉夏短，冬长冬冷，春季回暖
彰先进基层党组织１个、优秀共产党员２人、优秀党务 慢，秋季降温快，冬干秋湿之特点。
｜工作者１人。

年平均气温５．１℃，最热月（７月）平均气温

莲花山保护局被国家林业局确定为首批＂全国 ｜ １６．１℃，最冷月（（１月）平均气温－８．５℃，极端最低温
林业信息化建设示范基地＂；执行信息上报审签制度， 度－２５．７℃；≥０℃积温２５５８４℃，≥５０℃积温

＋７３－

康乐年鉴２ｗ

２３９８．７℃，≥１０℃积温１８１０．９℃。年平均降雨量６６０４
米左右，最高达１０３０．４毫米。

山种子植物总科数的２３８？？但其含有２３０属、５９６
｜种，分别占全部属种的６７８？？７４．２这表明种子

山体高大、阴山面宽，对临夏州南部气候影响
｜大。山区降水比较丰富，多为固体降雨，出峰常年白

植物种类趋向在有限少数科内。３０种以上６个大科，
占总科数比例仅为７．１但其包含属数占总属数的

雪皑皑。地处阴山的临夏县新发村年最高降雨量１０３０ ｜３３．６种数占总种数的３９４是太子山自然保护
毫米。年平均蒸发量１３７４．８毫米，年平均风速每秒１．３ 区种子植物区系中明显的优势科。含有２￣９种的少种

科有４１科，共８６属、１８４种，占总科数的４８８总属

米。

【土 壤】土壤母质类型主要有岩石化残坡母 数的２５．４总种数的２２９？？仅分科有２３科，总科
质、黄土性残坡积、风积、冲洪积母质和甘肃红层风 数的２７４总属数的６．８总种数的２９？？

化形成残坡积、冲洪积母质。在峰顶或平缓部位，风

保护区以天然林、人工林及高寒草甸草原为主。
｜化物没有大搬动或移位是残积母质，经过移位、搬动 植物群落划分为４个植被型组，８个植被型，２３个植被
｜的为坡积母质。分布土壤成土母质以残积和坡积母 亚型，４７个群系。植被分布：海拔２２００米－２３００米为
质为主，受海拔高度、气候条件和森林植被的影响， 河爷灌丛带，主要有：柳类、沙棘、忍冬、蓄蔽、小
｜土壤垂直带谱明显，主要有：高山寒漠土、高山草甸 柴等；海拔２３００米￣２５００米为软阔叶林带，主要有：

土、亚高山灌丛草甸土、山地棕壤土、黑土、红土、 山杨、白桦、落叶松、油松、杨树等；海拔２５００米￣

２７００米为硬阔叶林带，主要为红桦、糙皮桦；海拔

｜石质土。

｜ ［植 物 类型属于自然生态系统类一森林生态 ２７００米￣３１００米为亚高山寒温性针叶林带，主要为
系统类型。主要保护对象为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过 云杉、青扞．冷杉；海拔３１００米－３００米为亚高山矮

渡地带森林生态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珍贵稀有动 林带，主要为杜鹃冷杉矮林；海拔３３００米－３６５０米为
植物资源及其栖息地。生态系统复杂多样，物种丰富 亚高山灌丛带，主要为：陇蜀杜鹃、烈香杜鹃、紫丁

杜鹃、小叶金露梅、华西银露梅、高山柳、高山绣线

度极高，有物种１８００多种，占全省物种的５０．２５？？

有维管植物９５科、３５８属、８３８种、３３变种１亚种、 菊、窄叶鲜卑花等；海拔３６５０米－４１００米为高山草甸

｜３变型，包含引种栽培类群ｌ科、４属、８种，其中蕨 带，主要为苔草、莎草、早熟禾、珠芽蓼、风毛菊、

类植物１１科、１９属、３５种（含变种），占查出植物种 高山紫苑、高山韭、绿绒满以及蚤缀、红景天等垫状
的４．２？？代表种有：伏地卷柏、中华懈蕨、中华鳞 植物；海拔４１００米以上为裸岩积雪带。由上述植被垂

毛蕨、蜘蛛岩款等，其中玉龙蕨为新发现属种。裸子 直分布带格局可见，海拔２Ｓ００米以下地带群系基本属

植物３科、８属、１８种，占查出植物种的２．０代表 于华北植被区标志性植被类型，２５００米以上群系多为
｜种有：青扞、油松、刺柏、祁连圆柏等。被子植物８１ 青藏高原植被区的代表

｜科、３３１属、７８５种、３３变种、１亚种、３变型，占查

出植物种的９３．８？？主要优势种有：山杨、红桦、川
｜滇柳、甘肃山楂、李、西北蒿薇、高山绣线菊等。分

工１谓感我强】
：＂Ｎ６人矿可两可ｐｓｏｅｗ的

｜布的稀有濒危和重点保护植物有：玉龙蕨、南方山荷

叶、桃儿七、红花绿绒蒿、羽叶点地梅、紫班牡丹）
等３８种，其中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
（第一批）》中】级保护植物有玉龙藏。Ⅱ级保护植物
有２种；列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二

批）》中Ｉ级保护植物有：毛构兰、紫点杓兰、西藏
杓兰，Ⅱ级保护植物３２种。

【动 物】森林覆盖率较高，植被类型复杂多
保护区含１０种以上２０个大科和较大科仅占太子样，
子 样，水资源丰富，为动物生存提供隐蔽处、食物、饮

７４－

｜自然地理｜

｜水等生活条件。经调查，有脊椎动物２５目、５９科、 ｜开展森林资源监测保护和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等资

２０８种，其中鱼类１目、２科、１０种，两栖类２目、４ 源管护。开展在建国道３１０线高速公路工程建设项目
科、５种，爬行类２目、２科、３种，鸟类１４目、３３科、 （甘肃段）和康乐县北部农村供水改造提升工程建设
１３０种，兽类６目、１８科、６０种。
项目的监督管理。上报林政案件２件，开展《林业行
国家Ｉ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７种、即：雪豹、林 ｜政执法证》、主体资格证的换证。加大林政执法力度，
麝、金雕、白肩雕、胡兀暨、斑尾榛鸡、雉鹑。国家 依法拆除违章建筑６处，成功营造多年造林受阻区域
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２５种，即：黄喉貂、石貂、猴 人工林１．１５万亩，收回林地５２．５亩，解决矛盾纠纷３

狲、兔狲、豺、马鹿、鬣羚、岩羊、黑熊、黑鸢、苍 起。完成２次涉及保护区内４种类型、１２个坐标点的保

护区人类活动遥感监测实地核查。完成２０１８年度林地
猎华、游隼、红华、蓝马鸡、血雉、襄羽鹤、四川林 变更调查外业调查及内业成果数据整理上报，通过
鸮、鬼鸮、雕鸮。在３２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中，有鸟 国家林业局数据入库验收。
【生态环境整治］贯彻省林草局《关于进一步加
类２１种，兽类１１种。查明昆虫有１３目、１３１科、５０７
属、６８２种。
｜ 快推进太子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
【水源涵养】是全省中部地区天然绿色屏障，临 工作的通知》 和临夏州《关于限期完成自然保护区问
夏州重要水源涵养林基地，发挥着水源涵养、保持 题整改工作的督办通知》等文件精神，从２０１７年开始
｜ 水土、调节气候、碱碳贮氧、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 对保护区进行自查摸排，查出生态环境问题５２项，依
衡等作用，改善着临夏、定西乃至青海东部地区农牧 法依规进行清理整治。全年，保护区清理出生态环境
鹰、雀鹰、褐耳雀鹰、风头蜂鹰、秃鹫、高山兀鹫、

业气候条件，防止黄河中上游地区水土流失，减少刘 ｜ 保护问题５２项，通过省级验收销号４０项。巩固生态环

家峡电站大坝泥沙，维护黄河流域生态平衡。有天然 境问题整治成效，做好与地方政府沟通协调，推进生
｜林１０１．８６万亩，森林覆盖率３１．１７年平均降雨量 态环境问题清理整治和生态恢复进度。

６０毫米，水源涵养作用突出，黄河上游２条重要支 【种苗产业】下属８个单位（７个保护站１个苗圃）
流洮河和大夏河分别从保护区东南部和西北部过境， 设育苗点１４处，育苗面积１８１５．７亩，培育各类苗木
年过境水量６２亿立方米，发源大小河（溪）流２００多 １１７亩，占任务的１７０？？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监测调查保护区内野生动
条，年自产水量７．１８亿立方米，汇集成洮河、大夏河
主要支流，以和政县南阳山为分水岭，其中南阳山 ｜ 植物疫源疫病，林业有害生物发生面积４．１２万亩，发
以东杨家河，胭脂河（麻山沟河），苏集河（八松河、 生危害中度和重度的林业有害生物共防治２．８万亩
鸣鹿河、药水河），大南岔河（小峡河、大峡河），小 ｜（次）。加强调出苗木检疫管理，对所有调出的苗木根

南岔河、新营河、牙塘河流入洮河；南阳山以西牛津 据《国内森林植物检疫技术规程》的规定进行抽样检

河、槐树关河、多支坝河、老鸦关河（莫尼沟河）流 查，检疫率１００？？３月，参加省林检局在酒泉举办的
人大夏河。保证着临夏州三分之二以上的灌概用水 ＂全省十九大精神及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知识竞赛＂获
和生活用水，满足２１座水电站发电用水。牙塘水库为 三等奖。开展林业有害生物预测预报２次，按省林草
南阳渠唯一水源。南阳渠总长５６．３８公里，年调水量 局要求分两个阶段开展松材线虫病普查。
４６００万立方米，从太子山保护区埋设引出２６条人畜 【科 研】开展标本采集，采集林木标本１８１号
｜饮水管道，供给着全州２７个乡（镇）、１８２个自然村的 ｜７４０余份，草本植物标本４２０号１２６０余份，拍摄照片

１２．９１万亩农田，约１３０多万居民和３０万头牲畜饮水， ３００余张。开展自列科研项目落叶松鞘蛾生物学特
供水人口约占全州人口的７０供水面积约占７５？？ 性及防治研究等５项林业试验项目检查验收。完成野
【保护管理】实行局、站、段（点）三级管理保 生动物红外线相机监测计划验收工作。全年，收报

护体系，保护局下７站１圃，设有乌龙沟、新营关木材 １４６次，共监测到野猪、鹿、环颈雉、血稚等动物。

检查站。各站（腼）下辖４２个保护段（点）。２０１８年， 委托国家林草局规划院开始编制《保护区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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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二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通过评审。保护区

【规范化建设］实施２０１６中央财改补助资金建设

一期建设科研设备政府采购项目供货全部完备，标 ｜项目，投人资金２５０万元，建成森林防火指挥中心，
｜本陈列馆主体完工，与相关设计单位协调联系设计 购置配备无人机３架，建成森林防火自动监测预警平
装饰，
台和高清云台监控塔２座。
【鑫林防火］６月，印发《２０１８年＂安全生产月＂
建成巡护监测云平台，开通林业专网，向甘肃

活动和＂安全生产陇原行＂活动实施方案》，完成１０ 林业网选报信息１２９条，被采用３４条。管理局门户网
项＂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开展＂安全生产陇原 站目前首页访问量５９３６９５人（次），１０个一级栏目平
行＂活动。７月汛期，向各单位连续５次下发 《筋汛工 均访问量９３００人（次）。利用＂两微＂、微视频等新兴
作紧急通知》，保护区遭受强降雨引发暴洪泥石流灾 传播媒介进行宣传，每期阅读量３５０人（次）以上。
害后，３次向省林草局上报灾情。印发《关于认真汲 利用短视频软件制做短视频１３部，平均播放量８００次
取＂兰州巿皋兰县建筑工地车库顶棚坍塌２人死亡＂ 以上。建成智能信息化平台，举办６期、共２００人
事故教训的通知》。１０月３０日，召开森林防灭火工作 （次）参加的信息化建设系统应用培训。更新规范互
会议。完成省级财政森林防火补助资金项目实施。开 联网网站传播平台。
｜展防火集中宜传，发放宣传手提袋围裙雨伞７０００余

件，拆页４００余份，做到防火宣传进村社、进校入 甘肃太子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领导班子成员
｜户。签订《森林防火责任书》１８４份、《森林防火联 名录

防协议书》１０８份。举办应急扑火队员培训班和应急 党委副书记、局长 敏正龙（回族）

演练，开展森林防火工作明察暗访５次。签订《安全 党委委员、副局长 王呈荣 卜万贵

生产责任书》，成立安全生产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工
｜作方案和实施意见。１１月，开展安全生产应急培训和

演练。举办＂安全生产月＂摄影展、行业宣传系列活

马得海（东乡族）
马学俊（回族）
员、纪奏书记 马生衍（回族

｜动。与各单位签订《禁种铲毒工作责任书》，开展禁 党委委员
种铲毒宣传建档工作。

赵文年

（供稿：陈世豪）

｜中国共广党康乐县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康乐县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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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康乐县委员会
重要会议

｜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的试行办法》；省委书记
林释在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２０１７年第四次会议上的讲

话；林铎、唐仁健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加
【县委理论中心组学习暨县委常委（扩大）会 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专题讨论会上的讲话；全省
设］１月８日，县委理论中心组学习暨县委常委（扩 创新扶贫产业组织形式推动农村＂三变＂改革现场交
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 流会精神；省委办公厅《关于庆阳市政府原副市长王
本》第七、第八部分；中央经济工作、农村工作、政 谦严重违纪案件及其教训的通报》精神；临夏州＂两
治局民主生活会精神；《习近平主席２０１８年新年贺 会＂精神；全州宗教工作会议精神；研究康乐县贯彻
词》《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意见，全州金融工作会议精神；提交推进＂两学一
｜进一步纠正＂四风＂、加强作风建设重要指示的通知》 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联系点的请示，《康乐县
《中办、国办、中央军委办关于印发中国人民武装警 深入推进抓党建促脱贫攻坚工作实施方案》《县工

察部队兵力需求军地对接工作规定（试行）的通知》 会改革方案》《县残联第六届主席团和执行理事会
及省委书记林铎、州委书记杨元忠重要批示；省委办 组成人员候选人名单的报告》《县残疾人联合会第
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共甘肃省委常委会 六次代表大会的请示》《关于废止和宣布失效一批
党内规范性文件的请示》《县政府关于上报嘉兴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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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乡（镇）及县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园住宅小区审计发现有关问题整改建议的请示》，苏乡（镇）
勇、金光元挂职分工和联系乡（镇）事宜，《开展
【具委理论中心组学习暨县委常委（扩大）会
＂迎新春送温暖促脱贫＂大走访大调查活动方案》。 议］２月１日，县委理论中心组学习暨县委常委（扩

吴国竣、马雪青、石恒平等全体县级领导，各乡 大）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吴国峻主持。集体学习党
（镇）、各县直单位负责人参加。
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
｜【全县控保辍学工作会议】１月１２日，全县控保 卷）》第一部分，《中国共产党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
辍学工作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吴国峻作重要讲话， 二次全体会议精神》《州委办公室关于认真学习贯
县委副书记、县长雍桂英主持。传达全州控保辍学 彻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精神的通知，全省精准扶贫
动员部署会议精神和《康乐县关于进一步加强控保 领域监督检查临夏州八县（市）反馈会精神，《中共
辍学工作实施意见》，与相关责任单位签订《目标责 临夏州委常委会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办
任书》。全体县级领导，县控保辍学领导小组全体成

法》的通知；听取副县长唐俊汇报全县控保辍学情

员，１５个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和１５２个村 况、副县长马昱汇报全县婚姻专项治理情况。马雪

青、雍桂英、石恒平等全体县级领导，各乡（镇）及

党支部书记参加。

【县委理论中心组学习暨县委常委（扩大）会 ｜县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议】１月２２日，县委理论中心组学习暨县委常委（扩
【州委考核康乐县州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大

大）会议召开。县委副书记、县长雍桂英主持。集体 会ｌ２月５日，州委第五考核组考核康乐县州管领导
学习＂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和《党的十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党风廉致建设工作，召开考核
九大报告辅导读本》及习近平总书记署名文章《弘扬 大会。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考核组副组长马虎成主

＂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 ｜持。具委书记吴国峻汇报全县２０１７年工作任务完成情
会精神，《仲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况、县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
意见》《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甘肃省 ｜ 党的建设等工作，并作个人述职述廉报告；县委副

实施（中国共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规 书记、县长雍桂英汇报全面落实州委、州政府工作部

则》办法的通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厂关于 署，完成年度工作目标任务、全县精准扶贫精准脱
认真学习贾彻统计违法违纪责任人处分处理建议的 ｜贫、重大项目建设等工作，并作个人述职述廉报告；

办法》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纪委从虞 随后，县人大、政协等考核对象提交书面述职述廉材
海燕金晋哲严重违纪案件解析兰州政治生态专题调 料，全体参会人员民主评议州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
研报告的通知；传达学习省委十三届四次全体会议 部政绩、党风廉政建设工作。马雪青、石恒平等全体
暨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省委工作暨扶贫开发工作会 县级领导、县委委员、候补委员，县纪委、监委领导
议精神，州委经济暨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和州脱贫攻 ｜班子成员、纪委委员，县委工作部门、政府组成部
坚领导小组２０１８年第一次、第二次会议精神，州委 门、政府直属事业单位负责人，人民团体负责人，各

｜办公室关于印发２０１７年度县（市）党委书记抓基层党 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及近两年离退休县级
｜建工作述职述评议大会的通知》，州纪委转发《中共 干部、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约１６０人参加。

甘肃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印发（关于加强民族宗教领

［全县２０１７年度干部选拔任用＂一报告两评议＂

域监督执纪问责落实统一战线工作问责规定意见》 ｜大会！２月５日，全县２０１７年度干部选拔任用＂一报告
的通知，州委办、州政府办转发《中共甘肃省委办 两评议＂大会召开。县委书记吴国峻主持，并代表县
公厅、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甘肃省重点项目 委常委会报告２０１７年度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情况。州委
建设和脱贫攻坚工作督查问责方案》的通知》《州纪 组织部信息中心主任张强到会监督；马雪青、雍桂
委、州委组织部、统战部关于党员签署不信仰宗教承 英、石恒平等全体在家县级领导，县委委员、候补委
诺书的通知。马雪青、石恒平等全体县级领导，各 员，县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县纪委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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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子成员，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各乡（镇）

工作总结表彰大会召开。县委书记吴国峻作重要讲
党委书记、乡（镇）长，县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参 话，县委副书记、县长雍桂英主持，县委常委、政法
加。
委书记、公安局局长李光玺部署全县扫黑除恶工作。
【县委常委会班子２０１７年度民主生活会］２月５ ｜传达中央经济、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全省经济工作会
日，县委常委会班子２０１７年度民主生活会召开。州委 议精神、省委农村暨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州委经
｜常委、州纪委书记、州监委主任魏建宝到会指导。县 济暨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宜读 《２０１７年获得州级及州

委书记吴国峻主持，代表县委常委班子作对照检查， 级以上荣誉的集体和个人名单》《俱委、县政府关于

｜表彰２０１７年度先进村和优秀村干部、优秀村党组织第
委１１人参加，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雪青，县政协主 一书记的决定》《县委、县政府关于表彰２０１７年度脱
并作个人对照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县委各常

｜贫攻坚优秀工作者的决定》。康丰乡副乡长、扶贫工

席石恒平列席：

【全省旅游严业发展视频会议】２月８日，县上组 作站站长马小鹏，上湾乡副乡长、马巴村包村干部姬

织参加全省旅游产业发展视频会议。县委书记吴国 ｜姮姮，县文联干部张睿、康丰乡综治干事李娟作精准
峻，县委副书记、县长雍桂英，县政协副主席何耀 扶贫个人先进事迹报告。大会代颁部分获得州级以
春，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安俊及县委宣传部、组织 上荣誉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奖项。全体县级领导干
部等县直相关单位负责人参加。
部，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及副科级干
【县委常委（扩大 会议】２月１２日，县委常委
（扩大）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吴国峻主持。研究县委

部，县直及省州驻康各单位副科级以上干部，各村
支部书记、村主任，１５２个驻村工作队队长参加。

第十五届六中全会、县委经济、农村、扶贫开发工作 ［全县宗教工作会议 ３月６日，全县宗教工作会
会议暨２０１７年度工作总结表彰大会筹备方案，县委常 议召开。县委书记吴国峻作重要讲话，县委常委、统
委分工和县级领导联系乡（镇）安排。县人大常委会 战部部长马荣主持。传达学习全州宗教工作会议精
主任马雪青，县政协主席石恒平，县委各常委，政府 神、《州委、州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全州宗教
各副县长，县委办、政府办、组织部有关人员参加。 工作的实施意见》。省宗教局副巡视员海占德作辅导
｜【全县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２月１３日，全县 培训。县西大家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各乡（镇）党

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召开。县委书记吴国竣主持， 委书记、乡（镇）长和统战民族宗教工作办公室主
全体县级领导，各乡（镇）、县直及省州驻康各单位 任，县直部分单位负责人，重点宗教活动场所教职人

员或管委会主任，县委统战部、县民族宗教局干部职

负责人参加。

【十五属县委第六次全体会议」３月１日，中共康 工参加。

乐县十五届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召开。传达学习

全县２０１８年脱贫攻垩誓师大会】３月９日，全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省经济工作会议、州委经济工 县２０１８年脱贫攻坚誓师大会召开。县委书记昊国峻
｜ 作暨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听取审议通过县委常委会 作动员讲话，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丰忠主持。吴园峻
２０１７年工作报告。县委委员、候补委员，不是县委 与县委、县政府分管领导、各乡（镇）、行业部门签

委员、候补委员的县级领导，人大办、政协办主任、 订《康乐县２０１８年脱贫攻坚责任书》；县委常委、统

四办各副主任，县委各部（委）办、人民团体，县政 战部部长马荣带领全体与会人员宜誓。全体县级领
府组成部门、直属事业单位及省州驻康各单位党组 导，１５个乡（镇）党委书记、人大主席、乡（镇）
织主要负责人，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及 ｜ 长、扶贫工作站站长，县直及省州驻康各单位负责
县十五次党代会部分基层党代表参加。
人，１５２个村党支部书记、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社
｜［县委经济、农村、脱贫攻坚、扫黑除骤工作会 脱贫攻坚小组长等１３００多人参加。
议暨２０１７年度工作总结表彰大会】３月１日，县委经
【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２０１８年第一次会
济、农村、脱贫攻坚、扫黑除恶工作会议暨２０１７年度议】３月１３日，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２０１８年第
｜－７９－

康乐年鉴

局、电力公司负责人列席。
一次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吴国峻主持。县政协主席石局、
恒平等全体县级领导，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
【全县脱贫攻坚工作推进会议］５月１４日，２０１８
组长、副组长，各成员单位负责人，各乡（镇）党委 年全县脱贫攻坚工作推进会召开。县委书记昊国峻
书记、统战民族宗教工作办公室主任，县委统战部、 作重要讲话，县委副书记苏勇主持，县委常委、副县

长张丰忠传达省委、省政府办公厅《关于２０１７年市

民宗局副科级以上干部参加，

【全省＂转变作风改善发展环境建设年＂活动动 （县）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情况的通
｜员大会】４月８日，县上组织参加全省＂转变作风改善 报》，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马荣部署全县脱贫攻坚

发展环境建设年＂活动动员大会视频会议，并召开当 突出问题整改工作。全体县级领导，各乡（镇）党委
前重点工作安排部署会议。县委书记吴国峻，县人大 书记、乡（镇）长、扶贫工作站副站长，县直及省州
常委会主任马雪青，县委副书记、县长雍桂英及全体
县级领导，各乡（镇）及县直单位负责人参加。

驻康各单位主要负责人，１５２个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
长参加。

［县委常委（扩大）会暨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第
【省委第九巡视组巡视康乐工作动员会议］４月
２４日，省委第九巡视组巡视康乐县工作动员会召开。 五次会议｜５月１８日，县委常委（扩大）会暨２０１８年
县四大家领导班子成员，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 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吴国
及其他在职县级干部，四办主任，县纪委监委和县委 峻主持。集体观看州委基层作风督察组视频资料，
组织部班子成员，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 传达临夏州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精神，讨
长，县直单位负责人，近三年退休干部和非领导干 论脱贫攻坚有关方案。马雪青、石恒平及全体县级领
部代表，巡视联络组成员、巡察办主任参加。
导，县委办、县政府办、扶贫办等相关单位负责人，
【县委常委（扩大）会议］５月１２日，县委常委 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参加。

扩大）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吴国峻主持。传达学习
【中建集团调研考察康乐县正点帮扶工作座谈
省委办公厅关于印发杨晓渡、徐令义同志在调研座 会议】５月２２日，中建集团调研考察康乐县定点帮扶

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省委书记林绎在全省脱贫攻 工作座谈会召开。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丰忠主持。中
坚工作推进会上的讲话精神，２０１７年全省扶贫工作成 建集团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周辉，甘肃建筑职业学院
效考核约谈会精神，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 党委书记、院长田树涛，县委书记吴国峻，县委副书
于２０１７年市（县）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 记、县长雍桂英，副县长昊文君参加。
｜核情况的通报》精神；讨论吴国峻同志参加２０１７年全

《省州单位帮扶康乐县脱贫攻坚工作推进会议】

省扶贫工作成效考核约谈会后的体会材料，康乐县 ５月２３日，省州单位帮扶康乐县脱贫攻坚工作推进会
｜ 贯彻脱贫攻坚工作推进大会精神做好整改工作的措 召开。省直机关工委副书记周见明主持，省委常委、
施及工作进展材料，县政府《关于上报康乐县外地县 省军区政委蒲永能讲话。县委书记吴国峻汇报全县
级领导干部公寓楼安排方案的报告》，县政府《关于 ｜脱贫攻坚和帮扶工作情况，省直４个帮扶单位及州上８

｜收购康乐县盛世蓬花文化体育中心四楼篮球馆的请 个帮扶单位负责人分别汇报各自帮扶措施、帮扶成

示》，县政府《关于审定康乐县盛世莲花文化体育中 效。临夏军分区司令员盖立民，州委常委、纪委书

心土地出让金评估价格的请示），县政府《关于上报 记、监委主任魏建宝，州政协副主席马文科出席；县

康乐县全面开展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实施方 领导吴国峻、马雪青、雍桂英、石恒平、苏勇、张丰
案的报告》。全体县级领导，各乡（镇）党委书记、 忠、李元波等，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及
乡（镇）长，县委组织部、县纪委、县发改局、财政 ｜县直各单位负责人参加。
｜【县委常委（扩大）会议］５月２８日，县委常委
｜局、扶贫办、水务局、住建局、人社局、农牧局、兽
医局、教育局、卫计局、民政局、交通局、文广局、 （扩大）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吴国峻主持，传达全州
农工办、林业局、商务局、旅游局、国土局、环保 ｜ 环境卫生整治会议精神，部署全县卫生整治、危旧房

－８０－

中国共产党康乐县委员会｜

［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７月２０日，

｜排危、户籍专项行动等工作；县委常委、政法委书

记、公安局局长李光玺传达全州户籍专项清理整顿 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召开。县委书记昊
安排会议精神并部署工作；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马 ｜国峻主持。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丰忠，县委常委、宜
凌鹏传达全州村＂两委＂干部宗教活动场所交叉任职 ｜ 传部部长宋永强分别传达州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

清理整顿工作集体约谈会议精神；县委常委、纪委书 室《关于近期脱贫攻坚工作需要关注的几项工作的
记、监委主任金光元通报全县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情 函》和全省精神扶贫现场会议精神；审议通过县委常
况；讨论县妇联《关于召开县第十四次妇女代表大会 委、统战部部长马荣提交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村民知
的请示》。马雪青、石恒平等全体县级领导，各乡 情大会提高群众满意度的实施方案》和拟召开全县

（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宗教办主任、民政办 脱贫攻坚当前重点工作调度会议方案。审议县农牧
主任、县直各单位负责人参加。
｜局负责人提交的《康乐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精准链接
【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６月４日，县 帮带贫困户产业发展实施意见》，县扶贫办负责人提

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召开。县委书记昊国 交的《康乐县２０１８年第三批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计
峻主持。传达学习省州相关会议精神，讨论县财政、 划》《康乐县２０１８年东西扶贫项目协作计划》的请
扶贫等部门相关工作方案、办法，听取２０１７年以来扶 ｜示；听取各乡（镇）党委书记关于危旧房改造及排
贫领域发现问题整改情况等工作汇报，各乡（镇）党 危、牛羊引进、２０１７年数据信息核查核准及受益户录
委书记和相关部门负责人汇报脱贫攻坚整改和重点 ｜入和帮扶责任人信息修改、庭院硬化、＂一户一策＂

任务落实情况。马雪青、石恒平等全体县级领导，县 的完善及动态管理等２１项重点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县
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及成员单位负责人，各乡（镇）党 人大常委会主任马雪青，县政协主席石恒平等全体
委书记、乡（镇）长参加。
县级领导，各乡（镇）党委书记，县直相关部门负责
【县委理论中心组学习暨县委常委（扩大）会

人参加。

议］７月２０日，县委理论中心组学习暨县委常委（扩
【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中央省委州委深化机构改
大）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吴国峻主持。集体学习《 ｜革精神会议］７月２１日，县上召开全省领导于部学习
近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贯彻中央、省委、州委深化机构改革精神会议。县委
｜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 书记吴园峻主持。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丰忠传达全州

在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中共 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中央深化机构改革会议精神，部
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 署全县机构改革工作。全体县级领导，各乡（镇）党
意见》，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的重要 委书记、乡（镇）长，县直及省州驻康单位负责人参
讲话精神，《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甘 ｜加。
肃省治理高价彩礼推动移风易俗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县委常委（扩大）会议］８月３日，县委常委
及州委书记杨元忠批示，《州委关于省委第一巡视 （扩大）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吴国峻主持。集体学习
组反馈意见整改情况的通报》《州作风办关于转发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
省作风建设年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暗访督察中 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时作出的＂八个着
发现的干部作风问题的通报的通知《州委、州政府 力＂重要指示精神、《省委统战部关于坚决禁止向
办公室关于认真贯彻落实省委书记林铎批示精神切 未成年人传播宗教思想推动解决宗教领域违规违法
实做好防汛工作的通知》；专题研究环保工作；听取 问题的通知》及州委书记杨元忠指示精神，州十五届

旅游扶贫大通道建设情况，省委巡视组移交２７件信访 人大三次会议精神，《州委、州政府关于实施乡村振
线索核查处理情况等汇报。全体在家县级领导，各乡 ｜兴战略的意见》《州委办、州政府办关于严格执行殡
（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县直及省州驻康单位 葬改革制度进一步规范党员干部操办丧事活动的通
负责人参加。

知》；听取２０１８年上半年全县党委督察工作汇报和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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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饲工作计划情况，讨论 《康乐县加快推进生态文明 府办、农牧局、扶贫办、信访局负责人，１５个乡

建设的贯彻意见》等。县委各常委，人大、政协主要 （镇）党委书记、２８个村上访群众、包村组长、驻村
领导、政府各副县长，县委办、县政府办、国土局、 工作队队长和村党支部书记参加。
教育局、民政局、农牧局负责人参加
｜【五届具委第七次全体会议］８月１１日，中国
［全县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８月４日，全县领 共产党康乐县十五届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召开。
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召开。县委书记吴国峻主持。县 传达学习中共甘肃省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
委常委、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金光元传达全州领导 议精神和州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精神。
干部警示教育大会精神，通报２０１７年全县纪检监察机 ｜ 县委书记吴国峻受县委常委会委托向全会作工作报
｜关查处的案件情况及典型案例。全体县级领导，各乡 告。不是县委委员、县委候补委员的县级领导和有关

（镇）党委书记、乡（镇）长、纪委书记，县直单位 单位负责同志，具纪委常委、县监委委员，县第十五
负责人，县纪委常委、县监委委员、１５２个村党支部 次党代会部分基层代表列席，

【县安委会第三次全体 （甫太）会议］８月１１日，

书记参加。

【全县生态环境保护大会】８月４日，全县生态环 县安委会２０１８年度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县
境保护大会召开。县委书记吴国峻主持。传达全国和 委书记吴国峻作重要讲话，县委副书记杨天雄主持。

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全州生态环境保护大 传达县安委会《关于在全县安全生产领域开展风险
｜会精神，宜读《康乐县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贯彻 隐患大排查责任落实大检查突出问题大整治的通

意见》。全体县级领导干部，各乡（镇）党委书记、 知》；通报２０１８年上半年安全生产工作开展情况。全

乡（镇）长，县直单位负责人，１５２个村党支部书记 体县级领导，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安
参加：
监站站长，县直及省州驻康各单位负责人，县安监局

｜【全县伊斯兰救工作专题会议］８月４日，全县伊 ｜干部职工参加。
斯兰教工作专题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吴国峻主持。副 【县委中心组学习暨县委常委（扩大）会议］８
县长马昱传达学习《中共临夏州委统战部（（关于进一 月１７日，县委中心组学习暨县委常委（扩大）会议
步防范处置宗教活动场所向未成年人传播宗教的通 召开。县委书记吴国峻主持。集体学习习近平谈治
知》的通知》《省委统战部关于坚决禁止向未成年人 国理政（第二卷）》 《省委办公厅、省人民政府办公
｜传播思想推动解决宗教领域违规违法问题的通知》 厅印发关于甘肃省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实施方案
｜和州委书记杨元忠的批示、《州委统一战线工作领 的通知《省委办公厅关于在工作中进一步规范使

导小组关于对广河三甲集镇宗家村宗家清真大寺等 用有关表述的通知》《省委办公厅关于认真对照十
违规举办＂三类班＂问题的通报》《州委统一战线工 九届中央第一轮巡视反馈问题深入开展自查皂纠活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对全州伊斯兰教活动场所 动的通知》等；听取扫黑除恶、＂放管服＂、全县农
｜＂三化＂倾向问题进行集中整治的通知。县委常委、 ｜家乐经营发展情况、宗教工作及五户乡土豆种植情
统战部部长马荣通报全县伊斯兰教工作方面存在的 ｜况等工作汇报；研究城东、城南、城西出口整治工作
问题，部署当前伊斯兰教重点工作。全体县级领导， 方案。马雪青、石恒平等全体县级领导，县委理论中
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纪委书记，县直 ｜心组成员参加
单位负责人，１５２个村党支部书记参加。
【全暴２０１８年教育工作暨庆祝第３４个教师节表
｜【全县扶贫领域信访群众座谈会议】８月７日，全 彰大会】８月３０日，全县２０１８年教育工作暨庆祝第３４
县扶贫领域信访群众座谈会召开。县委书记吴国峻 个教师节表彰大会召开。县委书记吴国峻作重要讲
主持。部分上访群众说明诉求，县委常委、统战部部 话，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马荣主持。宜读《关于表
｜长马荣通报全县到户产业奖补及牛羊引进进展。县彰先进集体、优秀教育工作者和优秀教师的决定》
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金光元及县委办、县政 关于对康乐一中、康乐中学、附城初中发放学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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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的决定》《关于资助贫困优秀大学生和贫困 督察组反馈问题清单整已
普通大学生的决定》。马雪青、石恒平等全体县级领
全体县级领加；县人大、县政协主要领导，政府各副县长，县法
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县直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列
导，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县直及省州
驻康单位负责人，捐贷助学企业家代表、受表彰的教｜席。

师，中小学校长（园长）、部分学校名誉校长，康乐
［省委第九巡视组巡视康乐县反馈会议】１０月１０
日，省委第九巡视组巡视康乐县反馈会召开。州委常
一中、康乐中学、附城初中部分师生等参加。
【全县扫黑除恶工作集体约谈会议】９月１日，全 委、纪委书记、州监委主任魏建宝做重要讲话；县委

县扫黑除恶工作集体约谈会召开。县委书记吴国峻 书记吴国峻主持，并表态发言。省委第九巡视组组长

姜毅反馈巡视情况，并提出整改要求；县人大常委会
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１５２个行政村包 主任马雪青，县政协主席石恒平等全体县级领导，纪

｜主持。全体县级领导，县直及省州驻康单位负责人，

｜ 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领导成员，四办主任，县直部

｜村组长参加。

【县酸贫攻坚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９月７日， 门负责人、巡视联络组成员，巡察办主任，乡（镇）
｜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召开。县委副书 党政主要负责人，近３年退休干部和非领导干部代表
记马得祥主持。传达学习省委书记林铎和州委书记 参加。
杨元忠在《省委办公厅调研＂一户一策＂精准脱贫帮 【临夏州考核验收康乐县２０１８年脱贫攻坚工作

扶计划贯彻落实情况的报告》上的批示精神、《县败 汇报徐议］１０月２０日，临夏州考核验收康乐县２０１８年
｜贫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扎实作好建档立卡户危房改

脱贫攻坚工作汇报会召开。州第三考核验收组组长、

造和农村其他危房精准识别工作的通知》《省扶贫 州委常委、副州长邱武伟主持。听取全县２０１８年脱贫
办关于集中开展贫困人口识别退出突出问题专项整 攻坚工作汇报。州第三考核验收组成员，县委书记吴
治活动的通知》；提交讨论《关于进一步加强＂一户 国峻，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雪青，县政协主席石恒
一策＂精准脱贫帮扶计划工作的通知《关于开展精 平，县委副书记马得祥，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丰忠，

准识别精准退出问题核查整改工作的通知》和《康乐 各乡（镇）、县直部门负责人参加。
县农户庭院硬化补助实施方案》。全体县级领导，县 【县委常委（扩大）会议］１０月２４日，县委常委
直相关单位负责人，县委宣传部、组织部、县纪委监 （扩大）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吴国峻主持。学习基层
委分管负责人，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参 党建工作专题，自学《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
加。
第五部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县器常委（扩大〉会议】９月１９日，县委常委 三十讲》第二十八讲；传达省委组织部关于《临夏州
（扩大）会议召开。集体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农村党建工作明察暗访报告》、省委组织部第二明察

《第二卷）》第六部分，《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 调研组《关于对临夏农村党建工作调研情况的报告》、
关于印发甘肃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导工作方案的 州委农村基层党建工作约谈推进会精神，迎接中央

｜通知》《州委办公室关于学习宣传贯彻执行中国共 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工作专题；传达学习中央第一巡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通知》，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 视组对甘肃省开展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工作动员会精
｜ 纪律处分条例》《州委办公室关于印发中共临夏州 ｜神、中央第二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精神。县委各常

委巡察工作规划（２０１７—２０２１）的通知《州委、州 委，县人大、县政协主要领导，各乡（镇）党委书
｜政府关于印发临夏州污染防治攻坚方案 的通知》 记，县委办、政协办、纪委监委、组织部、巡察办、
《临夏州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察检查制度办法》等相 扶贫办负责人参加。
关文件；研究省委第九巡视组巡视康乐县反馈问题 （县委常委会班子党的建设专题民主生活会】１０
整改落实方案和整改台账，省环保督察组交办康乐 月３０日，县委常委会班子党的建设专题民主生活会

县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整改清单；听取州委基层作风 召开。县委书记昊国峻主持。传达学习省委书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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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上的讲话精神，领学《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
铎、省委副书记孙伟批示精神和省委组织部第二明
员
察调研组《关于对临夏州农村基层党建工作调研情 作条例》《党委党组讨论决定干部任免事项守则》
况的报告》、省委组织部第七暗访督察组《关于对康 《钳肃省公务员调任规定（试行）实施细则》。县人大
乐县农村党建工作暗访督察的报告》；县委书记吴国 常委会主任马雪青，县政协主席石恒平及县委办负
峻代表班子进行对照检查，各常委依次进行对照检 责人列席。
【县委理论中心组学习暨县委常委（扩大）会
查和相互批评。县委各常委参加，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议）１１月１３日，县委理论中心组学习暨县委常委
｜【全县领导干部大会】１０月３１日，全县领导干部 （扩大）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吴国峻主持。集体学习
大会召开。州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黄宝树作重要讲话，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七讲》 第五
州委组织部副部长马斌宜布州委对康乐县政府主要领导 讲，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广东时的重要讲话和在首届
同志调整的决定：马晓璐同志任中共康乐县委委员、常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精神；
委、副书记，提名为县人民政府县长候选人，雍桂英同 《关于做好深刻认识美国对华政策新动向，扎扎实实
志不再担任中共康乐县委委员、副书记和县人民政府县 做好自己的事情学习材料使用规则的通知》；讨论县
长职务。县委书记吴国峻主持。县四大班子领导及全体 委贯彻实施《中国共产党（党组）理论中心组学习规
县级领导干部，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县 划》办法；《康乐县２０１８年１１—１２月重点工作计划和
直及省州驻康各单位负责人参加。
重点项目计划》。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雪青，县委副
马雪青，县政协主席石恒平及县委办负责人列席。

【全县转变作风改善发展环境建设年活动推进 书记、代县长马晓璃，县政协主席石恒平，县委各常

会暨警示教育大会】１１月５日，全县转变作风改善发 委、县委理论中心组各成员参加；县直相关单位负责
展环境建设年活动推进会暨警示教育大会召开。县 ｜人列席。
【县委理论中心组暨县委常委 （扩大）会议］１２
委书记吴国峻主持。传达学习州委办公室《关于进一
步改进作风全力推动工作落实的通知》，通报州委基 月２日，县委理论中心组暨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召
层作风督察组一、二轮移交问题整改情况和近期省、 开。县委书记吴国峻主持。集体学习《习近平新时代
州县纪委监委有关违规违纪方面的典型案例。县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第六讲、习近平总书
大常委会主任马雪青，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马晓璐等 ｜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九次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中

全体县级领导，各乡（镇）及县直单位主要负责人参 央办公厅《关于陕西省委、西安市委在秦岭北麓西安

境内违建别墅问题上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及开展违建
【县委巡视整改动员部署大会】１１月５日，县委 别墅专项整治情况的通报》，习近平在参观庆祝改革

加。

巡视整改动员部署大会召开。县委书记吴国峻作重 开放４０周年大型展览时的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
要讲话，，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马晓璐主持。宜读县委 ｜同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
整改领导小组名单和县委《关于省委第九巡视组对 ｜ 谈话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
康乐县巡视反馈意见的整改落实方案》。全体县级领 ｜例（试行）》《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全省

导，各乡（镇）、县直各单位负责人参加。

各地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和＂八个
【县委常委会班子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１１ 着力＂重要指示精神的督察报告》和州委书记杨元忠
月８日，县委常委会班子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召 批示精神，全省抓党建促脱贫攻坚经验交流会议精
开。县委书记吴国峻主持，并代表班子进行对照检 神。全体县级领导，县委理论中心组学习成员参加。

查，各常委依次进行对照检查和相互批评。专题学习 ｜【县委２０１９年工作务虚会议】１２月２日，县委
省委书记林铎在省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２０１９年工作务虚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吴国峻主持。
暨第二轮巡视工作动员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和在中央 讨论 《２０１９年重点项目任务分解表》《慷乐县２０１９年
｜第一巡视组对甘肃省开展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工作动 脱贫攻坚实施方案》；听取机关规范化建设、五户乡

－８４－

中照共广文率乐是委员会１
｜土豆种植、啤特果种植可行性、母牛发放和粮改饲工 川介绍《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助力康乐县精准扶
川；
｜ 作、＂一拆四改两化＂、城市管理全域无垃圾等工作 贫工作高级技能人才培训班实施方案》，中建二局人

汇报。县委各常委，县人大、县政协主要领导，县政 力资源部总经理助理许林介绍《康乐县智力扶贫三
府各副县长，五户乡党委书记，四办主任和县直有关

方协议书》。县委副书记苏勇，副县长吴文君及县扶

单位负责人参加。

贫办、人社局、教育局、劳务办等单位负责人参加。

【十五届县委第二轮巡察工作汇报会议】１２月２０

｜【州领导慰间］２月８日，州人大常委会主任马明

｜日，十五届县委第二轮巡察工作汇报会召开。县委书 杰，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建华，州人大常委会秘
记吴国峻主持。听取十五届县委第二轮巡察组巡察 书长王文红来康乐县，慰问部分群众代表。县委书记

各单位情况汇报。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马凌鹏，县 吴国峻陪同。
【州领导检查】３月７日，州委副书记苟天宏来康
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金光元，县委巡察组各
成员参加。

乐县，调研脱贫攻坚、畜牧养殖及基层组织建设等工
作。县委副书记马得祥陪同。

【县委常委（扩大）会议］１２月２５日，县委常委
（扩大）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吴国峻主持。县委各常 【省农工办领导督察】３月９日，省委农工办农村
委，县人大、县政协主要领导，县政府各副县长，县 发展处处长张生茂带队来康乐县，督察驻村帮扶和
委办、政府办等单位负责人参加。
｜＂一户一册＂脱贫计划制定工作。州农工办主任摆瑞
【２０１８年度州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述职 璀，县委副书记苏勇陪同。

述廉大会】１２月２６日，２０１８年度州管领导班子和领导

【具领导观摩］３月９日，县委书记吴国峻，县人

干部考核述职述廉大会召开。县委书记吴国峻代表 ｜大常委会主任马雪青，县政协主席石恒平深入康丰
｜县委班子及个人作述职述廉报告；县委副书记、县长 乡温家村、附城镇高林湾村，观摩＂一户一册＂帮扶
马晓璐代表县政府班子及个人作述职述廉报告。州 计划工作。部分县级领导，１５个乡（镇）党委书记及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建华，州政协副主席金存智及 扶贫办负责人参加。

州委第五考核组成员，马雪青、石恒平等全体县级干
【省领导调研］３月１２日，省委副书记孙伟来康
部，近三年来离退休老干部、县委委员、候补委员、 乐县调研育苗、畜牧产业发展，县委书记吴国峻陪
县纪委领导班子成员、部分人大代表、县委工作部门 ｜同。
｜和群团组织负责人，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
【县领导检查】３月１５日，县委书记吴国竣，县
长参加，
委副书记马得祥带领附城镇、虎关乡、县委办、县水
｜ 务局、国土局等部门负责人，检查三岔河流域河道治

重要活动

理和违规沙场整治工作。

【省领导调研】３月２９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林铎来康乐县调研脱贫攻坚工作，先后在

【具领导检查］１月１１日，县委书记吴国峻带领 附城镇刘家庙村育苗基地和甘肃宏福现代农牧业有
限公司调研。州县主要领导陪同。
附城镇、县住建局、城东供暖公司等相关部门负责

【州领导调研】３月３０日，州委书记杨元忠来康
人，检查县城区域居民住宅供热情况。
［中建二局领导调研］２月２日，中建二局党委副 ｜乐县调研脱贫攻坚工作。州委秘书长高永平，县委
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邓小林来康乐县，调研中副书记、县长雍桂英陪同。
【州领导督察】３月３０日，州委副书记苟天宏，
建公司定点帮扶工作，并召开座谈会。邓小林介绍中
州政协副主席乔跃俭带领州级督察组来康乐县，督
建二局调研目的，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丰忠介绍中建
｜扶贫成效及今后帮扶建议，中建二局工会副主席田 察脱贫攻坚重点工作。县委副书记马得祥，县委常
委、宣宜传部部长宋永强，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马荣

康乐年鉴Ｍ

【省能源局领导督察］８月７日，省能源局局长孟
【州领导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４月９日，州委常 开来康乐县，督察＂十三五＂期间光伏扶贫建设项
委、纪委书记、州监委会主任魏建宝来康乐县鸣鹿 目。州发改委副主任王晓红，县委书记吴国峻，县委
乡鸣关村麻地沟，参加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县委书记 常委、副县长张丰忠陪同。
［省卫计委领导督察】８月７日，省卫生计生委主
吴国峻，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雪青，县委副书记、县
陪同．

｜任郭玉芬来康乐县，督察健康扶贫工作，并召开座谈

长雍桂英，县政协主席石恒平等县领导参加。

【省领导调研】４月１２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唐 会。副州长王方太，副县长唐俊陪同，全县卫生医疗
仁健来康乐县调研脱贫攻坚工作，先后深入虎关乡 机构负责人，乡（镇）健康专干参加。
下沟村和康福肉牛养殖小区进行调研。州县主要领
【省民委考核】８月１５日，省民委副巡视员安生

明带领省考核组来康乐县，考核验收创建全省民族
【省委组织部领导督察］６月８日，省委组织部组 团结进步示范县工作。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马荣陪

导陪同。

织一处处长贾义祥来康乐县，督察软弱涣散基层党 ｜同，县景古红色政权纪念馆馆长刘建文参加。
组织整顿提升和党支部建设标准化工作。州委常委、
【州领导督察］８月１５日，州委常委、纪委书记、
组织部部长黄宝树，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马凌鹏陪 州监委主任魏建宝带队来康乐县，督察伊斯兰教工

同。

作。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马荣，县委常委、组织部
｜【县领导督察】６月１１日，县委书记吴国峻带领 ｜ 部长马凌鹏陪同。

【省民政厅领导督察】８月１７日，省民政厅副厅

督察组，专项督察县水电局、能源办、财政局、县政
务大厅等单位规范化建设。

长王建强来康乐县，督察农村敬老院建设和运行管

【厦门市同安区领异慰问］６月２２日，厦门市同 ｜理工作。州民政局局长周子良，副县长马昱陪同。
安区区长王雪敏来康乐县苏集镇周家沟村慰问贫困 ｜ 【国家信访局领导调研］８月２４日，国家信访局
户。县委书记吴国峻，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雪青，县 来访接待司副司长李俊宏带领中央信访工作联席会

议办公室调研督导小组来康乐县调研信访工作，并
【全县庆祝建党９７周年表彰大会】６月３０日，全 召开座谈会。州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魏贺生主持。中
县庆祝建党９７周年表彰大会召开。县委书记吴国峻作 央信访联席会议办公室调研督导小组成员，省信访
重要讲话，县委副书记苏勇主持。县委常委、组织部 局党组成员、督察专员傅占礼，县委书记吴国峻，州
部长马凌繁宣读县委《关于表彰２０１８年先进基层党组 信访局副局长包国峰，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县公
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马荣陪同。

｜织和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的决定》。表彰 安局局长李光玺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奖励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
【中建集团领导调研】９月３—４日，中建集团党
｜者。全体县级领导，各乡（镇）科级干部、村党组织 组副书记、总经理王明祥来康乐县调研中建集团康
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村党支部书记，县直各 乐定点扶贫工作。县委书记昊国峻，县委常委、副县
长张丰忠，副县长吴文君陪同。
单位干部职工参加。
【州领导调研】７月２４日，州委书记杨元忠来康 【省委宗教工作巡视组巡察】９月４日，省委宗教
乐县检查防汛减灾工作。副州长、州委秘书长高永 工作巡视组组长张慧明来康乐县巡察宗教工作。县
平，县委书记吴国峻、副县长马昱陪同。
委书记吴国峻，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马荣陪同。
【省扶贫办领导调研】７月２６日，省扶贫办巡视 【省高级人民法院领导检查】１０月１８日，省高级
员张生带队来康乐县调研＂１２３１７＂投诉举报问题办 ｜人民法院副院长陈天雄来康乐县，检查法院审判法

庭建设情况。县委书记吴国峻、县人民法院院长冶成
｜理情况，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丰忠陪同。
｜［县领导输查］８月３日，县委书记吴国峻深入白 华陪同。
【州领导督察】１０月２２日，州委常委、政法委书

王乡、八松乡、苏集镇检查灾情。

８６－

中国共产党康乐县委员会 ｜
记魏贺生带领州委政法委相关科（室）负责人来康乐书记昊国峻作重要讲话。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
书记！
县，督察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

主任金光元主持，附城镇、县妇保站、白王乡新庄村

法治县等工作。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县公安局局 ｜作交流发言；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马凌鹏通报机关

｜规范化建设年活动检查情况，并部署工作。县领导马
【州领导检查】１１月７日，临夏军分区政委许尔 雪青、雍桂英、石恒平及各乡（镇）党委书记、乡
瑞、州委督查室副主任马杰来康乐县，检查考核民（镇）长、党建办主任、２个村支部书记；县直单位负
兵组织调整改革工作。县委常委、人武部部长李元 责人，县机关规范化建设年活动督察组成员参加。
长李光玺陪同。

｜（县委工作暨当前重点工作推进会议］４月２８日，

波，副县长马昱陪同。

［县领导检查］１１月１３日，县委书记吴国峻带领 县委工作暨当前重点工作推进会召开。县委书记吴
县发改局、民政局、人饮局、电力公司负责人深人上 园峻作重要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雍桂英主持。县

委常委、副县长张丰忠部署粮改饲、麦草清理、环境
现场办公。
卫生整治和异地搬迁工作，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省领导调研］１１月２９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唐 公安局局长李光玺部署全县政法工作，县委常委、宣
仁健来康乐县调研脱贫攻坚工作，先后深入附城镇 传部部长宋永强部署全县宣传和危房改造工作，县

湾乡三条沟村，检查指导滑坡受灾群众安置情况，并

刘家庙村荣兴布鞋加工扶贫车间和苏集镇古洞沟村
姚家湾贫困户家中进行调研。

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马荣部署全县统战和脱贫攻坚

工作，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马凌鹏部署全县组织工
【州领导调研］１２月２９日，州委书记杨元忠来康 ｜ 作，副县长唐俊部署全县植树造林、社保、地方病防

｜乐县调研电商扶贫、光伏扶贫、民生保障等工作。副 治等工作。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雪青，县政协主席石

州长、州委秘书长高水平，县委书记吴国峻、县委副 恒平等全体县级领导，各乡（镇）党委书记、乡
书记、县长马晓璐陪同。
（镇）长、党委副书记，党建办、宗教办、综治办、
司法所、派出所负责人，县直及省州驻康各单位负责
｜人，县委宣传部、组织部、统战部、政法委、公安局
班子成员及科级以上干部参加。

决策部署

全县健康扶贫先锋行动暨护士节表彰大会】５
【全县２０１８年重点项目和重点工作安排会议】１ 月１４日，全县健康扶贫先锋行动暨护士节表彰大会
月１０日，２０１８年全县重点项目和重点工作安排会召 召开。县委书记吴国峻，县政协主席石恒平等全体县
开。听取重点项目和重工作任务分解情况汇报，分 级领导为优秀护理工作者４７人颁发荣誉证书。县委常
别审核文化、农、林、水、交通、城市基础建设、旅 ｜ 委、宣传部部长宋永强致辞，副县长唐俊主持。各乡
游开发、社会事业等领域重点项目建议计划。吴国 （镇）党委书记、计生站站长、计生专干，县直各单
峻、马雪青、石恒平等全体县级领导，县委办、政府 位和卫计系统全体干部职工参加，并观看文艺演出。
办、发改局、财政局等部门负责人参加。
【全县农村＂三变＂改革试点工作协调安排会

｜ 【全县脱贫攻坚帮扶工作推进会议】５月１９日，

全县２０１８年脱贫攻坚帮扶工作推进会召开。县委书记
议］３月６日，全县农村＂三变＂改革试点工作协调 吴国峻作重要讲话，县委副书记苏勇主持。县委常
安排会召开。县委副书记马得祥主持，县委常委、副 委、副县长张丰忠传达学习《全省脱贫攻坚工作责任
县长张丰忠讲话。县农村＂三变＂改革领导小组相关 清单＞，部暑全县脱贫攻坚＂百日行动＂，县委常委、
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附城镇、康丰乡、五户乡党委 统战部部长马荣宣读《康乐县脱贫攻坚工作问责办

法（试行）》。马雪青、石恒平等全体在家县级领导，
书记及相关村党支部书记参加。
［全县机关规范化建设年活动推进会议】４月１２ 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扶贫工作站站

日，全县机关规范化建设年活动推进会召开。县委 长，县直及省州驻康各单位负责人，１５２个驻村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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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队队长参加。
矛盾问题排查大力整顿村级组织工作安排会议召开。
【全县脱贫攻坚重点工作促进会议］６月１５日， 县委书记吴国峻作重要讲话。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全县脱贫攻坚重点工作促进会召开。县委书记吴国 马凌鹏宣读县委办《关于农村矛盾问题排查大力整

峻宜读州委副书记苟天宏《关于近期扶贫政策脱贫 顿村级组织工作的通知。全体县级干部，县直及省
工作的函）。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丰忠主持，通报州 州驻康单位负责人，县精准办、扶贫办干部，各乡
委副书记苟天宏６月１４日明察暗访康乐县脱贫攻坚工 （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党建办主任，１５２个驻
｜ 作反馈意见，部署脱贫重点工作。县领导石恒平等及 村工作队队长参加。

【全县软季学翻控保辍学工作安排部署会议】８
１５个乡（镇）、县直各单位负责人参加，
［全具脱贫攻坚当前重点工作调度会议】７月２１ 月２５日，全县２０１８年秋季学期控保辍学工作安排部
日，全县２０１８年脱贫攻坚当前重点工作调度会议召 ｜署会召开。县委书记吴国峻作重要讲话。传达学习
开。县委书记吴国峻主持，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丰 临夏州２０１８年秋季控保辍学工作部署会议精神；通报
忠，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马荣分别部署产业扶贫 全县控保辍学工作进展。全体县级干部，各乡（镇）
和当前脱贫攻坚重点工作。全体县级领导，各乡 党委书记、乡（镇）长，成员单位负责人，１５２个村

（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县直有关单位负责人， ｜党支部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各中学校长、学区区
１５２个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参加

｜长，教育局班子成员参加。

【全县基层党建及党支部标准化建设工作第二
【全县维改饲工作推进会议】１０月１５日，全县粮
轮推进会议］７月２８日，全县基层党建及党支部标准 改饲工作推进会召开。县委书记吴国峻主持。通报
化建设工作第二轮推进会召开。县委书记吴国峻主 各乡（镇）粮改饲工作进展，研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

｜持，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马凌鹏部署全县基层党建 问题，听取县委副书记杨天雄对全县预脱贫村督察
及党支部建设标准化工作。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雪 情况的汇报和县人社局对全县扶贫车间工作进展情

青，县政协主席石恒平等全体县级领导，各乡（镇） 况的汇报。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县农
党委书记、县直各党工委书记参加，

牧局、人社局及粮改饲工作组负责人参加。

［全县脱贫攻坚第十次调度会议】８月１１日，全 【全县精准扶贫专项贷款续贷暨清收工作动员
县脱贫攻坚第十次调度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吴国峻 大会】１１月５日，全县精准扶贫专项贷款续贷暨清收

讲话，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丰忠主持。传达省、州脱 工作动员大会召开。县委书记昊国峻作重要讲话，县

｜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转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习 委副书记、代县长马晓璐主持。宜读《省政府办公厅

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关于脱贫攻坚的指示精神和 关于调整完善精准扶贫专项贷款政策的通知》《康

胡春华副总理在打赢脱贫攻坚三年行动电视电话会 乐县精准扶贫专项贷款续贷及回收工作实施方案》；
｜议上的讲话的通知》，宜读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 兰州银行临夏分行相关负责人讲解精准扶贫专项抵

室《关于印发８月份脱贫攻坚重点工作任务清单的通 ｜款续贷及回收有关政策。全体县级干部，兰州银行临
知 《关于印发康乐县开展＂贫困户脱贫之星＂评选 夏分行副行长、客户经理部经理，各乡（镇）党委书

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关于建立贫困县县乡干部 ｜记、乡（镇）长，县直有关部门负责人、金融机构负
｜驻村入户工作制度的通知。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雪 责人、１４户企业负责人参加。
【省委＂两州一县＂脱贫攻坚督导组督导脱贫攻
青，县政协主席石恒平等全体县级干部；县直及省州
驻康各单位负责人，县精准办、扶贫办相关干部；１５ 坚工作动员会议］１２月１０日，省委＂两州一县＂脱贫

个乡（镇）党委书记、乡 （镇）长、扶贫工作站副站 攻坚督导组在康乐县召开督导脱贫攻坚工作动员会。
长；１５２个驻村工作队队长参加。
省委督导组副维长白明主持、县委副书记、县长马晓
【全县集中开展农村矛盾问题排查大力整顿村 璐汇报工作。省委督导组副组长朱建斌及督导组成

毁组织丁作安排会议］８月２５日，全县集中开展农村 员，副州长赏进孝，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雪青，县政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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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主席石恒平，县委副书记马得祥，县委常委、副县 委值班工作，及时向县委报告重要情况，处理群众来
长张丰忠及各乡（镇）党委书记、县扶贫办、发改 信来访，协助处理县直各部门和乡（镇）反映的重要
局、财政局等单位负责人参加。

｜【全县２０１８年度干部选拔任用＂一报告两评议＂

问题。负责全县党政系统机要密码通信和管理，全县
商用密码管理。负责上级党委文件和党政领导机关

大会】１２月２６日，全县２０１８年度干部选拔任用＂一报 ｜机要件传递工作。负责有关人员来康视察公务活动
告两评议＂大会召开。县委书记吴国峻主持，并向全 安排和接待工作。负责县委机关事务管理和机关大
委会报告年度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情况。县委全委会 院安全保卫工作。承办县委及上级党委办公室交办
成员，不是县委委员的县级干部，县纪委常委，县委 的其他工作。
部门、政府部门和群团组织负责人，各乡（镇）党委
［政 务】综合协调，及时把县委的重大决策部
书记、乡（镇）长参加。
署传达下去，把基层的工作进展、意见建议收集归纳
上来，形成上下＂一盘棋＂，左右＂一条心＂的格局。
县要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先后起草县委全委会，县委经济、农村、脱贫攻坚、
书记吴国峻
扫黑除恶暨２０１７年度工作总结表彰大会等各类文稿
副书记 马晓璐（回族）马得祥（东乡族）
｜ １４０余篇，专项调研报告２６篇。全年，筹备常委会４６

次，基本做到＂零失误＂。严格按程序、规范办理各

｜杨天雄（挂职）

类文件，及时收发、呈送、传阅各类文件和刊物。

常 委 张丰忠李光玺 李元波宋水强
马荣（回族）马凌鹏（东乡族）

２０１８年，以县委及县委办公室名义发文３１２件，运转
办理中央、省、州来文７０１件。抓规范性文件报备和

元 唐小江（挂职）田锡鹏（
（供稿：马彦忠）

清理工作，报备文件３０份，清理修改党内规范性文件
（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７１份。

县委办公室

县委办公室领导班于成员名录
主任夏 军

［机构人员】县委办公室内设督查室、机要局、

制主任 李国涛黄灵甫

（供稿：马彦忠）

信息中心、事务管理局、保密局，有干部职工６２人。
｜【主要职责】县委办是协助县委领导处理日常事

务工作的机构。围绕县委工作部署，对涉及全县经济
建设、社会发展、党的建设等全局性重大问题进行调
查研究，为县委科学决策提出建议、预案。负责县委
有关会议筹备和组织协调工作。负责安排县委领导

信息
【机构人员】县委信息中心隶属县委办公室，有

的公务活动，办理县委领导交办事项。负责县委文件 ｜干部职工１人。

【主要工作］把信息工作作为展示全县工作成效、
管理；研究、审核县直各部门、各乡（镇）党委向县 提升知名度的主要途径，紧扣县委中心工作，拓宽信息
和文稿起草、校核、印发工作，负责文书处理、档案

委的请示，提出处理意见报县委领导审批。收集、筛 渠道，把领导关注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为信
选、综合整理各类情况，全面准确的为县委、上级党 息工作主攻方向，准确快速的反映全县经济发展成就，
委报送信息；传达贯彻党委、政府重大决策、重要精 ｜及时总结推广工作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为领导掌
｜神。负责党的方针政策、上级党委和县委重要工作部 握情况、科学决策、指导工作、解决问题提供参考依

署、领导同志重要批示、批件贯彻落实情况督促检 ｜据。２０１８年，共编报信息２６６条，省委综合采用８３条，
｜查，以及受县委委托对某些问题的调查核实。负责县 单条采用１条；州委综合采用３０条，单条采用１３条，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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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中药材产业、脱贫攻坚问题整改、＂十个一＂工作
法、牛羊富民产业等信息被《钳肃信息》《甘肃脱贫攻
坚动态》临夏信息》单篇采用。

督查
【机构人员］县委督查室隶属县委办公室，有干

县委信息中心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部职工４人。

主 任瓦应虎

｜ ［主要工诈】围绕惠民政策落实、产业培育、城

副主任丁鸿才
（供稿：马彦忠）

机关事务

｜乡环境卫生整治、重点项目建设等工作，开展联合督
察和专项督察４０多次，以下发督办通知等形式及时跟
进落实，针对性地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
增强督察工作的实效性，保证县委决策有效落实。
２０１８年，办理省州县领导批示件６５件，办理县委书

记信箱网民留言４０件，反馈办理结果，做到事事有交

【机构人别］县委机关事务管理局隶属县委办公 待，件件有着落。

（供稿：马彦忠）

室，有干部职工４人。

【主裹工作】把后勤服务作为一项基础性和保障
性工作，把细节作为反映服务的水准，按照有关制度

机要

做好县委机关后勤服务、公务用车服务平台工作和

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保质保量做好县委食堂工作

餐，定期不定期的对县委院落卫生进行打扫。修剪草
｜坪，按季节栽种花草树木；维护办公楼水电暖；保安

【机构人员】 县委机要局隶属县委办公室，有干
｜部职工６人。

工作实行２４小时值班制度，县委门房实行来客登记制 ｜ 【主要工作］按照机要密码工作＂十三五＂规划
度，规范院内车辆停放；协调有关单位完成外地县级
干部公寓楼改造工作，配备必要的生活用品、厨房用 的具体要求，完成屏蔽机房建设和通信机房、值班室
品、卫生洁具等，解决外地县级干部的生活起居。做 ｜改造。２０１８年，收发各类电报２１８５份，传输各类材料
｜好公务用车服务，平台有运行车５１辆，服务８８个参改 １１６８份，未发生机要电报责任事故，确保密码通信

单位工作，借调司勤人员２５人，通过公开招标建立信

安全畅通。

息化管理调度系统，４３辆车安装北斗ＧＰＳ定位系统，

３９辆车更换公牌，４０辆车喷涂公务用车字样和监督 县委机要局领导班千成员名录
电话，公务车辆基本实现信息化、标识化。所有车辆 局长夏军
实行定点存放、集中管理、统一调度。各参改单位通

（供稿；马彦忠）

过纸质《用车预约审批表》约车，平台按照各单位工

作轻重缓急程度和申报先后顺序派遣车辆，调度人
员、司勤人员坚持２小时值班制度，以便应对突发事

保 密

件发生。建立健全车辆运行台账，累计出车１１５２０车
（次），做到规范服务，科学管理，高效运行。

［机构人司】县委保密局隶属县委办公室，有干
部职工６人。

县委机关事务管理局领导班千成员名录
副局长 马振武（回族）

【主鬟工作］推进全县党政机关和涉密单位保密
自查自评工作，督促全县１０４个单位开展自查工作，

（供稿：马彦忠） 对全县４０个重点涉密单位、打字复印室、废旧摊点开
｜－９０－

中国共产文康乐慧委员会

展保密检查，逐一反馈问题，进行整改，有效防止泄 与１５个乡（镇）党委、８０多个县直单位签订《２０１８年
密事件发生。
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各乡（镇）、各单位与所辖

村及基层站（所）层层签订责任书。实行纪委常委联
系督导乡（镇）单位工作机制，常委３人定期深入联
系乡（镇）、单位督察工作，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主体

县委保密局轴导班于成员名录

局长 黄灵甫

（供稿：马彦忠） 责任和监督责任落实。

纪检监察
［机构人员】县纪律检查委员会与县监察委员会

合署办公，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履行
纪检监察职能，共同设立办公室、党风政风监督室、
案件审理室、信访室、案件监督管理室、第一纪检监
察室、第二纪检监察室、第三纪检监察室、第四纪检
监察室、第五纪检监察室、第六纪检监察室，有干部
｜职工３１人。

【落实＂两个责任＂）县纪委协助县委落实党风

重温入党警词

【置传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颁布

后，县纪委监委组织全县纪检监察干部深入学习，

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贯彻省州关于党风廉政建设部 进行研讨，提高运用监察法的能力素质。中国共产
署，促进＂两个责任＂有效落实，助推全面从严治党 党纪律处分条例》印发后，组织纪检监察干部先学一
向纵深推进。县委常委会带头落实主体责任，县委始 步，并组织全县纪检监察干部参加省纪委专题辅导

｜终把党风廉政建设与中心工作同研究、同部署、同落 ｜ 视频会，开展新条例答题测试，印发《仲国共产党纪

实、同考核、先后３次专题听取全县党风廉政建设汇 律处分条例》新旧版对照口袋书。发挥新媒体传播速
报和县人大、政府、政协党组落实主体责任情况汇 度快、范围广的特点，将＂康乐廉政＂微信公众号打
｜报。２０１８年，学习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理论、党规党 造成宣传教育主阵地，上传文章１０９篇，宣传反腐败
纪、领导讲话及研究部署工作３０余次。强化压力传 斗争形势任务和决策部署。撰写信息２４篇，被州纪委
导，县委主要领导带头落实第一责任，对重要工作亲 监委纪检监察网站采用１９篇，省纪委监委网站采用２
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点环节亲自协调、重 篇。每季度组织召开警示教育会议，运用典型违纪违
要案件亲自督办，全面落实党风廉政情况报告、廉政 法案例以案说纪、以案释法，各级党员干部２０００多人
约谈等制度，对工作落实不力、成效不明显者，及时 接受廉政教育。
【作风纪律督察］印发《康乐县贯彻落实中央八
约谈，督促整改。全年，利用各种机会对县级干部、
各乡（镇）部门主要负责人开展集体廉政谈话２４００多 项规定实施细则的办法》，督促全县各级党员干部认
人（次），对１５个乡（镇）党委书记、８０多个县直重 ｜真学习，贯彻执行。紧盯重要时间节点，及时下发加
｜点部门负责人进行工作约谈，带动县委班子成员落 强纪律作风的通知，重申严明纪律要求，强化纪律监
实＂一岗双责＂责任，督促各级各部门落实管党治党 督，开展多轮（次）专项督察和明察暗访。全年，查
政治责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对党委主体责 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案件１４件、２５人，给予党纪处分
任和纪委监督责任落实实施清单式管理，印发 《２０１８ ４人，下发通报３起、３人。督促广大党员签订《不信

年全县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任务分工方案》， ｜仰宗教承诺书》７９９份，对１乡（镇）代签承诺书问
｜题进行立案审查，给予责任人党内警告处分。加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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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纪律作风整治，下发专题通报４期，先后对不遵守干部５９９人，核销＂一折统＂１１４个。开展困难群众冬
工作纪律、会议纪律和不按时上交省委巡视组问卷 （春）生活救助和农村危旧房改造专项检查，人户词

调查表的３个单位、党员领导干部２１人在全县进行通 查核实６个乡（镇）、１２个村的困难群众冬（春）生活
｜报，推动干部作风持续好转。印发《关于开展＂吃空 教助落实情况，发现问题１３个，实施诫勉谈话４人，
｜饷＂问题自查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对全县机关事业 通报批评６人，告诫约谈６人，对１５个乡（镇）２０１７年
单位＂吃空饷＂问题集中治理工作进行督察的通知， 度农村危旧房改造资金落实进行电话抽查，发现问
建立完善科级干部廉政档案，，为全县科级干部１０１５人 ｜题９个，全部核查处理。
建立电子和纸质廉政档案。

ｌ巡视巡察】配合支持省委巡视组和州委巡察组
开展工作，抽调骨干参加县上成立的省委巡视带动
巡察组，对广河县和东乡县开展交叉巡察。办理巡视

组先后４次移交的问题线索９９件，建立台账，对账销
号，全部办结，其中立案审查２４件，给予党纪政纪处
分３８人，组织处理９５人。协调上级机关和县委，按
要求设立县委巡察办，配备工作人员，解决办公用
房，印发 《中共康乐县委巡察工作规划２０１７—２０２１》

关于加强和规范巡察工作的实施方案》，对２０个县直
【案件查处］ 全年，县纪检监察机关共处置问题

单位开展巡察，发现问题３６条，问题线索９条，进行

线索２２５件，其中拟立案６６件，暂存１件，结案１５８件， ｜问题反馈和整改。

【队伍囊设】选派骨干力量参加省州纪委举办的

｜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１３０？？审查调查违纪违法案件

７０件，比上年增长４９其中给予党纪处分７０人， ｜执纪审查、案件审理、案件监督管理业务培训，从乡
政纪处分１４人，双重处分３人，移送司法机关１人，处 （镇）和县直单位抽调纪检千事到县纪委跟班学习，

分人员中，涉及科级干部１２人，一般干部２０人，村干 参加县纪委＂以案代训＂和业务培训，不断提升纪检

部３８人，其他１７人。１５个乡（镇）纪委全部突破

监察干部业务能力。汇报县委新（增）设第五、第六

＂零办案＂，共立案审查２４件，处分村干部２４人，实现 纪检监察室和案件监督管理室，执纪监督尤其是纪

｜律审查力量加强。结合＂转变作风改善发展环境建设
【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 把扶贫领 年＂活动和＂机关规范化建设年＂活动，查找作风纪
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作为维护群众切身利益、保障 律和机关规范化建设方面存在的短板弱项，强化整

乡（镇）纪委执纪审查全覆盖。

脱贫攻坚的重要抓手，以整改省州纪委扶贫领域专 ｜改落实，完善制度流程，严格按制度规定管人管事，

项督察反馈问题和＂两查两保＂行动为载体，开展扶 在机关办公区域设立政治理论宣传和党纪党规教育
贫领域专项治理，印发 《康乐县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深化扶 专栏，营造良好的氛围环境，促进机关干部作风转变
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实施方案》和《关 和机关规范化运行。１１月下旬，组织县纪委监委班子
于开展扶贫领域执纪问责行动的实施方案》，加大扶 成员、各室负责人和部分乡（镇）纪委书记，赴岷
贫领域违纪违法问题线索的核查力度。全年，纪检监 县、临洮县参观学习惠民资金监管网络建设运行、
察机关处置涉及扶贫领域问题线索１８２件，立案审查 乡（镇）纪委规范化建设等情况，筹建康乐县惠民资
｜扶贫领域案件３９件、５３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５３人， ｜金服务网。
｜移送司法机关１人，下发《扶贫领域违纪违规典型问 ｜ ［监察体制改革］县监察委员会成立后，与县纪

题通报》１期，公开通报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８ ｜委合署办公，履行执纪执法双重职责，监察对象从原
起。开展村干部＂一折统＂清理，督促各乡（镇）先 来的７１９０人增至１０６４９人。统筹安排转隶人员分管纪
期开展＂一折统＂自查清理，共核查１５２个行政村村 检监察室并兼任职务。以学习《监察法》为重点，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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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委对 《刑法》刑事诉讼法》等 三年行动实施方案（２０１８—２０２
实体法律和《纪律处分条例》《执纪监督工作规则》
工作规则》 部建设标准化工作推进方案》《全县村级党组织带
｜ 等党规党纪进行专题辅导。强化监察职能发挥，履行 ｜头人队伍优化提升方案》《全县基层党建工作责任

监督、调查、处置专责，坚持问题线索集体排查、集 落实办法》《全县农村党建工作规范》等；打造康丰
体研究处置，探索综合１２种调查措施，提升案件质 乡辛雍家村和附城镇城东社区等贫困村、社区先进
量，加强与司法机关的协调联动，成功办理首例移送 典型，采取＂党支部＋合作社＋贫困户＂的方式，培
｜司法机关案件，严格依纪依法办理司法机关向监察 育上湾乡马巴村高原树莓种植合作社、景古镇牟家
委员会移送案件９件。
沟村盛昌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发展村级集体经

县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

副书记、监委副主任 陈志平田华（东乡族）
｜纪委常委
罗得林
福田（回族）辛仲
纪委常委、监委委员

纪委常委

马宁（回族）

监委委员

靠景平（回族）麻有
苏建宇
徐建华（女）

县委巡察办主任

审理室主任
信访室主任
第一纪检监察室主任

段瑞林

济先进典型。制定《全县２０１８年度软弱涣散基层党组
织集中整顿实施方案》《全县＂一村一策＂整顿提升
村党组织工作实施方案》，建立县级领导干部联系包
抓制度，重点整治软弱涣散村党组织１９个，排摸出各
｜类问题线索３８８条，办结３０９条，在１９个软弱涣散村发

展党员２１人，培养人党积极分子３９人，已整改软弱涣
散村党组织１８个，整改率９５？？召开村民知情大会、
＂两户＂见面会，开设新时代农民讲习所课程，严格
｜执行《乡（镇）干部驻村包社制度》；全面落实＂三
会一课＂、组织生活会、谈心谈话、民主评议党员等

制度，规范运行《村（社区）、机关党支部工作台

马成德（回族）
第二纪检监察室主任 马如俊（四族）

账》。全县共发展党员２３７人，其中农民党员１６８人，
培养入党积极分子４３２人，摸排出十八大以来发展不

第三纪检监察室主任 翟振锋
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 马云青（回族）
（（供稿：王延云）

规范问题党员２１５人，已整改２１４人，整改率９５？？
制定《全县村级组织及驻村帮扶工作队伍情况一览
表，分１７个大项、３５个子项，对所有驻村力量和村
｜基本情况进行统计汇总；按照＂抓党建促脱贫＂三年

行动方案，三年任务两年完成的要求，改（扩）建维

组织建设

｜ 修２４个村办公场所，其中新建１４个，维修１０个。建立

党建办主任、村干部、第一书记、大学生村干部微信
【机构人员】县委组织部内设办公室、组织股、 ｜群，制定《党员干部使用微信行为规范》；第一书记
干部股、干部监督股、公务员管理股、信息管理中

心、人才办、远程办、考核办，有干部职工２０人。

及驻村干部的党组织关系全部接转到村，驻村帮扶

工作队和第一书记、工作队长职责任务装顿上墙和

｜【基层党建】坚持按照＂抓基层、打基础，强弱 编印成册，运行《工作日志》《工作台账》，工作资

项、固底板＂工作思路，紧盯党建工作重点任务落 ｜料完整齐备，共调整撤换第一书记４批、４９人。举办

实、党支部建设标准化和巡视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县 全县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委常委会先后专题研究部署基层党建工作３次，县委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暨党支部建设标准化工作培训班，

书记每周至少深入乡（镇）调研指导基层党建和精准 分３个班（次），对１５个乡（镇）党委书记、党建办

扶贫工作２次，县委组织部部长每月深入乡（镇）指 主任，县直各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人，１５２个村党支
导落实党建工作２次以上，实现１５个乡（镇）、１５４个 ｜部书记进行培训。印发 《关于扎实推进全县党支部建
｜村（社区）全覆盖。制定《慷乐县抓党建促脱贫攻坚 ｜ 设标准化工作的通知，为全县农村和机关党支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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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争创列出具体操作清单。印发《关于落实省委组织 ｜任经济责任审计等６项规章制度，对县级领导干部３８
｜部省委党校调研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康乐县 人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进行审核上报，对任职三年
落实省委组织部省委党校调研督察反馈具体问题整 以上的主要负责人１４人及时进行任中审计、对岗位调
｜ 改责任清单》，将整改任务细分为Ｓ大类、３２项，具体

整的主要负责人２４人及时进行离任审计；发挥

问题整理为１７条，明确责任单位及完成时限，全面完 ｜＂１２３８０＂举报平台作用，对收到的２５件举报件全部进

成整改；制定 《康乐县落实州委组织部明察暗访农村 行受理、登记、调查、办理，并对实名举报信件向举

基层党建工作反馈问题的整改方案》《关于落实州 报人进行反馈，做到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应；综合
｜委组织部对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工作队明察暗访反 运用提醒、函询、诫勉谈话等措施约谈２７人，对脱贫
馈意见的整改方案》，细化制定３４条具体惜施，将整 攻坚工作中不适宜担任现职的领导干部１人改任非领
改责任落实到机关单位和２１个党（工）委。开展＂拉 导职务，对重点岗位负责人免职１人，调离岗位，并

网式＂、全覆盖督察１５个乡《镇）、１５２个行政村及县 ｜在全县范围内通报。村干部１人和大学生村干部３人
直单位党组织党建工作３次，重点督察省、州反馈问 ｜考录为乡（镇）机关公务员；确定并落实晋升职级人
题整改落实情况，对各乡（镇）、村存在的突出问题 ｜员２２人；落实带薪休假２３６０人。
现场进行书面反馈，印发《全县村级组织党建工作全
｜覆盖督察通报，向１５２个村反馈存在的问题７６０条。
系兰鼠边ａ技Ｉ设ＲＩ似月Ｎ监ｗｅ

【人才队伍建酸］从农村致富能手、实用技术人

（

才、大中专毕业生、复退军人中，选拔各类人才３５

《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公务员调任规

人任贫困村＂第一书记＂；选派科技特派员１５２人驻村

【干部选拔任用］贯彻《干部选拔任用条例》 人进入村＂两委＂班子；从省、州、县机关事业单位
｜择优选派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较强的年轻干部７６

定（试行）》，严格选任条件、严密选拔程序，严把 ｜进行科技指导；把在岗大学生村干部１６人全部分配
＂六关＂，坚持＂三个凡提＂。全年，共提拔调整干部３ 至建档立卡贫困村，并编人驻村帮扶工作队。严格落

｜批（次）、１１２人。配合巡视组开展巡视工作，提供相 实《县级领导干部联系优秀拔尖人才和优秀拔尖人

关资料，整改落实巡视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圆满完 ｜才联系基层的＂双联系＂制度》，对县级拔尖人才２９

成巡视任务。建立《优秀年轻干部后备库和干部调整 人进行动态管理、严格考核。会同有关部门对重点领
交流计划》，印发《关于对全县机关事业单位＂吃空 域、重点行业紧缺人才急需情况进行调查摸底，刷新
饷＂问题集中治理工作进行督察的通知》和《关于开 全县人才信息库。全县人才资源总量６５４４人，其中党
展全县借调人员清理规范工作的通知》，修订完善档 政人才１０６３人，专业技术人才３５５０人，企业经营管理
案审核制度，规范档案审核流程，重新审核认定有关 人才８０人，技能人才６９２人，农村实用人才５２０人，社
档案。完善干部培养选拔工作机制，选派优秀年轻科
会人才６３９人。围绕五大产业引进对口人才，培养现
级干部２０人分两批赴厦门市同安区挂职；严格执行干 有人才。推选青年干部１Ｉ人参加全省第四批＂陇原之
目部监各任前预审、任前谈话、信访接待反馈和干部离 光＂人才培养计划，到西北民族大学口腔医院进行
９４－

中国共觉康乐县委及会

为期一年的脱产研修学习；选派大学生村干部５人参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及省委《实施细则，
加甘农大培训班；组织实施临夏州助推百亿元产业、 印发《中共康乐县委贯初实施《中国共产党党委（党
万名人才培训计划，从１５个乡（镇）、村的致富带头 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规则》办法》，落实慷乐
人、＂建档立卡户＂＂两后生＂、未就业大中专毕业 县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检查考核实施
生和从事农技推广工作基层站（所）人员中，择优选 细则》。在县委工作会议上，部署意识形态工作。
派７０多人参加培训。举办全县助推百亿元产业万名
［【理论武装】印发《中共康乐县委理论学习组
人才培训班５期，培训畜牧养殖、育苗、旅游、中式 ｜２０１８年学习安排意见》。县委常委会坚持逢会必学、
烹饪等方面的农村实用人才１２００人。
｜逢会先学，集体学习４６次，县委理论中心组学习３６
【组工干部管理】坚持从严治部、从严律己、从 次，为全县做出表率。在全县组织开展学习宣传习
严带队伍，组织组工干部学习《干部选拔任用条例》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实施细则》《发展党员工作 ｜神主题宣讲活动，筛选２７个宜讲选题、对乡（镇）党
细则《党委（党组）讨论决定干部任免事项守则》 委书记、党建办主任、村党支部书记、县直单位党支
等法规制度。加强乡（镇）党建办主任考核管理，制 ｜部书记辅导培训。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把《习

定《乡（镇）党建办主任工作职责》和月工作清单， ｜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印发《关于加强党建工作信息报送的通知》，建立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作为必学教材，完成征
《乡（镇）党建办主任考核办法》，对各乡（镇）党建 订９０００余册，县委宜讲团组织开展理论引导、政策
工作实行量化考核、综合排名，先后召开周调度会９ 宣讲，增进全县各族干部群众的政治认同、思想认

｜次，落实＂周调度、月排名、季考核＂制度。建立股 同、情感认同。

（室）责任清单和岗位工作职责，并逐步完善组工干

［【思想教育】坚持把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作为重大
部教育培训、谈心谈话、帮扶关爱等配套制度，在组 政治责任，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
织部门内部树立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完善竞争上 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引导党员干部明大

岗、轮岗交流等制度，推进组织部门自身建设的科学 ｜德、严公德、守私德，重品行、正操守、养心性，始
化、民主化和规范化：
终保持高尚道德操守和健康生活情趣，自觉做社会

主义道德的示范者、诚信风尚的引领者、公平正义的

县委组织部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县委常委、部长 马凌鹏（东乡族）
副部长
｜马全义（回族）罗１
马振虎（回族）
远程办主任
康红霞（女）
人才办主任

副主任

马逢清（回族）

｜考核办主任

段呈亮

｜维护者，始终保持共产党人应有的境界和本色。＂七

一＂之际，开展学习研讨、专题讲座６场（次），参与
４００人（次）；开展喜迎建党节书画展２场，观看７５００
人（次）；举行全县庆祝建党９７周年表彰大会及文艺
演出活动，对各条战线涌现出来的＂优秀共产党员＂
＂先进工作者＂４０人、＂优秀基层党组织＂２０个进行

表彰奖励，引导干部职工见贤思齐、尊荣弃耻、崇德

（供稿：孙茂柏） 向善、知恩图报、自觉践行，促使干部职工学有榜
｜样、赶有标杆、做有楷模。开展＂不忘初心跟党走、

宣传

｜红歌唱响新时代＂文艺汇演，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
义好、改革开放好的主旋律：
【义明创避】深人推进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

［机构人员】县委宜传部内设文明办、外宜办、 明单位、文明家庭、文明校园创建活动，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
县委报道组、网信办、办公室，有干部职工１３人。
【意识形态］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党委（党组） 题教育１０大创建行动。投资１８万元，在县城快乐广

－９５－

康乐年鉴泄

湖公园、惠民桥制做大型核心价值观宣传标策划组织开展一场文化文艺活动
识牌４块；投资２６万元，建成环城北路、东滨河路国
宾河路国场场有主题。举办电脑、书法、绘画、音乐、象棋等
旗一条街；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 ｜培训班１２期，国学讲座６期，优秀影片展播１０次。开
文化融入胭脂湖主题公园建设中，安排专用场地用 展送图书＂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军
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书画展厅和摄影展厅，展示 营＂活动５０次，参与活动１．１万人，送图书１．３万册，
地域特色文化，并长期向公众开放。组织开展＂美丽 ｜设立图书流动站６个。推进贫困地区村综合文化服务
乡村·文明家园＂陇原乡村文明行动，将上湾乡马巴 中心全覆盖工程建设。本着提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村、三条沟村，八松乡纳沟村、五户乡下窑村确定为 加强宣传思想教育、开展社会公益便民服务的功能

２０１８年全县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八个一＂示范点。 ｜定位，依托现有场地设施，按照一个文化活动广场、

｜筛选申报首届临夏州文明家庭２户，推荐县财政局、 一个文化活动室、一个简易戏台、一个宣传栏、一套
移动公司、八丹乡、五户乡下窑村为２０１８年州级文明 文化器材、一套广播器材、一套体育设施器材、一套
单位。评选表彰＂最美家庭＂１００户、＂好公婆＂ 体育健身器材的标准，建成４１个村综合文化服务中

＂好儿媳＂３０人。印发《康乐县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实 ｜心。
｜施方案》。开展＂知恩、感恩、报恩＂主题教育实践

活动，坚持分类实施、分层推进的原则，细化举措、

康乐县纪念改革开放４局年损最晨

完善方法、靠实责任，开展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全
年，各乡（镇）、各单位组织召开＂知恩、感恩、报
｜恩＂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动员会４０场（次），学校召开

知恩感恩报恩主题班会６０班（次）。制定《康乐县治
｜理高价彩礼推动移风易俗实施方案》和《关于规范婚
丧事宜操办标准的通知》，印发《抵制高价彩礼、倡
导文明新风＂倡议书》３万份，组织成立红白理事会
｜７４１个，基本实现全县各自然村社全覆盖，配套制定

【网络童识形态管控】 落实属地职责，强化网络
《策程》和相关制度。举行＂康乐县抵制高价彩礼网 舆论引导，维护网络安全，推进网络舆情调控，把握
上签名活动＂，向全县各族干部群众发出《抵制高价 网络奥论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开展２０１８＂清
彩礼、倡导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年，参与抵制高 朗＂专项行动。通过微信公众号＂美丽康乐＂、微博
价彩礼网上签名活动３２０人（次）。开展迎新春书画 账号＂康乐宣传＂、企鹅号＂今日康乐＂、头条号＂康
展、篮球比赛、送春联话动、民俗展、社火汇演、元 乐发布＂及美篇账号，结合全县经济、社会事业发
宵联欢会、农民春晚等新春系列文体活动，配合开展 展、脱贫攻坚一号工程、项目建设等方面的工作，进
＂美丽临夏幸福年＂春晚文艺节目下基层演出。先后 行多角度、立体式、全方位的宣传报道：结合群众喜
举办以＂弘扬正能量、助推新康乐＂＂精准扶贫在康 好，利用媒体账号特点，将图、文、音视频有机结
乐＂＂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等为主题的各类书 合，发布群众喜闻乐见、接地气的稿件０００余篇，得
画作品展３０次，举办＂美丽康乐＂＂非物质文化遗 到网民的广泛阅读和关注。利用＂美篇ＡＰＰ＂制做
｜产＂＂莲花山花儿＂等主题摄影作品展１０次。开展送 《美丽康乐扬帆起航》筑梦路上看康乐》等１３篇网
文化下乡活动９０场（次），举行 《康乐讲堂》系列讲 络作品，引发网民积极关注和良性互动，阅读量高
座３４期，举办花儿演唱会１１场，举办临夏州旅游宣 ｜达８．１万人（次），互动量达３０００余（次）。同时，完
传月启动仪式暨群星演唱会，举办康乐县牛文化旅 成州上交派的稿件转发和跟评任务，累计转发跟评

游节暨第十一届赛牛相牛大会，配合省歌剧院开展 ２０００余条。举报有害信息８０余条，协调处置网络舆
＂陇原红色文艺轻骑兵＂文化惠民演出６场，坚持每月 情２件，转办５件。对属地微信、徽博、今日头条、

９６－

中展共产党康乐县委员会１

快手等媒体账号进行备案登记，对全县机关单位通 共同脱贫的
讯工具创建的群组和党员干部的网络账号进行备案
案 通过文艺小分队惠民演出的形式深入贫因村进行巡
登记，规范党员干部网络行为。制定《康乐县网络奥 回演出，开展精准扶贫政策集中宣讲１５２场（次），累
情工作会商研判联席会议制度》《康乐县网络舆情 计受调１０万人（次），覆盖１５个乡（镇）的１５２个行政
应对工作方案》《康乐县网络舆情监测值班制度》及 村。向贫困群众印发《扶贫政策宣传手册》康乐县

网络舆情处置流程，形成以制度管人管事的良好工 ｜精准扶贫政策宣传资料》２．５万册（份）。
作机制。
【对外宣传】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紧扣

具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宋永强
县委常委、部长

＂团结鼓劲、积极进取、昂扬向上＂的主基调，研究
策划系列重大选题和重点报道，实现＂质量＂＂数 副部长

张生祥

量＂的双丰收。组织开展摄影采风活动，从中筛选反 文明办主任

｜丁安育

何海东
映重大项目建设、自然人文景观、县城变化、群众生 副主任
黎元军
产生活的典型照片６０张，举办＂康乐县纪念改革开放 外宣办主任
（供稿：何海东）
｜４０周年摄影展＂。全年，各类主流媒体刊用稿件１１５０
篇（条），其中在《甘肃日报》《泯族日报》刊发３６７
篇，其中头版发表稿件１２３篇，刊发康乐专题５期。康
统战
乐电视台播出电视新闻１８１期、９８５条，广播电台、微
信公众平台同步播出。向州电视台选送３７５条，播出
２８１条，采用率７５？？摄制《温家山的嬗变》，系列
【机构人员】县委统战部内设县创建办、县＂两
｜报道《潮起草长沟 留住故乡愁》《走进牟家沟》， 个共同＂办，有干部职工２０人。
对虎关乡二十铺村温家山社精准脱贫、八松乡纳沟 民族统战］各乡（镇）结合＂七五＂普法、各
｜村草长沟社乡村旅游、景古镇牟家沟村美丽乡村建 宗教活动场所教职人员利用庙会及宗教集会，开展
设进行深度报道。制做更新大型公益宣传牌１０块 以＂民族团结进步＂为主题的宣讲活动２００多场
（面），拱门１７个。
（次）。利用康乐电视台和广播等新闻媒介，宣传民
族团结进步内容和模范事迹。通过形式多样的民族

不忘初我ｓ命合

Ａｔｉｉｄｒｏｙ
７ｓｓＳｓＥ阶

团结进步宜传教育活动，使＂三个离不开＂、＂五个
认同＂的思想更加深人人心，进一步提高民族团结进
步的群众知晓率和参与率。把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
｜建＂十进＂活动与＂两个共同＂及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县建设相结合，制定实施方案，创新载体方式，取得
初步成效。２０１８年，州上命名康乐县为＂全州民族团
结进步示范县＂，将县医院、城东小学等６个单位命名

为＂全州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张成俊等１９个家
庭命名为＂全州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家庭；康乐县被
【酸贫攻坚宣传】制定 康乐县２０１７年度精神扶
评为＂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甘肃良恒实业有
贫问题整改方案》《康乐县扶贫政策宣传行动实施
限公司被评为＂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企业＂。
方案》。组建县扶贫政策宣传专项行动攻坚小分队，
｜媒休记者来康乐采访

｜ 【宗教统战】３月６—８日，组织召开宗教工作

以激发脱贫攻坚内生动力为主题、以农民身边自我 ＂三支队伍＂和宗教界＂三学一做＂学习教育培训会，
励志脱贫、干部真心帮扶脱贫、致富带头人带领群众 学习全州宗教工作会议精神和《州委州政府关于进

９７－

康乐年鉴０８＿

一步加强和改进全州宗教工作的实施意见》；会议邀 《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请省宗教局业务三处处长马玉海和州委党校潘进哲 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伊斯兰教工作的实施意见》
教授，分别就新修订的 《宗教事务条例 和党的十九 的通知》 文件精神。县委常委、统战部长马荣讲话。
大精神作辅导培训。累计培训县级领导，县直各单位 ８月４日，全县伊斯兰教工作专题会议、伊斯兰教界
负责人，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统战民 人士专题会议召开，全体县级领导，各乡（镇）党委
族宗教工作办公室主任、宗教干事，宗教活动场所 书记、乡（镇）长、宗教办主任，县直及省州驻康各
教职人员或管委会主任１５００多人。５月１９日，全县第 单位负责人，１５２个村党支部书记参加。８月８日，康

１５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县政府六 ｜乐县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巡视组反馈意见专题培训
｜楼会议室举行，全体县级干部，各乡（镇）、县直及 会召开。８月１５日，由省民委副巡视员安生明带队的
省州驻康各单位负责人参加。５月２２日，全县民族宗 省州考核验收组，在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马荣的陪
教理论政策宣讲大会召开，各乡（镇）党委书记、统 同下，深入县妇幼保健站、县税务局、虎关中学、良

战民族宗教工作办公室主任，全县所有情真寺教长 恒实业有限公司，考核验收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或管委会主任，县委统战部、县民宗局全体干部参 县创建工作。在县委后二楼会议室召开汇报会。同

加。州宗教局局长专题解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时，组织学生５０人、干部、教师等代表开展民族理论
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伊斯兰教工作 知识测试。１０月１７日，全县宗教工作培训会议召开，

｜的意见》的通知》。通过开展培训，进一步增强宗教 ｜ 传达全州部署宗教领域问题整改工作推进会议精神，

界人士依法依规开展宗教事务活动的自觉性，引导 迎接中央督察组准备工作。１２月３—５日，全县分两批
广大信教群众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力量。 组织召开宗教工作＂三支队伍＂观摩培训会，参会
从７月２日起，集中利用十天，由县委统战部和县民 ６００多人观摩县城开发建设和县城棚户区改造工程、

｜苏集镇塔关村＂粮改饲＂项目、附城镇刘家庙村荣兴
党的十九大暨民族宗教政策法律法规宣讲培训会， 布鞋加工扶贫车间、同安区康乐县东西部协作产业
｜推进宗教工作＂三支队伍＂＂七五＂普法工作，加强 园等重点工作和重点项目。培训会上，县委常委、统
宗教事务依法规范管理。７月１９日，省民委监督检查 ｜战部部长马荣讲话，县民宗局负责人作辅导。开展宗
｜宗局联合组成宣讲培训组，分别在１５个乡（镇）召开

处副调研员张真、省藏学研究所副高级文献研究室 ｜教领域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处活动，把各种苗头
主任欧加、州民委副主任赵春英等、在县委常委、统 ｜性、倾向性问题解决在基层。全年，调处宗教领域矛

战部部长马荣的陪同下，先后深入拟命名的第五批 盾纠纷７起。组织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学习《中国共产

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甘肃良恒实业有限公司、 ｜党甘肃省统一战线工作问责规定试行）》，解决基层
景古红色政权纪念馆、康乐中学等进行考核验收。７ 宗教工作不愿管、不敢管、不会管、没人管、管不好
月１１日，全县宗教工作＂三支队伍＂培训会召开， 问题。配合州委第四督导组对康乐县宗教工作的督
州委统战部副部长马忠英解读省委办公厅、省政府 导，做好宗教领域突出问题整改，对发现的问题，分
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伊斯兰教工作的 类建立整改台账，逐一整改落实。连续６次召开县委

｜实施意见》，州委统战部研究室主任马忠海参加，县 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调整充实县委统

政府副县长马昱主持。培训会分两批召开．第一批 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传达学习全国、全

为全县伊斯兰教场所管委会主任，第二批为全县伊 省、全州统战部长会议和宗教工作会议精神，县委主

斯兰教场所教长，各乡（镇）乡（镇）长、宗教办主 姜领导和分管领导部署全县统战民族宗教工作。
任、县委统战部、县民宗局干部职工７００多人参加。７
月２４日，全县宗教界人士座谈会召开，县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马荣，全县伊斯兰教部分重点宗教场所
管委会主任或教长３０多人参加。县民宗局负责人传达

－９８－

中国共产管乐基委员会Ｉ

副部长
纪检员

马世明（东乡族）
族）裴生斌

创建办主任

马晓琳（东乡族）

副主任

马国华（回族）

赵艳桂（女，回族）
｜＂两个共同＂办主任 马志义（回族）
副主任

罗正玲（女）
（供稿：马成德）

［主题活动］全县各宗教活动场所及宗教界人士

政法

响应省、州、县号召，开展宗教场所规范管理、宗教

界人上＂三学一做＂＂四进＂等主题活动。开展爱国
｜机构人最］县委政法委内设综治办、维稳办、
主义教育国旗进宗教活动场所工作。贯彻落实全国、
全省、全州宗教工作会议精神，县委统战部、县民宗 津安办、依法治县办，有千部职工２１人。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全县建成１５４个网格（１５２
局精心组织谋划，在听取宗教界人士意见的基础上，
有计划、按步骤稳步推进爱国主义教育国旗进宗教 个村、２个居委会），基本实现网格化管理，配备网格
活动场所工作，累汁在４１所宗教活动场所建成国旗 信息管理员。１５个乡（镇）全部接通综治Ｅ平台，每
个乡（镇）配备相应的综治信息平台管理人员，实现
台，并举行升国旗仪式。

电脑、综治Ｅ通手机与综治信息平台的配套联网，共
录入人口２４０８万人，达到应录入人口的９１？？按照
省委办公室《关于在全省基层推行网格化服务管理

｜的指导意见》精神，确保人员经费将手机通讯费纳

入县级财政预算。为平台管理员和网格信息员配备

手机１０６部，每月补助通讯费８６元。网格信息管理员

｜所持综治Ｅ通手机全部纳入信息平台数据库，实名制

管理。重点特殊人群服务管理，信息系统录入严重精
【其他领域统战］组织、统战部门加强党外人士

神障碍７３２人，可联系在刑管理患者７２９人，管控率

教育培养，在全县党外知识分子中围绕＂跟党迈进新 ９９６其中对肇事肇祸精神病患者３２人，实行＂一
时代，同心共筑中国梦＂开展系列主题教育活动，印 人一档＂管理，签订《监管协议》，按照每人每年

发 《在全县党外知识分子中开展＂跟党迈进新时代同 １８００元的标准发放＂以奖代补＂，补助经费５．７６万元，
心共筑中国梦＂主题活动实施方案》，巩固新时代统 ｜为监护人３２人购买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责任险。司法

一战线团结奋斗的思想政治基础。开展台属调查和 ｜ 部门接收刑满释放人员１５９人，安置１５９人，信息录入
登记工作，对全县３户台属重新进行调查和登记，更 ｜刑释解教人员管理系统。安排远程会见２６次，参与
新和完善全县台胞和台属档案。充实党外人士人才

１２０人（次）。

【反那防邪］印发 《于做好春节及＂两会＂期

库。向州上推荐符合条件的年青一代非公有制经济
间防控工作的通知，对全县重点路段、重点部位做
代表人士１５人。

出明确界定，提出防控措施，明确各级组织防控贲

县委统战邪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县委常委、邮长

马 荣（回族）

任。张贴《关子严厉打击邪教违法犯罪的通告》２００

张。４月、７月，督察相关乡（镇）防控工作，实现

县内＂零插播、零散发、零聚集、零失控＂目标。莲

－９９－

慷乐年鉴２Ｐ
麓镇地处渭源、临潭交界，由县防范办牵头，莲麓
【执法监督】年初，印发 《⑦０１８年康乐县执法监
镇、司法局配合，开展重点整治。采取以会代训方 督工作要点》《关子建立健全执法监督工作领导小
｜式，分层次开展乡（镇）、村社干部反邪教工作业务

组的通知》等文件，部署全县执法监督工作，开展防

培训班３努，播敢光碟３张、１２场（次），开展宣传活 止和纠正冤假错案、政法干警执法作风监督检查，减

动４场（次），散发宜传资料６００份，签订承诺书４００ 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规范化监督检查，解决执行
余份。按照＂周见面、月谈话＂要求，定期组织＂五 难问题等４项监督检查工作。以执法检查为主导，案
位一体＂帮教小组面对面帮教。采取＂三个三＂模 件评查、案件督察协调、执法质量考评等相结合的执
式，开展三个层面的宣传活动（在农村社区开展一次 法监督工作模式。
反邪教图片展、送一份宣传资料、签一份承诺书），
举办集中宣传１５２场（次），发放反邪教宣传资料１４万
余份，《反邪教工作读本》４０００册，受教育３．５万余
人。开展反邪教宣传进宗教场所活动１２场（次）；５
月，县防范办、县民宗局联合开展反邪教宣传进宗教
场所活动，培训县内较大规模宗教场所管委会人员。
９月１１日，开展县直单位人党积极分子反邪教警示教
育。１１月中旬，与县公安局国保部门联合在甘肃建
筑学院康乐校区开展反邪教宣传进校园活动。在附城
镇新集村建成村级反邪教广场１个。在县电视台滚动
播放《识破邪教＂全能神＂光盘，累计时长达２０小

州领导检数工作

由黑除恶专项斗争】县委常委会先后召开会议

研究部署扫黑除恶工作８次。讨论通过《县委、县政

时，播放《什悔之门》。县文化广场大屏在早、中、 府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意见》和《２０１８年康

晚定时播放反邪教专题片５部，累计时长９４小时。开 乐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方案》，成立由县委书记任组
通康乐县反邪教微信公众号，关注２３７８人，今日头条 长，县长任常务副组长、县委分管领导任副组长的县
阅读量达２万余人（次）。拍摄微电影《邪之祸》。１１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９月１日，县委主要领导
月，康乐县被省防范和处理邪教领导小组评为＂全省 约谈１５个乡（镇）党委书记和相关单位负责人，就进
＇十县百乡千村无邪教创建示范工程＇活动示范县＂。 一步抓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召
｜八松乡被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评 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闻发布会２次。在县城街道、
为＂全国＇百县千乡万村无邪教示范创建工程＇活动 车站等人员密集场所、各乡（镇）、村社明显位置张
示范乡＂，附城镇刘家庙村、八丹乡线家村被中央防 贴《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的通告》
范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评为＂全国＇百县千 《关于积极鼓励居民举报涉黑涉恶犯罪线索的通告》。
｜乡万村无邪教示范创建工程＇活动示范村＂。
各乡（镇）利用集中开展农村矛盾问题排查整顿村级
｜组织工作机会，宣传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利用互联
《＂＋昌百乡千州无刑展创望示范工理＂活效

创重无邪教示范县
中其甘肃省视时液数ＩＥ矿知题８小组

网、电视、电子显示屏等方式，在美丽康乐、康乐
吧、县公安局微信公众号、县扶贫微信群等发布《涵
告》及举报方式、扫黑除恶＂十问十答＂、《康乐县

公安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倡议书》等。在县电视台、
康乐县政府网站、＂美颐康乐＂微信公众号公示甘
｜ 肃省委省政府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五督导组进驻临

夏州督导公告》。在全县２３０多辆出租车、２０辆公交车
上播放、张贴扫黑除恶宣传标语。在县城街道拱门显

－１００

｜中国共产党康乐县委员会Ｉ

示屏、各银行电子显示屏上不定期播放扫黑除恶宣
实名制管理工作需要，印发《康乐县机关事业单位推
传内容。累计张贴《告》２５００多份，发放宣传资料行电子编制管理证工作实施方案》，全面推行全县

２．２万份。在各乡（镇）及派出所等处设立举报信箱 《机关事业单位电子编制管理证》。３月２３日，召开全
３２个，开通举报电话和邮箱，受理各类问题线索５８ 县机关事业单位推行电子编制管理证工作培训会，
条，其中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五督导组移交９条， 对各单位业务人员从电子编制管理证系统操作流程、
全部办结上报；州扫黑办移交３件，办结２件，核办１ 指标解释等方面进行培训；编办业务人员完成１５０个
件；各乡（镇）、单位排摸上报４３件，办结１３件。查 单位电子编制管理证初始化工作。与县委组织部、人

证办理涉恶案件２件，涉霸案件１件，打掉恶势力团伙 ｜社局、财政局等部门建立工资联审机制，对工资变
动、职级晋升等配合审核。更新实名制系统，提高人
［２个、＂街霸＂团伙１个。
员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更新人员信息３２３条。召
具委政法委领导班千成员名录

开全县编委会议４次。

县委常委、书记 李光宝

根据《中共康乐县委关于印发省委第九巡视组
｜对康乐县巡视反馈意见的整改落实方案的通知》要

制书记

文国强 马得武（回族）

｜维稳办主任

副主任

马玉海《回族）
｜赵兴平

国安办主任

张泰友（东乡族）

副主任

求，针对省委巡视反馈机构编制方面存在问题，制定
｜《康乐县编办贯彻落实省委第九巡视组反馈意见的整

改方案》，建立整改台账，初步完成省委巡视反馈问
题整改。向州编办报送各类信息４条，县机构编制网
马学斌（回族）
（供稿：石天生） ｜站推送信息近２０条，美丽康乐ＡＰＰ平台发送每日工作

动态１６０条。落实档案管理制度，完成２０１７年度产生
的各类文档装订、归档。

机构编制

【保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全面承接好省州下放

｜ 的行政审批事项，严格执行取消事项要求，对县级行
｜【机构人员】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内设综合 政审批事项变动情况进行再次清理。经县人民政府

股、编制管理股、监督检查股和县编委督查室，下设 第３５ 次常务会议研究，决定全县县级政府部门承接、
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编办电子政务中心，有干部
职工１１人。
【各类编制】２０１８年，全县有行政机构１０３个，
行政编制８５９人，工勤编制１２５人；有事业机构４２６个，
事业编制４９０１人。

取消和湖整行政审批项目３５项，其中县级政府部门取

消行政许可事项７项，取消部分内容的行政许可事项５
项，合并实施行政许可事项１５项，承接部分内容行政

许可事项２项，行政许可事项调整为行政确认事项１

项，行政许可事项调整为备案制事项１项，行政许可

【机构编制日常管理】落实财政供养人员和机构

事项变更名称的１项，行政许可事项调整为其他权力

理上下功夫，最大限度保障党委、政府中心工作、重

转发《甘肃省行政许可事项业务手册编写规范

编制＂两个只减不增＂要求。在提高机构编制科学管 ｜事项３项。

（试行）》和《甘肃省行政许可事项办事指南编写规范
一、撤二建一、多撤少建＂原则，把牢机构调整关。 《试行）》，核对《甘肃省行政许可事项通用目录》中
点领域和关键岗位的机构编制需求。按照＂撤一建

撤销县监察局和县城乡居民养老办公室，设立县园 实施层级为县级的１９６项和临夏州《县（市）行政许

林局，调整纪委监委内设机构，设立县巡察办，加强 可指导目录》与《县级政府部门现行行政许可审批
全县扶贫力量，严格执行机构编制有关规定，机构做 项目自录》，并征求相关单位意见，形成《康乐县现

行行政许可事项目录》１９９项。４月４日，由县政府常
到有增有减，总体不增。
结合信息化建设新要求和全县机构编制管理及 务会议研究通过，已向社会公布。有２２个单位完成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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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和指南编写，通过县编办、政务中心、县工商局
｜（质监所） 会审，网上更新

梳理公布＂最多跑一次＂事项，根据省州加快推

完成桃构改革前期调研报告、机构编制批复文

件汇编、＂三定＂规定汇编、机构编制基础数据汇
编。印发关于开展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职能梳理

进＂一窗办、一网办、简化办、马上办＂改革要求， 工作的紧急通知》，对县级事业单位承担行政职能的
以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办事难、办事慢、办事繁等 情况进行全面梳理。县编办利用两个月时间共梳理
问题为目标，制定《关于全面梳理公布＂最多跑一 出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８家、行政（行政执法）职
次＂办事事项的通知》，按照全面推进、分类要求原 能事项８２９项，其中法律法规、条例办法明确授权事
则，各相关单位全面梳理群众和企业到单位＂最多 业单位２８家，行政职能事项２２１项。通过机构改革前
｜跑一次＂办事事项。全年，已公布两批共２０３项＂最

期各项工作、对照《甘肃省机构改革方案》和《康乐

｜县机构改革工作推进方案》任务和时间节点，经县机
聚焦问题，征求相关部门单位的意见，编制《嫌 构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第四次会议研究讨论，完成

多跑一次＂办事事项。

乐县群众和企业到政府办事事项现行目录》，于１１月５ 《康乐县机构改革方案》和康乐具承担行政职能事
日向社会公布。

业单位改革方案（草稿）》，经县机构改革领导小组于

【新一轮党政机构改革】７月２１日，县委书记吴 １１月１２日审定后，已报省州机构改革领导小组办公

国峻主持召开全县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中央省委州委 室初审，并多次派编办业务骨干到省机构改革领导
深化机构改革精神会议，向全县领导干部传达全州 小组办公室修订完善全县机构改革方案。

机构改革会议精神，部署全县深化机构改革。按照先
学一步、学深一层的要求，利用县委中心理论学习
组、县编委会，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

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
省州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中央深化机构改革精神会议
和州委组织部长编办主任座谈会精神，使参与改革

人员深刻领会机构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原则和任
务要求，提升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将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深化改革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进改革莫

分
｜ ３月２３日、全县机关事业单位推行电子编制管理证

｜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工作培训会召开

办公室主任由马凌鹏担任，组建综合组、干部人事组
和机构改革组。

业单位法人公示信息抽查，完成公示信息抽查方案、通

【规范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完成２０１７年度事业单
成立县机构改革领导小组，县委书记吴国峻任
组长，县长马晓璐和县委副书记马得祥任副组长，成 位法人年度报告公示，对审查合格的１４９个单位的年度
员由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丰忠，县委常委、县委组织 报告书在县人民政府网站进行公示公告，完成率１００？？
部部长马凌鹏，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监委主任金 受理办结设立登记９件，变更登记１２件，证书补领２件，
光元，县委办主任夏军担任。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并在具机构编制网和县人民政府网站进行公示。开展事

知文件下发等工作，共抽查单位１５个。

７月１９日，组织召开县机构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康乐县机构改革领导小组 县编办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办公室各工作小组及主要职责》《康乐县机构改革
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规程》《康乐县机构改革工作
｜推进方案》，列出时间表、路线图，明确任务，靠实
责任。

主任
割主任

罗正芳（女）
王廷芳（女）
马玉宝（回族）

编委督查室主任

康瑞刚

中国共产党康乐县委员会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局长 ｜苏永勤
副局长
师娟（女）

｜局、农牧局、工商局、食药局、国税局、社保中心等
党支部标准化党支部建设示范点。

（供稿：颉方玉）

机关党建
［组织机构】县直机关工委有干部职工９人。县

直机关工委辖党群口、财贸口、工交口、宣教口、工

商口、政法口、法院口、食药口、农口党总支和税务
局机关党委，有机关党支部９６个；县直机关有党员
１４３８人，其中男党员１１０３人，女党员３３５人；少数民

（党员教育各机关党支部充分利用每周两天集

中学习，年初有学习计划、开展集体学习，各支部以

族党员６４５人，汉族党员７９３人。
｜《近平治国理政 （第二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党支部标准化建设］６月，为县直机关９６个党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支部、９个党总支下发《甘肃省党和国家机关党支部 例 等为重点学习内容，记好学习笔记；完成＂甘肃
建设标准化手册》；加强教育培训，召开培洲会。６月 党员教育智慧云平台＂。对县直机关党员１３４３人进行

２２日，县直机关工委组织召开全县机关党支部建设 编码，并导入智慧云平台进行在线学习；要求各党支

｜标准化工作专题培训班，县直机关１０２个党支部和公 ｜部每月按计划开展一次主题＂党日＂活动，以开展学
安局党委、教育党工委、卫生党工委、社会组织党工 习＂折达路＂事件为主题的党日活动，对广大党员进
委、非公党工委负责人１０７人参加，工委书记进行 行警示教育；在＂七一＂建党节前后，要求各机关党

＂机关党支部建设标准化＂专题培训，邀请县委党校 支部赴县红色纪念馆开展＂缅怀革命先烈、重温入党
解读关于＂以习近平扶贫开发战略思想为指导，坚决 ｜普词＂主题党日活动，工委党支部组织党员１１人赴和

打赢康乐脱贫攻坚战＂，使与会人员对党支部建设的６ 政县红色政权纪念馆开展活动；婴求各机关党支部

｜ 个大方面和２７个工作标准进行初步学习掌握；６月底， 在所帮扶村开展以＂五联＂为主题的党日活动；工委

下发《关于开展党支部建设标准化自查自纠工作的 编写《慷乐县党员学习教育基本知识问答学习手册》，

通知 文件，婆求各党支部按照机关工委下发的自查 各党支部组织党员进行系统学习；节日期间，慰问困

自纠清单，各党支部开展白查自纠，并上报自查结 ｜难党员和老党员２５人，送去１．５万元的慰问金和慰问
果；８月，工委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支部工 品；＂三八＂妇女节期网，慰向困难女党员和优秀女
｜作的通知》，对１９项支部工作内容要求规范，使支部 党员１１人，送去５０００元的慰问金和慧问品。＂七一＂

工作思路清楚，目标明确；按照要求完成台账运转填 建党节期间，慰间困难党员和老竞员２０人，送去１万

写。年初，向县直机关各党支部下发《临夏州机关党 元的慰问金和慰问品；在所帮扶的白王乡苏丰村，

支部工作台默》，并在日常工作和每次督察中对台账 慰问农民党员１７人，送去３４００元慰问金；表彰先进党

填写和完善进行重点要求，使各机关党支部对＂三会 支部３个、优秀共产党员４人和党务工作者５人。
一课＂、主题＂党日＂活动、组织生活会等各项支部 【党员管理】２０１８年，县直机关９个党总支、１个
工作在台账上反映；建立党支部标准化工作示范点。 ｜ 机关委员会和党员１４１８人，完善党员信息管理系统，

制定《县直机关党支部建设标准化工作争创清单》及 接转组织关系１８５人（次）。
《县直机关党支部资料模板》，下发各机关党支部。工

［党员发属】７月，对发展对象２５人集中培训，

委在要求县直机关所有党支部全面开展建设标准化 颁发《发展对象培训合格证》。发展对象８人被吸收为

｜工作的前提下，打造县委组织部、县住建局、水务 中共预备党员，预备党员１３人按期转为中共正式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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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备案发展对象３人，人党积极分子１６人。

【党组织建设］换届改选党支部２个，党总支委

信访

员进行替补１个、党支部委员进行替补１２个。７月，电

信公司康乐分公司党支部划归州上管理；撤销政研
室党支部、质监局党支部、兽医局党支部。８月，撤

［机构人员】 县信访局有干部职工人。

销电力安装公司党支部。１０月，撤销国资局党支部。
【来信来访】２０１８年，受理来信来访２４７件（人），
１１月，撤销国税局党支部和地税局党支部，并成立 其中来信２１件；个体访２１８批、４７６人（次）；集体访８

｜中共税务总局康乐税务则机关委员会，隶属２个党支
｜部分别是中共税务总局康乐税务局机关委员会第一

批、４３５人（件）。发生进京菲正常访７批、７人次（重

复访批、７人次），赴省个人访批、９人（饮）。反映问
题：农村农业６４件，国土资源１０件，城乡建设３５件，劳
【机关党建督察整改】支部在组织生活会和民主
动社会保降２５件，卫生计生３件，教育文体５件，民政５６
｜生活会上查攥出的班子和班子成员存在的问题，逐
件，政法１５件，经济管理件、交通运输３件，组织人事
一进行整改。对１０月１８日州委组织部督察反馈问题按
［３件，纪检监察２件，商贸旅游１件，其他２３件。
照清单整改补齐；上级部门督察３次，涉党支部１２个， ［上级交办件办理】全年，省委第九巡视组共交
反馈问题３０条，工委督促党支部按照清单完成整改。
办信访件８４件，已办结８４件；国家信访局交办１件，
工委于４月、８月分别对机关党建和＂党支部建设标准
已办结；省信访局交办８件，已办结８件。
化＂工作进行督察，对查找出的问题清单式反馈，督
【网上信访件录入】全年，责任单位录入１件，
促党支部完成整改，使机关党建进一步提高。
｜党支部和第二党支部。

办结１件；信访局录入１２件，办结１２件。
【党费收缴】按月向党支部交纳党费，党支部每
半年向机关工委上交一次。上半年，共收缴党费 【网上信访办理！全年，网上信访件１７５件（重
信９６件），受理７９件，办结７６件，在办３件。
３２．４３万元，下半年党费收缴任务过半；工委对党费

｜【信访工作责任制】全年，建立健全党政领导干
管理执行专户管理，及时上缴组织部门。
【作风建设年活动工委承担全县作风建设年和 部一岗双责、阅批来信、接待群众、领导包案等制
机关规范化建设活动，按照 《味转变作风改善发展环境 度，把信访工作、群众工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

建设年活动实施方案》和《机关规范化建设年活动方 作有机地融合。在全县政法工作会上，与各乡（镇）、
案》步骤、要求开展活动。全年，开展督察４次，整 责任单位层层签订责任书。
｜【＂三长＂接访】全年，县领导接待来访群众９
改问题９８２条；对州委基层作风督察组反馈的１４２条问
题和信件，已整改１２５条；１８件信访案件办结１４件， 批、９０人（次），办结９件；乡（镇）接待来访群众
１８３批、３１２人（次），办结１８０件；村接待来访群众
省州转办５件全部办结。
１８９批、２９６人（次），办结１８７件。

县直机关工委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书记 马青年（回族）
副书记 刘雪梅（女）

｜［矛盾纠纷排查化阙］全年，开展矛盾纠纷排查

调处，使排查化解工作常态化。按照早发现、早介
人、早处理的要求，坚持经常排查与集中排查相结
（供稿：刘雪梅） ｜ 合，播查在重大项目建设、城镇房屋拆迁、土地征
｜ 地、劳资纠纷、惠民政策落实等领域存在的信访苗

头，把可能引发信访问题的工作重心从事后处理转

移到事前排查化解上来。对排查梳理出来的问题，按
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落实化解责任，明确
｜主要负责人、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运用＂依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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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就地解决问题与疏导教育相结合＂的工作方法， 案室，５个单位达到＂省二级＂档案室，１２个单位达

限期化解，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镇）、 到＂省三级＂档案室。利用计算机查阅打印服务，接
难事不出县、凡事不越级＂。县信访局排查矛盾纠纷
１１起，化解１１起。

待查阅档案人员２６０人（次），查阅档案３６２卷，复印
档案１２００页

【节会信访】节庆期间，部署信访工作，派人赴
中央、省、州值班劝返。各乡（镇）、各单位特定时

ｔｏｉｃｍｉｎｍ

目期开展信访工作，坚持２４小时值班制度，对可能越级
｜上访的人员纳人２４小时监控，从解决生活困难入手，
｜指定专人负责疏导教育，稳控在基层。对可能引发的

．后学家

集体访，早发现、早介入，做到把问题解决在基层，
处理在萌芽状态。特定时期，无越级上访发生。
｜【信访条例宣传贯彻】通过接访、调处矛盾纠纷

等，宣传《信访条例》和《甘肃省信访条例，使信
【档案科教召开全县档案管理人员培训会，重
访工作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单位、进宗教场
所，增强群众依法信访、文明信访意识，信访秩序好 点学习新制定的《甘肃省 （归档文件整理规则）实施
转。印发《关于开展信访案件＂集中整治季＂活动的 细则 《甘肃省会计档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鼓
通知》，各乡（镇）、县直单位办理网上信访件能力不 励职工集思广益，撰写档案论文１２篇，其中由高建德
断提高，部署全县网上信访信息系统应用。派人参加 撰写的论文《浅谈我县档案事业发展的工作思路》，
｜被２０１８年临夏州档案学术研讨会人选。
全省信访系统和视频接访系统业务培训班。
县档案局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县信访局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局 长 高建德

局长李国涛
（供稿：化宏图）

副局长 马富贵（回族）桑桂莲（女）
纪检员苏冬玲（女）

（供稿：马永泰）

档案管理
【机构人员］ 县档案局内设业务指导股、保管利
用股、档案信息化管理股、法规股、办公室，有干部
职工２９人。
［主要工作］２０１８年，投人２３．８万元，购置办公

党史研究
【肌构人员］县委党史研究室有干部职工１０人。

［学习培训坚持开展每月一次的党史业务人员

桌椅、文件柜、服务器、不间断电源、高拍仪等设 岗位培训，学先烈事迹，学党的历史，学编写知识；
备，重新组建局域网，达到＂三网＂（互联网、政务 组织党史业务人员赴临洗、渭源、临潭等周边县

网、内部局域网）服务，为档案工作数字化、信息化 （市）学习党史编撰、大事记编写等党史工作经验做
｜奠定基础。丰富馆藏，加强档案资料收集，特别是地 法；参加在张掖高台举办的全省党史业务干部培训
方特色档案和名人档案，收集《丁作枢花儿手稿》 班。
｜【正本编】 按照省内外党史专家的指导意见，
《莲花山花儿会》影音制品等。全年完成１６户企事业

单位归档文件整理，整理档案１１４７７件，其中１个单位 在多方征求意见建议，深入挖掘历史史料、求证核
达到＂省特级＂档案室，１５个单位达到＂省一级＂档实的基础上，对已定稿的《中国共产党康乐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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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域、修改、补充、完善，征集、拍参训５１２２人（次），其中十；

摄配套画册图片，计划于２０１９年８月编撰出版《中国 参训２４９１人（次）；《党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共产党康乐历史》（（第一卷）及配套画册。同时，完 社会主义思想、乡村振兴战略等宣讲３５场（次），参
成红色康乐系列丛松 文字编写。
｜训２６３１人（次）。在搞好宜讲的同时，协同相关单位
｜举办各类培训班７期，参训９２２人。被省委宣传部、省
｜委讲师团评为＂２０１７年度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工作先进

集体＂。教师高文英在民族日报》发表文章《全力
发展康乐乡村旅游》，被评为＂全省党校系统优秀教
乐Ｌ２ｍ页人ＴＥ
采访抗战老兵
【大事记编写】编写完成每月一期的 康乐大事

｜记》，真实全面地记录康乐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成
｜为县委、县政府工作重要参考。

【党史宣传教育］结合党史资料搜集，看望部分

革命先烈后代，慰问＂＂抗战老兵＂马明礼，并与州委
党史研究室采访拍摄收集＂红色记忆＂资料。在村头 县委党校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巷尾、村民家中召开党史宣传、讨论和座谈会。开展

校 长 杜元雄

党史知识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进农村、进企 ｜副校长罗文君（女）马维俊（回族）

（供稿：雍少伟）

业、进军营宣传教育活动２次。
｜县党研童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老干部工作

主任实政刚

副主任张海霞（女，东乡族）
（供稿：窦政刚）

【机协人员】县委老干部局归口县委组织部管
理，有干部职工８人。

［老干部基本情况］２０１８年，全县有离退休干部
１２４０人，纳入管理１３５人，其中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
命工作的离休干部７人，担任过县级实职的退休干部
【机构人员］县委党校有干部职工２２人，其中高 ｜３４人，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１０年退休享受副调研员工资福利

党校教育

级讲师１人

待遇的退休干部１０２人，２０１８年去世离休干部４人，担

｜ 【教学设遍 有教学楼１栋，教室Ｓ个，其中多媒 ｜任过实职的县级干部１人，享受副调研员工资福利待
｜体教室２个（阶梯教室１个），会议至１个，阅览室１个， 遇的退休干部１人。

【老干部政治待遇】 组织离退休干部参加政治学
戴书２０００多册，有课桌２００多套．
【教学培训ｌ２０１８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习、主要会议等，坚持让老干部老有所学，组织离退
社会主义思想为主要内容，开展理论宣讲８场（次）， 休干部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和理论成果。邀请身体健

－１０６－

中国共广突来乐县委处会

康的离退休干部参与＂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组动，邀请离退休干部畅谈感想。围绕确定的活动主
织老干部集体学习１２次，参加９６人（次）。为老干部 题，与老干部进行走访座谈，发挥老干部的积极作
订阅《老年日报》《老年博览》２０份，县委组织部为 用，释放传递正能量，为全面脱贫攻坚和建设小康社
老干部赠送《党的建设》２０份，为离退休干部４３人配 ｜会贡献余热。
发 康乐县组织史（第四卷）》。
【老干部参取议政］在召开县党代会和人大、政
落实县委提出的＂五个一＂老干部工作目标。春 协两会及其他重要会议时，均邀请数量不等的老干
节前夕，县四大家领导及有关领导对离退休干部进 部参加，征求意见和建议，让老干部参政议政。

行慰问，发放慰问金６万元，慰问品价值６０００元。
【发挥职能作用】联系老干部，坚持对老干部上
＂开斋节＂之际，县四大家领导对少数民族县级退休 门走访和谈心交流等，坚持对年老体弱、行动不便的
干部进行慰问，发放慰问金３万元，慰问品３０００元。 老干部上门传阅文件，传达会议精神，通报重大事项
１２月，组织离退休干部对县上的扶贫重点项目建设 和有关会议情况。全年，走访每个老干部３次。
进行考察观摩。组织离退休干部１１４人，到县人民医

院进行健康体检。坚持＂三必访＂制度，坚持走访慰 县委老干部局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问和看望住院老干部，坚持凡是重大节日必访，老干 ｜局长张连俊
部住院必访，老干部家中有重大事件必访，共慰问老 副局长 马智锋（回族）
干部１１６人（次），其中节日慰问老干部１０２人（次），
｜老干部住院探望１２人（次），老干部家中有事走访３人
（次），
Ｗ｜

ｌｍＨＴⅢ

（供稿：王新安）

关心下一代工作

ｒｒ

［机构人员】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有

干部职工５人。

ｗｇｐＰｃｗ＇ｓ常

【＂五老＂队伍］２０１８年，全县有＂五老＇骨干

队伍３００人，占离退休老干部的３２６８？？更新＂五
老＂网吧监督员，＂五老＂人员８人被省上聘为网吧

义务监督员，组织＂五老＂人员定期不定期地对县城

【老干部生活待阊】坚持离退休干部生活待遇略 及周边所有网吧、打字复印部、印刷企业，音像制品
｜为从优的原则，按照＂三个机制＂要求，与财政等部 和图书销售网点进行检查，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

门协调，建立完善财政支持机制、将老干部的＂两 良好文化环境。６月１８日，召开＂五老＂骨干队伍培

｜费＂（离退休费、医药费）和离退休干部特需经费、 ｜训会，培训＂五老＂人员２００人（次），累计培训＂五
公用经费纳入县财政预算，保证资金落实。按照离 老＂人员１２００人（次）。

【＂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主题教育５
｜ 退休干部医药费保障机制，县上落实离休干部医药
费１３８万元，及时足额落实离退休干部的离退休费， 月２４日，州县关工委在莲莲镇下乍村上乍山石家楼
调整提高离休干部遗属的生活困难补助费，每人增 红军革命遗址开展＂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
主题教育活动，慰问下扎小学学生，州关工委发放小
资３００元。
【老干部发挥作用】发挥老干部的积极作用，组 学生校服、雨衣各７５套；县关工委发放爱心书包１３０
织引导全县离退体干部开展＂助力脱贫攻坚＂行动， 个，幼儿图书１５８册。
［干人关爱帮扶项目】５月２９日，在苏集镇囊古
｜在全县离退休干部中开展＂我看改革开放新成就＂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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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小学举行＂千人关爱帮扶项目＂资金发放仪式，为 ｜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等５户企业捐款５万元，购置爱心

孤残、单亲、留守儿童１０人代发省关工委＂千人关爱 书包３８７个，足球１３６个。６月１日，分别在上湾乡上寨
帮扶＇五老＇进校园活动项目＂资金４０００元。

小学、八松乡那尼头小学举行＂爱心书包＂捐赠仪

式；在附城镇城东小学为１７个足球队队员１３６人发放

园■
Ｉ乐县工委＂干人关委易战凝

足球。爱心款９００元，用于＂五老＂进校园活动。１２
月２２日，组织＂五老＂宣讲团深人康乐二中、开展
＂心向党、讲品德、明形式、见行动＂主题教育活动，
学生３５００人，教师１００多人聆听报告，并向学校画室赠
｜送价值１０００元的书法绘画用品。

象古被小学＂千人关爱帮扶＂活动

【＂六一＂活动】＂六一＂儿童节期间，协调甘
肃华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康乐县嘉兴建

县关工委办公室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主任杜翠芳（女）
｜制主任 马萍瑞（女，回族）

（供稿：段红桃）

康乐县人民代表大会｜

康标县人民代大
ＫＡＧＬＥＡＮＲＥＡａＭＴＤＡＩＥＩＡＯｔ位ＡＨＵＩ
康乐县人民代表大会
重要会议

长、马旭东为县审计局局长。
【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３月２２

日，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召开。学习

【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组成］县第十七届人 全国＂两会＂精神，听取和审议县人民法院《关于县
民代表大会有代表１７３人，常委会组成人员２７人，其 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审议意见办理情况

中主任１人，副主任４人，委员２２人。２０１８年，召开人 的报告》、县人民检察院《关于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
代会１次，常委会会议１０次，主任会议２０次，党组会 会第八次会议审议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县人民政
府《关于康乐县２０１７年度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１８年
议１５ 次。
【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１月２５日， 度财政预算安排的报告》《关于全县劳务工作情况
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召开。表决通过 的报告》《关于全县分级诊疗工作情况的报告》、县
《关于康乐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意 人大常委会《关于全县劳务工作情况的调查报告》

｜ 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康乐县人大常委会２０１８年工作 《关于全县分级诊疗工作情况的调查报告》，按＂满

要点（讨论稿》；免去马如俊县审计局局长职务、马 意＂通过县人民政府《关于全县劳务、分级诊疗工作
明俊县农牧局局长职务，任命马如俊为县农牧局局 情况的报告》，表决通过《康乐县２０１７年财政预算执
行情况和２０１８年财政预算安排的决议（草案）》，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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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人民政府《关于康乐县２０１７年政府限额和预算调整

马永忠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职务。

【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５月２５ 方案的报告》、县人民政府《关于康乐县２０１８年政府
旧，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召开。听 限额和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按＂基本满意＂通过

｜取和审议县人民政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县人民政府《关于县医保中心作风建设整改情况的
护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一事一议＂财政 报告》；批准《慷乐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

奖补项目情况的报告》《关于县政务大厅作风建设 ｜五年规划中期评估的报告》《康乐县２０１７年政府限额

情况的报告》《关于县医保中心作风建设情况的报 和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康乐县２０１８年政府限额和
告》《关于康乐县２０１８年度拟收购储备土地计划的报 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表决通过《康乐县国民经济
告》《关于申请土地储备专项债券资金的报告》、县 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中期评估报告的决议
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贯彻 ｜（草案）》《康乐县２０１７年政府债务限额和预算调整方
实施情况的执法检查报告》《关于＂一事一议＂财政 案的决议（草案）》《康乐县２０１８年政府债务限额和
奖补项目情况的调查报告》《关于县政务大厅作风 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草案）》，免去马志荣县人大常
建设情况的评议报告》《关于县医保中心作风建设 委会民族宗教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马剑波县人大
情况的评议报告》，按＂满意＂通过《县人民政府关 常委会信访室主任职务、马永德具人大常委会信访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贯彻实施的报告》 室副主任职务、马中堂县人大办公室副主任职务，苏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开展情况的报告》，表决 ｜ 广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职务、孙渊平县环境
通过《康乐县２０１８年度拟收购储备土地计划和上地储 保护局局长职务，任命孙志林为县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局长。

备专项债券资全的决议（草案）》。
｜【县第十七猛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７月５

【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７月２８

日，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召开。听取 日，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召开。学习
和审议县人民政府《关于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 ｜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依法

十一次会议审议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关于康乐 推动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议》，听取和审查县人
县２０１８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民政府《关于康乐县２０１８年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报
的报告》《关于康乐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 告》，表决通过《康乐县２０１８年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
个五年规划中期评估的报告》《关于康乐县２０１８年 决议（草案）》。
１—６月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康乐县 【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８月２０
２０１７年政府债务限额和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关于 日，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召开。听
康乐县２０１８年政府债务限额和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 取和审议县人民政府《关于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
《关于县政务大厅作风建设整改情况的报告》《关于 第十二次会议审议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审查《关
｜县医保中心作风建设整改情况的报告》《关于全县 于康乐县城总体规划（２０１０—２０３０）局部用地性质调
旅游产业发展情况的报告》、县人大常委会《关于全 整的报告》，表决通过《通过康乐县城总体规划
县旅游产业发展情况的调查报告》，按＂满意＂通过 （２０１０—２０３０）局部用地性质调整的决议（草案）》。
县人民政府《关于康乐县２０１８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 【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９月２５
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县人民政府《关于县 日，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召开。听
｜ 政务大厅作风建设整改情况的报告》、县人民政府 取和审议县入民政府《关于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

关于全县旅游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按＂同意＂通 第十二次会议审议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关于康
过县人民政府《关于康乐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乐县２０１７年度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
十三个五年规划中期评估的报告》、县人民政府《关 计工作报告》《关于县第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代表

于康乐县２０１８年１一６月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意见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关于全县精准扶贫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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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重点项目建设情况的报 《县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表决通过
告》、听取和审议县人大常委会《关于县十七届人大
大关于召开康乐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二次会议代表意见建议办理情况的视察报告》《关
于全县精准扶贫工作情况的调查报告》《关于全县
｜重点项目建设情况的调查报告》、审查和批准县人民
政府《关于将２０１７年专项债券康乐县城镇供排水处理
设施及供排水管网工程项目结余资金调整用于康乐

的决定（草案）》《康乐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三次会议列席范围（草案）》《煤乐县第十七届人大
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资格审查情况
的报告（草案）》《康乐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三次会议议程（草案）》《康乐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

县集镇改造建设项目管网资金的报告》《关于康乐 大会第三次会议日程（草案）》《康乐县第十七届人
县２０１８年新增债券使用计划的报告》《关于康乐县 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秘书长名单（草案）》
｜２０１７年度财政决算情况的报告》，按＂满意＂通过县 《康乐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常务主席
人民政府《关于康乐县２０１７年度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 名单（草案）》康乐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
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全县精准扶 ｜次会议执行主席分组名单（草案）》《康乐县第十七
｜ 贫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全县重点项目建设情况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副秘书长名单（草案）》。
的报告》、按＂基本满意＂通过县人民政府《关于县 【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预备会、
｜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意见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表 主席团第一次会议】１１月１４日，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
决通过县人民政府《关于将２０１７年专项债券康乐县城 大会第三次会议预备会召开。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镇供排水处理设施及供排水管网工程项目结余资金 周安俊主持。通过大会议程（草案）、大会主席团、
｜调整用于康乐县集镇改造建设项目管网资金的决议 秘书长名单（草案），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雪青作重
（草案）》、县人民政府《关于康乐县２０１８年新增债券 要讲话。代表和列席人员中的中共党员召开党员大
使用计划的决议（草案）》、县人民政府《关于康乐县 会，县委书记吴国峻作重要讲话，县委副书记马得祥
２０１７年度财政决算的决议（草案）》。
主持，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马凌鹏宜读《大会临时
【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９月２５

党支部及各代表团党小组名单。主席团成员召开县

日，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召开。表决 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
｜通过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 议，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俊录主持。推选大会常务

受雍桂英辞去县人民政府县长职务请求的决定（草 主席，通过大会日程，决定大会副秘书长，通过大会
案）》《关于提请县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 ｜执行主席分组名单，宜读县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雍
决定任命县人民政府代理县长职务的议案》，任命马

晓璐为县人民政府代理县长。

桂英辞去县人民政府县长职务的请求的备案报告》，

通过大会选举办法（草案），大会组织组向主席团提
［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１１月１４ 交县人民政府县长候选人建议名单，并介绍候选人
日，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召开。听取 基本情况，通过候选人名单（草案）。

和审议《关于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
［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
审议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关于康乐县中华人民 第二次会、第一次大会、主席团第三次会议］１１月１５
｜ 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县 日，县第十七居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第
｜ 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县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县 ｜二次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明俊主持。听

人大常委会《关于康乐县法检两院工作情况的调查
报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园妇女权益保障法贯彻
实施情况的执法检查报告》，按照＂满意＂通过县人
民政府《关于康乐县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
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县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取各代表团讨论选举办法（草案）、酝酿主席团提名
的县人民政府县长候选人名单，大会组织组向主席
团提交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草案）。县第十七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第一次大会召开。县人大
常委会主任马雪青主持。通过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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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次会议选举办法。下午，县第十七届人民代 城区净水厂工程、北部农村供水提升工程、胭脂河河
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第三次会议召开，县人大 道治理工程、三岔河片区综合治理一期工程，检查全
常委会副主任马振龙主持。听取各代表团酝酿主席 县水务水电工作。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振龙、副县
团提名的县人民政府县长候选人名单（草案）、代表 ｜长马昱陪同，州人大代表马孝慧、段淑雷参加。
｜联合提名候选人、大会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草 【州人人常委会领导调研］ ４月２５日，州人大常
案）的讨论情况汇报，听取大会组织组关于代表联合 委会主任马明杰来康乐县调研，深入上湾乡马巴村

提名情况的汇报，通过正式候选人名单，通过大会总 ｜等检查人大工作开展情况，深人州人大代表马志玉、
监票人、监票人名单（草案），通过大会计票人名单。 申志江、马正海、高增平、马春瑞、张夫红家中慰
【具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第二次问。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雪青，县委副书记、县长雍
｜大会】１１月１６日，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 桂英，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俊录陪同。

【渭源具人大常委会领导考察］５月９日，渭源县
会议通过总监票人、监票人、计票人名单，依法进行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晓清等来康乐县考察，深入康
选举事项，马晓路当选县人民政府县长。新当选的县 丰乡崖张家、八松乡草长沟、中科康洁公司等考察全
人民政府县长马晓瑞作表态发言。县委书记昊国峻 县全域旅游无垃圾治理情况。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丰
作重要讲话。
忠、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俊录陪同。

议第二次大会召开。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雪青主持。

｜［州人人常委会领导调研】５月２１日，州人大常
日，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召开。任命 ｜委会副主任沈国伟来康乐县调研，深入康丰乡杨台
【县第十十属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１２月２８

田锡鹏、何秀美为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表决通过县人 村全膜玉米耕穴播春蚕豆示范点、宏福公司、先锋良
大常委会 关于确定人民陪审员遴选名额的决定（草 种经销部、康美公司、新华公司，检查全县贯彻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和《甘肃省农

案）》．

产品质量安全条例）情况。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振
龙、副县长蒲兴辉陪同。

重要活动

【州人大常委会领导调研】８月１５日，州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马琼来康乐县调研，深入苏集派出所、
【州人大常委会领导调研】１月１６日，州人大常 ｜附城派出所等检查全县公安派出所执法为民工作情
委会主任马明杰来康乐县，深入康乐县旅游扶贫大 ｜ 况。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县公安局局长李光玺，
通道、八松乡南山村、鸣鹿水库、鸣鹿水厂等视察重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明俊、副县长马昱陪同，州人
大项目建设实施、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脱贫攻坚工 ｜大代表马孝慧、石晓霞参加。
【江西省膺潭市人大常委会领导考察】８月２８日，
作、富民产业培育情况。县委书记吴国峻、县人大常
委会主任马雪青，县委副书记、县长雍桂英，县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宋永强，副县长马昱陪同。
【州人大常委会领导调研】１月１８日，州人大常

江西省鹰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高堂来康乐县考

察，深人太子山自然保护区等考察自然保护区立法

工作情况。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沈国伟、州人大常委

委会副主任马琼来康乐县调研，深入苏集镇高楼子 ｜ 会农业环资工委主任沙玉清，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
村卫生室、苏集中心卫生院、康丰乡卫生院、段家坪 雪青、副县长唐俊陪同。

村卫生室检查全县医疗卫生工作开展情况。县人大

｜【省十三届人大代表视察】１２月２５日，州人大常
委会主任马明杰带领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州人大常

常委会主任马雪青、副县长唐俊陪同。
｜【州人大常委会领导调研】４月９日，州人大常委 委会组成人员、各县（（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及州人大

会副主任沈国伟来康乐县调研，深人鸣鹿水库工程、 常委会各工作部门负责人来康乐县视察，深入八松
乡纳沟村草长沟、县净水厂、附城镇刘家庙村、县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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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快乐广场、县城等视察重大项目建设实施、脱贫 ｜报医药费用等问题深入了解，对村级报销网络滞后
攻坚、社会事业发展、改善民生等工作。县人大常委 等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推动分级诊疗工作。结合＂作

风建设年＂活动，成立作风评议组，对政府政务大厅
｜和县医保中心开展作风建设评议，广泛征求办事群

｜会副主任王明俊，副县长唐俊陪同。

｜ 众和服务对象意见建议，现场查看办事流程及办事

常委会工作

记录，看效率、查问题，看过程、查作风，促进行业
｜部门的作风进一步转变。

【机构人员】县人大常委会内设组织联络司法民

政委员会、教科文卫委员会、民族宗教委员会、财政
经济委员会、农业工作委员会、信访室、办公室，有
干部职工４６人。
【监 督】县人大常委会坚持问题导向，围绕全
县工作重点和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创新监督
方式，加强监督工作。

加强对政府财政预（决）算审查监督，审议通过
《２０１７年度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１８年财政预算安
排》，审查 ２０１８年１—６月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听取

常委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瞳法》贯

２０１７年度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 彻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掌握和了解贯彻执行过
工作报告》，保障资金使用安全规范，提升财政资金 ｜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提出加大宣传力度、完善服

使用效益。落实《县委贯彻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 ｜务机制等审议意见，维护妇女合法权益。配合州人大
反馈意见整改方案》。５月，对 环境保护法》贯彻实 开展全县控辍保学工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
｜施情况进行执法检查，听取审议县政府关于《环境 育法》和《甘肃省义务教育条例》实施情况进行专题

保护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提出强化法律宣传， 调研，推动全县义务教育由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发
｜提高环保意识；加大资金投入，完善基础设施；加强 展；采取州、县联动方式，对《农产品安全管理法》

综合整治，改善生态环境；严格执法监管，落实环保 《甘肃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仲中华人民共和国大

责任等意见建议转县政府办理。先后审议＂一事一 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

议＂财政奖补项目工作报告，提出＂提高项目建设质 法》等法律法规在全县的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执法检
量，建立长效机制＂等审议意见；审议旅游工作报 查，督促县政府相关部门抓好问题整改，有力的促进
告，提出＂加强行业监管，提升产业水平＂等审议意 了相关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加强规范性文件备案
见；审议全县重点项目建设情况报告，提出＂进一步 审查工作，及时向州人大报送备案，县人大常委会作
加大争取力度，强化项目攻坚＂等审议意见；组织代 出的决定、决议１２件。审查县政府和各乡（镇）报送

表对意见建议办理情况进行视察，观摩全县项目建 备案的规范性文件２０份。听取审议县人民法院工作
设、城市建设、产业培育等一批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 报告，就队伍建设、＂执行难＂、审判大厅建设等工
作提出意见建议，推动问题整改；听取和审议县人民
民生项目。
常委会把保障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作为一项重要 ｜检察院工作情况报告，针对法律监督、信息化建设、
监督内容。组织代表对全县分级诊疗工作进行调查， 检务公开等方面存在的不足，提出审议意见４条，进
深入群众家中，深入基层医疗网点、药品经营店，就 一步推动检察法治化、规范化水平。依法受理来信来
群众看病就医费用报销、药品销售等环节存在的问 访，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题进行调研。特别对工作人员迟报、压报、错报、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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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各主任分别联系２￣３个乡（镇），结合全县中心
｜用作为重要基础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行职
责，增强代表履职能力。常委会成立５个指导组对各 工作，定期不定期深人所联系乡（镇），指导乡《镇）
乡（镇）人大代表培训工作进行包片督促指导。全 人大开展视察、调研等工作，协调解决乡（镇）人大
年，１５个乡（镇）开展人大代表培训３０场（次），受 自身建设方面存在的困难和问题。４月，常委会各主
训人大代表７６６人（次）。８月，举办人大代表培训班， 任带队，对＂乡（镇）人大代表之家＂＂村级人大代
邀请省人大内司委主任和州委党校教授对新修订 表工作站＂的运行情况进行指导督察，发现问题２６
《魏宪法》《饪织法》《代表法》进行辅导培训。１１月， 条，提出整改意见１６条，规范＂家＂和＂站＂运行和
举办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 管理。年初，印发《关于做好２０１８年度乡（镇）人大
思想专题培训班，人大代表１７０人参加，代表履职能 工作的通知。指导乡（镇）人大按照＂一月一联系、
力得到提升。坚持常委会组成人员联系代表、代表 ｜一季一活动、一年两会议、一年一述职＂要求开展活
联系选民的＂两联系＂制度。全年，常委会组成人员 动，发挥乡（镇）人大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作
完成县人大代表８０人的走访联系。邀请代表列席常委 ｜用。完善经费保障机制，每个乡（镇）落实人大工作
会会议，参加视察、执法检查、会前调研等活动。全 经费和代表活动经费２万元。常委会统一为１５个乡
年，共组织省州县人大代表参与常委会视察调查和 （镇）人大征订《中国人大》认人民之声报》等报刊
执法检查活动３９人（次）。在重大节日走访慰间代表， 杂志。３月，组织召开乡（镇）人大主席培训会，对
听取代表意见建议，宜传政策法规，不断拓宽代表知 １５个乡（镇）人大主席和人大千事进行履职知识、
情知政渠道，提升履职能力。全面落实农民代表履职 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培训。各乡（镇）结合人代会、
｜补助。根据省、州有关文件精神，向县委请示汇报， 代表小组活动，开展不同形式的代表培训。

协调落实，符合条件的县级无固定收入代表７８人履职 人Ｚ
补助全部落实。加强＂两联系＂工作，由常委会各主
任带队，先后组织县人大代表４０人深入胭脂镇、鸣鹿
乡、附城镇、八丹乡、莲戴镇原选区向选民述职。
县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共提出意见建议４２件，已

办结３３件，占７８６？？？入计划准备办理９件，占

２１．４？？县政府高度重视意见建议办理，召开交办
会、推进会、汇报会，加大办理力度，提高办理质

量。县人大采取常委会各主任分解督办、各工委
（室）归口督办的方式，抓实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
委员视察
办理工作，一批关系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建议得
人事任免】坚持党管干部和人大依法任免相结
｜到办理。对代表提出的《关于在县城规划修建停车 ｜合的原则，依法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现县委的
｜场》的建议，县上在城区规划设置停车场３处，临时 人事安排意图和人民群众意愿的有机结合。在人事

停车位２８０个；在建各小区配建大型地下停车场４处， 任命过程中，常委会对提请任命的干部采取主任会

停车位１３０９个。对代表提出的《关于对虎关乡上沟村 议初审、依法提请、投票表决、颁发任命书，举行向
１０社１．公里道路硬化的建议》，县扶贫办会同虎关乡 ｜ 宪法宣誓仪式等有效监督方式，全面考量，严格把

实地勘察，列人２０１８年第一批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 关，提高任免工作质量，提升被任命人员忠于宪法、
计划，完成道路硬化。
忠于法律的自觉意识和依法履职意识，为全县改革
【指导乡（镇）人大］落实省、州《关于加强和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全年，任免国家机关工作

改进县乡人大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建设任务，规 人员１８人。

范联系指导，完善工作机制，提升整体工作水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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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制县人大常委会机关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件，建立每周二、四日主婴领导接待信访的工作制县）
度，畅通信访工作渠道，对每件来信来访进行详细登 组织联络司法民政委员会主任 马兆毅
马春梅（女，回族）
｜记，转办督办，答复落实。全年，受理群众来信１０ 制主任
科文卫委员会主任 刘汉
件，接待来访４５人（次），已全部转交并督促相关单
位依法办理。

县人大常委会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主任
马雪青（东乡族）
副主任

马俊录（回族）王明俊
马振龙（回族）周安俊

副县级干部 丁维平

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 马 钳

农业工作委员会主任 牛尚礼（回族）
马福成（回族）
办公室主任
副主任
｜易兆学
马葡香（女，回族）
纪检员

（供稿：姜红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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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乐县人民政府
议精神》２０１８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林铎同

重要会议

志在省股脱贫攻坚领导小组２０１７年第四次会议上的讲
话精神》；研究其他有关事项。

【第十七届县人民政府第三十次常务会议］２月８

【第十七届县人民政府第二十九次常务会议］１

月１１日，第十七届县人民政府第二十九次常务会议 日、第十七届县人民政府第三十次常务会议召开。
召开。县委副书记、县长雍桂英主持。集中学习＂两 县委副书记、县长雍柱英主持。集中学习＂两学一
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有关内容、《习近 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有关内容、《习近平的

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第七部分、党的十九大精神和 七年知青岁月》第九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五部
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１月５日习近平在学 分、《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一部分、新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仪式上的重要讲 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章、中共十九届二
话精神》《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 ｜中全会、党风廉政建设相关内容、《中华人民共和
会上的讲话精神》《林释、唐仁健同志在＂学习贯 国行政监察法实施条例、林铎同志在省脱贫攻坚领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专 导小组２０１７年第四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李克强总
｜题研讨会上的讲话精神》《２０１８年中央农村工作会 理在全国自贸试验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研
究其他有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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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届县人民政府第三十一次常务会议］２州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反馈问题整改暨信访工作
届县人民政府第三十一次常务会议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习近平在参观庆祈

召开。县委副书记、县长雍桂英主持。集中学习＂两 年大型展览时的讲话精神、《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
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有关内容、《习近平 ｜条例（试行）》《在全省年轻干部示范培训班学习情

｜的七年知青岁月》第十一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七 况的报告》《省委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共甘肃省委落
部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二部分、 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重点任务清单的通知》精神，
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三章、党的中央组织 省委书记林铎、省长唐仁健同志在全省实施乡村振

和第四章、党的地方组织、精准扶贫专题内容、习近 兴战略工作推进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和省委书记林锋
平总书记２０１８年新年贺词、国扶办主任刘永富在脱贫
攻坚工作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省委书记林铎在永
靖调研脱贫攻坚工作时的重要指示精神，《临夏州
深化＂放管服＂改革领导小组２０１８年第一次会议纪
要》文件精神、州政府《关于印发《政府工作报告》

在天水、陇南调研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基层党建等
工作暨在天水座谈时的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
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活精神、马相忠同志在州政

府第７９次常务会议上安排部署项目工作时的讲话精

神和在州政府第８１次常务会议上安排部署东西部扶

的通知 文件精神、州纪委《关于我州查处八起违反 贫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的讲话精神、《州政府第７９次
｜中央规定精神典型问题的通报》文件精神；研究其他 ｜常务会议纪要》；研究其他有关事项。
有关事项。
｜ 【县政府领导班子２０１７年度专题民主生活会】２
｜【第十七届县人民政府第五十次常务会议】１１月

月７日，县政府领导班子２０１７年度专题民主生活会召

２６日，第十七届县人民政府第五十次常务会议召开。 开。县委别书记、县长雍桂英代表班子对照检查。县
县委副书记、县长马晓璐主持。集中学习《中华人民 委常委、副县长张丰忠，副县长唐俊、马昱、唐小
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宗教事务条例》《习近平谈治 江、蒲兴辉、张生璨及县政府办相关科（室）负责人
国理政（第二卷）》第七部分、《省委、省政府关于 参加。
【县政府第二次全体会议暨政府系统转变作风
构建生态产业体系推动绿色发展崛起的决定》《中
｜共中央办公厅关于陕西省委、西安市委在秦岭北麓 改善发展环境建设年活动动员会议］４月２８日，县政

西安境内违建别墅问题上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及开展 府第二次全体会议暨政府系统转变作风改善发展环
违建别墅专项整治情况的通报》《州深化＂放管服＂ ｜境建设年活动动员会召开。县委副书记、县长雍桂英
改革推进政府职能转变领导小组会议纪要》文件精 作重要讲话，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丰忠主持。副县长
神、全国全省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和１０月２９日省政 马昱、唐俊部署依法行政和＂放管服＂工作。县领导
府党组（扩大》会议精神，省委、省政府办公厅《关 马凌鹏、王明俊、高志育、张学义、张明海等，各乡
于全省各地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和 （镇）长，县政府组成部门，县政府所属事业单位及
＂八个着力＂重要指示精神情况的督察报告》和州委 省州驻康各单位负责人参加。
［全县六大特色产业与精准扶贫＂一户一策＂对
书记杨元忠批示精神及在州脱贫攻坚领导小组２０１８年
第九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州政府第７７次、７９次常务 接工作会议］５月１４日，全县六大特色产业与精准扶
会议精神；研究其他有关事项。
贫＂一户一策＂对接工作会议召开。县委常委、副县
【第十七届县人民政府第五十一次常务会议］１２ 长张丰忠主持。传达《嫌乐县六大特色产业与精准扶
月１８日，第十七届县人民政府第五十一次常务会议 贫＂一户一策＂对接工作实施方案》，解读对接工作
召开。县委副书记、县长马晓璐主持。集体学习《习 调查表有关内容和填写事项。１５个乡（镇）长、分管
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八部分、《习近平新 农业的副乡（镇）长、扶贫工作站副站长及业务人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 第一讲、《关 员，县直相关部门负责人，县农牧局、兽医局、扶贫
于贯彻落实省州领导批示精神的通知、杨元忠在全 办、精准办和分管业务负责人及抽调联络员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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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城市低保精准认定工作动员会议］５月２４｜部、县纪委监委分管负责人参加。
【全县脱贫攻坚第十八次调度会议】１１月２７日，
日，全县城市低保精准认定工作动员会召开。县委
｜副书记、县长雍桂英，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县公 全县脱贫攻坚第十八次调度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吴

安局局长李光玺分别讲话。副县长马显主持。县政协 国峻作重要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马晓璐主持。县
副主席高志育，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 委副书记马得祥传达１１月２２日全县帮扶工作协调推进
分管领导、民政办主任，各村党支部书记，城市低保 会议精神，通报州扶贫办主任马秀兰检查脱贫攻坚
｜精准认定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人、四办各主 ｜重点工作及反馈问题，宣读关于印发康乐县东西扶
任及县民政局干部职工参加。
｜ 贫协作和定点帮扶２０１８年度考核验收工作领导小组及
【第十七届县人民政府第三次全体余议］８月１１ 开展重点工作督察的通知》和《铁于印发康乐县脱贫
｜日，第十七届县人民政府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县 ｜攻坚专责小组及工作职责的通知》文件，听取１５个乡
委常委、副县长张丰忠主持。传达学习《上半年全州 ｜（镇）关于贷款清收、续贷和东西协作扶贫项目验收
经济运行情况通报》和州委副书记、州长马相忠在州 报账及州上督察检查、考核验收反馈问题整改等方
政府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精神；通报上半年工 ｜面的汇报。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雪青，县政协主席石
｜作进展情况，分析存在的问题，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 恒平等全体县级领导，县直及省州驻康单位负责人，
｜和政府自身建设。各副县长，各乡（镇）长，县政府 ｜ 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扶贫工作站副站

组成部门、所属事业单位及省州驻康单位负鼓人参 长，１５２个驻村工作队队长，县精准办、扶贫办干部
加。

｜参加。

【厦门企业来康乐对接视资项目协调余议】１１月
司法行政能力培训班】９月２６日，全县习近平新时代 ２８日，厦门企业来康乐对接投资项目协调会召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暨司法行政能力培训班开班。 县委副书记、县长马晓璐主持。厦门市相关企业代
副县长马昱，各乡（镇）司法行政系统干部职工６０余 表，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丰忠，唐小江；副县长唐
人参加。
俊，县政府办、发改局、住建局等棋关县直部门负责
【全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暨

｜全省医改工作视频会议］１０月１７日，县政府组

人参加。

Ｉ全具总河长会议］１２月２日，全县总河长会议
织参加全省医改工作视频会议。副县长唐俊，县健
康扶贫专责工作组成员、县级各医疗机构负责人参 召开。县委书记、县级总督导、总河长吴国峻及９条
加．
县级河流县级河长出席。县委副书记、县长马晓璐
【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第二十次余议】１１月１６ 主持。传达学习省州县三级总河长令、临夏洲总河长

日，县驳贫攻坚领导小组第二十次会议召开。县委 会议精神和《州河长制办关于组织开展＂清四乱＂专

副书记、县长马晓瑞主持。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项行动） 文件精神；汇报全县河长制工作开展情况。
全国第五个扶贫日对脱贫攻坚重要指示和李克强总 各乡（镇）河长制工作负责人，全县河长制工作部门
理批示、甘肃省２３０１８年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第十六次 ｜联席会议成员负责人参加。

会议精神、临夏州２０１８年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第十次会 【全县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方案暨绿色生态产业
议精神；提交通过Ｏ０１８年中建公司特殊党费项目计 发展规划工作安排部署会议】１２月４日，全县乡村振
划的请示》《２０１８年东西协作第五批资金项目计划的 兴战略实施方案暨绿色生态产业发展规划工作安排
请示》；通报 《２０１８年全州脱贫攻坚考核验收及督察 部署会召开。县委副书记、县长马晓璐作重要讲话，
发现问题清单》《２０１８年度康乐县贫困退出验收报告 ｜ 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丰忠主持。传达学习《关于做好

及问题清单》。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雪青，县政协主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方案编制工作的通知》《临夏州

席石恒平等全体县级领导，各乡（镇）党委书记、乡

人民政府关于构建生态产业体系推动绿色发展崛起

（镇）长、县直相关单位负责人，县委组织部、宣传 的意见》精神；说明兰州交通大学建筑学院副处长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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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峰就规划编制需要材料、县上有关部门配合等情

｜【全县牛文化旅游节暨第十一届赛牛相牛大会】

况，并征求与会人员意见。县扶贫办、发改局、财政 ５月３日，全县牛文化旅游节暨第十一届赛牛相牛大
局、景古镇、莲麓镇等单位负责人参加。
会在县牛羊交易市场召开。县委书记吴国峻致辞，县

重要活动

委副书记马得祥主持。副县长张生璨宣布＂牛王＂
＂牛后＂＂状元牛＂＂良种青年母牛＂＂良种青年冠
军母牛＂获得者名单，并现场颁奖。省农牧厅畜牧处
｜处长豆卫，省农牧厅畜牧产业管理局局长杨东贵，省

【省农牧厅考核组考核】１月１０日，省农牧厅副 农牧厅畜牧处副调研员周健，州农牧局党组成员、副
巡视员马占颖带领由省人社厅农民工工作处、省安 局长马海清，中国报道新闻网魅力甘肃、《民族日
监局人事处、省国土厅地籍处负责人组成的考核组 报》 等省、州新闻媒体记者及干部群众参加。
［全县＂第１５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启
来康乐县，考核农民工工作。副县长唐俊陪同。
【州政府第三督察组督察】１月２４日，州政府第

动仪式］５月１９日，全县＂第１５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

三督察组来康乐县，督察控保辍学工作。副县长唐 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县政府六楼会议室举行。全体县
级干部，各乡（镇）、县直及省州驻康单位负责人参
俊陪同。
【中国梦进万家＂红色文艺轻骑兵＂惠民文艺演 ｜加。

出］１月３０日，县上举行中国梦进万家＂红色文艺轻 ［州领导调研】５月１９日，副州长刘富祯来康乐
骑兵＂惠民文艺演出。县委副书记苏勇致辞，副县长 县调研拆旧排危工作，副县长马恳陪同。

【州领导调研】５月２３日，副州长王方太来康乐
雪青、县政协主席石恒平等全体县级领导，各乡 县，督察＂一企一策＂＂跟办一件事＂和＂控保辍
唐俊主持。省京剧院院长马勇，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

（镇）负责人，县直单位干部职工及各界群众约２０００ ｜学＂工作。副县长唐俊、马昱陪同。
人参加。

【中建二局安装公司负责人对接】５月２７日，中

｜【省民政厅督察组督察】３月３日，省民政厅党组 建二局安装公司党委副书记王艳玲来康乐县，对接

成员、副厅长王建强带领督察组来康乐县，督察全国 中建康乐焊工技能培训班学员实训。副县长唐俊、吴
｜＂两会＂期间退役士兵慰问和民生保障等工作。副县
长马昱陪同。

【州政府第二督察组督察】３月６日，州政府第二

督察组组长、州农牧局局长宗玉良带领督察组来康
乐县，督察控保辍学、农村人饮工程、食品药品安全
监管及农业农村等工作。
【州领导检查】 ３月１２日，副州长魏贺生来康乐

县，深人草滩乡车场沟村、才子沟村指导精准扶贫
工作，检查州直帮扶单位到岗工作情况。

文君陪同。

【州领导调研］５月３１日，副州长魏贺生来康乐
县，检查三岔河流域巡河工作。副县长马昱陪同。
【＂世界环境日宣传溍动】６月５日，县上举行
＂世界环境日＇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主题宣传活
动。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丰忠，副县长张生璨参加。
【米合新兴产业集团负责人考察】６月６日，光合
新兴产业集团副董事长于邵波等来康乐县，考察旅
游产业发展情况，并洽谈光合新兴产业集团旅游扶

｜【县领导督查巡河】４月１８日，县委副书记、县

贫开发合作项目。副县长唐俊，县景古红色政权纪念

长雍桂英，副县长马显带领县环保局、水务局等单位
负责人，深入苏集河、胭脂河督察巡河。

【旅游扶贫开发合作项目洽谈】６月７日，康乐县

馆馆长刘建文陪同。

【州领导检查】４月２４日，副州长魏贺生来康乐 ｜ 与光合新兴产业集团旅游扶贫开发合作项目洽谈会

县，督察＂旅游宜传月＂启动仪式准备情况。副县 召开。县委书记吴国峻洽谈，副县长张生璨主持。于
｜长唐俊陪同。

邵波介绍集团旅游扶贫开发项目成功案例，县旅游

｜局负责人介绍全域旅游发展情况，县景古红色政权

康乐年鉴测Ｐ

纪念馆馆长刘建文介绍与光合新兴产业集团扶贫旅 县长马昱陪同
游开发合作项目对接情况。县政协副主席高志育，县
｜【省交通运输厅核查组核查）１２月２２日，省交通

运输厅核查组来康乐县，核查交通运输行业精准脱

｜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全省第十四届运动会大众组攀岩让赛在康乐 ｜贫任务指标完成情况。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丰忠陪
县举行】７月２５日，全省第十四届运动会大众组攀岩 同。

比赛在康乐举行。来自嘉峪关市体育局、临夏州法台
山户外运动俱乐部、陇南市华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县人民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甘肃农业大学、兰州荣域户外运动有限责任公司和 县委副书记、县具长 马晓璐（回族）
州体育局的运动员２２人参加比费
县委常委、副县长 张丰忠磨小江（挂职）
【省督导组督察】９月１８日，省督导维来康乐县 副县长

｜居俊马呈（回族）

潇兴辉（挂职）
张生璨（挂职）
田锡鹏（（往职）

督导＂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推进情况，县

委常委、副县长张丰忠陪同。
｜【县领导漏察】１１月２６日，县委副书记、县长马

晓璐带领督察组，深人上湾乡、胭胳镇、督察精准扶
贫专项贷款回收、续贷工作
州政府教育督学

何秀美（女）
｜张学义

【管农业农村厅领导检查］１１月２７日，省农业农 州计生协会兼职副会长 张明海（东乡族）

（供稿：石梅兰）

村厅副厅长妥建福来康乐县，检查林业保护为重点
的农牧业安全生产。副州长赏进孝，县委常委、副县
长张丰忠陪同。

县政府办公室

１州交通局负责人检查］１１月２８日，州交通局副

调研员车卫平带领检查组来康乐县，检查道路交通
安全及道路交通管理工作。副县长马昱陪同。

｜【机构人员】县政府办公室内设督查室、外侨
【州环保局负责人督察】１１月２８日，州环保局副 办、应急办、信息中心、政务中心，有干部职工４３

｜局长马锦程带领督察组来康乐县，督察福缘建材厂 人。

和大气污染情况。副县长张生璨陪同。

［主要工作］为协助县政府领导处理日常事务工
作的机构。围绕县政府工作部署，对涉及全县经济建
锦程带领督察组来康乐县，考核 《２０１８年环保目标责 设、社会发展、自身建设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进行调
任书》等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丰
查研究，为县政府科学决策提出建议、预案。负责县
忠陪同。
政府有关会议筹备和组织协调。负责安排县政府领
【县领导慰问】１２月１２日，县委常委、副县长张
【州环保局考核】１２月４日，州环保局副局长马

导公务活动，办理县政府领导交办的事项。负责县政
府文件和文稿起草、校核、印发，负责文书处理、档
村级困难老党员、离退休老干部、离职村干部１４人。
｜案管理。研究、审核县直各部门、各乡（镇）向县政
【具领导检查］１２月１３日，县委副书记、县长马
｜府的请示、提出处理意见报县政府领导审批。及时
晓璐，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宋永强，副县长马昱检
收集、筛选、综合整理各类情况，全面准确地为县政
查城区供暖情况，

丰忠，副县长唐俊分别深入莲麓镇、苏集镇慰问部分

｜【州领导检查】１２月１９日，州委常委、副州长霍

府、上级政府报送信息；及时传达贯彻政府的重大决

｜志亚带领检查组来康乐县，深人康美公司检查运行 策、重要精神。负责上级政府重要工作部署、领导重

要批示、批件贯彻落实情况督促检查，以及受县政府

及企业贷款回收、精准扶贫贷款回收续贷和特色产 委托对某些问题调查核实。负责县政府值班工作，及
业发展工程贷款工作。县委副书记、县长马晓璐、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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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向县政府报告重要情况，处理群众来信来访，协

助处理县直各部门和乡（镇）反映的重要问题。负 县政府信息中心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责全县政府系统机要密码通信和密码管理。负责上 主 任 马海雄（回族）
级政府文件和政府领导机关要件传递工作。负责县 副主任张进宝
（供稿：马海雄）
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和县政府大院安全保卫。承办县
政府及上级政府办公室交办的其他工作。２０１８年，办
公室撰写领导讲话、汇报材料等２６０余篇，复核县政

督有

府文件６９８份，签发办公室文件２１３份，处理各级来文
１９６６份；承办各类会议３０６次，组织参加中央、省、
州各类视频会议１０１次。

｜机构人员】县政府督查室有干部职工３人

【工作职能】负责《政府工作报告》、县政府及

县政府办公室领导妍子成员名录
政府办文件、县政府领导重要批示贯彻情况督察工
主 任马生杰（回族
作；负责县政府全体（扩大）会议、政府常务会议、
｜主任 聂 剑 马宏奎（回族）马维胜（回放
县长办公会议、有关专题会议确定事项督办；负责对
（供稿：杨作庆）

上级重要工作部署贯彻情况检查、督促和报告；负责

办理县政府和政府办公室领导批示件分办、催办和办
｜理情况的反馈；牵头组织开展县政府、政府办公室专

｜信 息

项督察活动；承担全县目标绩效管理具体工作；负责

县委、县政府有关工程项目日常联络和督促检查；督
【机构人员】县政府信息中心有千部职工５人。

察相关部门办理人大代表议案、建议和政协委员提

【主要工作】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 案、建议案。
【主妻工作］坚持以县政府决策贯彻落实和县领
以撰写上报篇幅短小、文字精炼、参考价值高的政

务信息为目标，组织秘书工作人员勤学习、转观念、 导交办事项办理为主线，有针对性地就重点工作开展
｜ 抓亮点，提升撰写质量。进一步拓宽信息报送渠道， 专题督察，提高督察效率；同时，在总结以往督察工

向甘肃日报、民族报等新闻报刊投稿，不断提高采 作经验的基础上，采取以现场督办为主，电话督察和
｜用率，扩大康乐对外影响力。２０１８年，共上报政务信 ｜文件督察为辅的督察方式，使政府每项决策和县领导
｜息５８０条，州政府网站采用３４７条，省州其他媒体采 ｜每次批示得到落实。全年，共收到群众来访信件１３
用４２条。同时，紧紧围绕国家和省州重大决策部署 份，全部办结；＂县长信箱＂共收到网名来信２７份，
和公众关切，以建设法治政府、阳光政府为目标， ｜受理１７份，公开答复１５份。
｜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临夏

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临夏州２０１８政务公开 县政府督查室领导洲子成员名录
工作要点》的通知》《临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主任聂剑
印发〈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副主任 马占清（回族）
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以不公开为例外＂，切实加强

对行政权力清单、生态环保、市场监管、政务服务、
财政资金、政策解读回应、＂五公开＂等重点领域
信息的公开，不断提高政府公信力。全年，在县政

府门户网站上主动公开各类政府信息３７２０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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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政府外侨办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主 任马宏奎（回族）

应急

副主任 昊小莉（女）

（供稿：马宏奎）

｜肌构人司】县政府应急办公室有干部职工４人。

【工作职能］收集报送县内突发公共事件信息上
报，协助县政府领导处置在全县行政区域内发生的
突发公共事件；负责组织编制、修订《康乐县人民政
府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和审定全县各类《突
发公共事件专项应急预案》，督促检查预案演练工作；

政务
【机构人员】县政务中心隶属县政府办公室，有

负责协调和督促检查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部 干部职工３人。

【基本情况】设立办事窗口２０个，进驻单位３０
门应急管理工作；组织、协调有关方面研究提出全县
应急管理政策和规划建议。承办县政府交办的其他 ｜个，工作人员７人，开展３７６项审批、服务、备案类事
事项。
项。１１月底，办理各类事项２３万件，接待群众３．２万
【主要工作】２０１８年，上报各类应急信息１４条， 人（次）。
组织协调相关部门单位开展急救、防火、抗洪抢险应 ｜ｌ主要工传］ 按照康乐县企业和群众到政府办
急演练，提高政府应对各类突发公共事件能力。做好 事现行目录》、做好甘肃政务服务网康乐县子站的更
每月及节假日县政府和办公室值班安排，及时上报｜ 新，完善网上办事流程。２０１８年，政务服务事项网上
可办率８２按期完成省州要求网上可办率８０？？目
县委办和州政府办公室。

标；接收、处理网民投诉、咨询件１９件，已答复１８

县政府应急办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主 任 马维胜（回族）
副主任 宋爱伟 马英才（圜族）
｜（供稿：马学海）

件，网上答复率９５？？加大甘肃政务服务网宣传力
度，在县城拱门显示屏、文化广场电子显示屏播放

甘肃政务服务网动漫小视频，提高群众知晓率和应
用率。向办事群众印发 《康乐县政务中心办理事项群
众满意度测评表》２０００份，满意１５８０份，基本满意

３５０份，满意率９６？？推动＂四办＂改革向基层廷

｜外事侨务

｜伸，加强县、乡（镇）、村三级便民服务网点建设，

为更好承接和落实＂放管服＂各项改革工作提供平台
【机构人员］县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有干部职工 支撑。
３人
［【工作职责】协调重要外宾来访接待和全县重大 县政务中心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主 任 段文娟（女）
｜外事活动，联系、服务华人华侨，负责归侨、侨眷工
副主任 马海军（国族）
作；负责因公出国（境）手续的办理工作；负责全县
对外友好和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县内活动管理监督。
【主要工作］２０１８年，做好侨属职工养老保险等

工作，解除职工后顾之忧。同时，受州外侨办委托、
｜牵头协调县公安局、县民宗局等单位，对进入县内

｜（供稿：米玉强）

接待

非法传教人员进行遣返。为户侨眷各送去茶叶２斤和
【机构人员］县政府接待中心有干部职工９人。

慰问金５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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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接待】贯彻落实《沥行节约、反对浪费》、

【人才队伍建设］推进职称制度改革，紧扣＂民
｜中央＂八项规定＂、省委＂双十条＂、州委＂五要十不 生为本、人才优先、服务公众＂工作主线，发现人
准＂、县委＂八个必须＂规定，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 ｜才，执行破格晋升中高级资格评审新标准和差异化
加强公务接待标准管理，厉行勤俭节约、加强党风 职称评审政策，落实州人社局《关于进一步完善全州
廉政建设。２０１８年，接待领导、来宾住宿（含休息）、 专业技术人员职称管理服务工作的通知》，筹建＂康

乐县教育系统及农牧系统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使
全具基层职称评审机构设置更加科学化。全县有各类
人才６６１５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３５８７人（高、中、初

就餐、召开会议等２９５１７人（次）。

级专业技术人员比例为３：１２：１０），技能人才６９０人。

考核合格人员１１６人，其中初级工１２人，中级工６８人，
高级工３１人，技师５人。全年，专业技术职务新聘任

高级８２人，中级１１２人，初级１６人，按照《甘肃省事

业单位专业技术内部等级岗位任职条件》精神，为符
合条件者２３７人认定相应专业技术内部岗位等级。创
｜新职称评价方式，激发全县专业技术人员工作积极

Ｃ

州领导检查扶贫车间

性。

【公务员警理］ 更新和补充登记公务员、参照公

县政府接待中心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务员管理人员，实现公务员队伍动态管理。全县政府
序列登记公务员６７４人，参照公务员管理人员１４８人。
在加强平时考核的同时，按照《公务员考核办法》，

主 任 马明海（东乡族）
副主任 王强雍瑞军

（供稿：王 健） ｜对行政机关公务员、参照管理单位工作人员进行考

核。全年，考核全县一般行政干部３６３人，确定年度
考核优秀人员５８人。９—１１月，组织政府序列科级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下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管理人员进行远程网络培训。

【工资福利待遇】完善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

【机构人员】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设办 规范机关事业单位工资管理制度，开展津补贴执行
公室、公务员管理股、科技及事业人员管理股、工 情况专项检查，按照 《康乐县乡（镇）机关事业单位
资福利管理股、档案管理股、就业管理股，下设劳动
监察大队、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就业服务中心、社会

工作人员乡（镇）工作补贴发放办浅》 文件要求，为

３６个乡（镇）、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３１４４人，按标

保险中心、医疗保险中心、劳务工作办公室、劳务办 ｜准审批落实乡（筑）工作补贴，对机关事业单位退休
驻南通办事处、劳务办驻苏州办事处、创业贷款担 人员１４８７人的养老金进行调标，对全县机关事业单位

人员基本工资和艰边津贴进行调标。按照程序流程，
保中心，有干部职工７４人：
｜［全县干部职工基本情况】２０１８年，全县有干部 实现县级及以下职务与职级并行日常化管理，为全县

职工７３０６人，其中公务员１０３６人，参照公务员管理人 公务员（参公人员）１０３６人按规定办理晋升相应职务
员１４８人，事业单位管理人员２００８人，专业技术人员 层次，并审批落实相应职级待遇。调整全县２０１８年机

｜３５８７人，机关事业单位工人７０５人，大学生村干部３０ 关单位工作人员级别晋升、两年一次晋档和事业单位

人，＂三支一扶＂２５人，西部志照者１２人，特岗教师 工作人员每年一次晋级，完成２０１８年全县科学发展观
２１９人。

业绩考核奖审批。落实县以下机关公务员职务与职级

并行制度，经审核、民主测评、考核和公示，符合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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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职级的人员２３人，其中享受正处级职级待遇１人， 协作劳务招聘会７次。全县在厦门市同安区务工人员

副处级职级待遇１０人，正科级职级待遇５人，副科级 近４００人。通过政府引导和能人带动，全县在东南沿

海务工人员达８００人左右，在西部务工人数达３万人

职级待遇７人。

｜【人员日常管理】规范请销假制度，启用制式请 以上。
假单，规范请假审批程序，强化主管部门对所属单位 落实《州人社局、州工商局关于创业担保贷款和

管理。明确请假审批附材料证明，从严控制假期天
数。严肃工资发放管理，严格执行到龄即退的政策，
为６３人办理到龄退休手续；对遗属补助申领、乡
（镇）补贴发放等实行常规化审核制度，加大入户核

小微企业贷款扶持小餐饮企业发展的意见》，放宽创

业贷款发放条件，扶持发展小餐饮创业，为全县在州
外开办餐饮服务的小餐饮个体户２６人，发放创业担保
贷款４４０万元；为高校毕业生６人，发放创业贷款６０万
查力度、为２６人发放遗属补助；停发在职死亡人员４ 元；为创业人员创业创新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
人、辞职人员５人工资。依规对因受党纪政纪处分人
高校毕业生转移就业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
｜员１６人，不予发放绩效奖。
计划＂和＂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开展＂春风行动＂
【医疗社会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征缴收 ｜和＂就业援助月＂活动，搭建快需平台，实施就业服
人１７５６万元，基金支出１５１３万元，分别占年任务的 务，促进就业创业，继续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放在首

１９７．９７？８２．７７？？？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征缴收入 位，统筹实施好＂三支一扶＂民生实事项目和特岗教
３４８８万元，基金支出２８８２万元，分别占任务１１０．３４％ ｜师、西部计划等招录工作，引导扶持高校毕业生到基
和９６．６８？？？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征缴收人４０９３万 层企业服务。全年，录用的＂三支一扶＂人员１３人全
元，基金支出１５７６０万元，分别占任务的１００．１２？ 部到岗；招录＂西部计划＂７人全部到岗；录用特岗
１１３．２８？？？业保险征缴收人６０万元，基金支出１３万 教师６０人（农硕生２人，幼教３４人，小学教师２４人）到
｜元，分别占任务的１７６４７？５４．１７？？？伤保险征缴 岗工作。针对全县高校未就业毕业生，组织开展招录
收人７６万元，基金支出７８万元，分别占任务的１０５．５６ 工作，引导高校毕业生６１人，进入１４户基层企业就

和８６６．６７？？？育保险征缴收人１６８万元，基金支出 业；从全县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中招聘交通协管员６９

１３４万元，分别占任务的１０３０７？８３？？？乡居民 人，从全县未就业大中专毕业生中招聘自来水管理员
基本养老保险续保率１０３．１６？发放率１００？？

｜ ９７人。协调帮扶单位中建公司组织召开专门面向建筑

【就 业】城镇新增就业人员２５６９人，占任务的 ｜类高校毕业生招聘会，招聘１５人到中建公司就业。

１００．７５？？？现转移就业１３３５人，占任务的１２１．３６％，
其中高校毕业生转移就业１１６人，占任务的１０５．４５％；
｜ 完成就业技能培训２６２９人，占任务的１６４．３１？？？业

【公益性岗位开发】安置公益性岗位人员８２２人
（省级４１１人，州县配套４１１人）开发环卫、乡（镇）

能力培训１００人，占任务的１００？？？位技能提升培训

置对象主要面向城镇零就业家庭人员、下岗失业人

街道保洁员和卫生医疗单位护理等公益性岗位，安

员、残疾人和未就业大中专毕业生中有劳动能力和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落实各项就业扶持政策，扩 就业愿望的适龄人员。

［６０人，占年任务的１２０？？

重点面向４１个深度贫困村，在１５个乡（镇）开
实施就业服务，促进就业创业＂要求，通过县电视 发农村保洁公益性岗位８２２个、乡村道路维护岗位４８０
台、康乐县政府网站、美丽康乐ＡＰＰ以及租用宣传个、就业扶贫专岗１０４个、交通协管岗位５个、生态护
大就业数量，提高就业质量。按照＂搭建供需平台，

车、发放直传单等形式，在乡（镇）逢集日和精准培 ｜林员岗位４００个、村级卫生专干１５２人、农村自来水管

训点，以＂精准扶贫进万家、小康路上你我他＂为主 理员８０人。有２６２５个贫困劳动力就业岗位，超过贫困

题宜传动员，做到劳务信息进村到户。开展＂春风行 劳动力总数１３．６？？人员享受到就业援助，增加家庭

动＂活动，有务工意愿１２００人和１６户厦门用工企业参 收人。全年，岗位开发中，农村道路维护员、中小学

与招聘会，召开厦门市同安区一临夏州康乐县东西 营养餐厨师和村级卫生专干组织招聘，其他公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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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全部安排上岗。
｜［技能培训】加大就业技能和农业实用技术培训

地就业４２１人，第三地就业２９５人。
推广建设就业扶贫车间，按照贫困劳动力务工

｜力度，开展职业技能鉴定，提高劳动力技能素质。全 特点，鼓励企业建设扶贫车间，制定《慷康乐县扶贫车
年，培训劳动力２４５万人，其中就业技能培训３４７３ ｜间建设实施方案》《嫌乐县扶持发展＂扶贫车间＂奖
人，农业实用技术培训１８５９人，技能鉴定２５２人。 补办法》等政策文件，推广建设扶贫车间，对吸纳一

深化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工程，锁定贫困村、瞄准贫 定贫困劳动力就业的＂扶贫车间＂企业给予资金扶

困户，集中力量开展精准扶贫劳动力培训。培训精准 持、培训补助，盘活国有资产、提供厂房、生产设
扶贫劳动力４９２８人，其中就业技能培训２６２９人，岗位 备，帮助解决用地、用电方面问题。对在＂扶贫车
技能提升培训６０人，创业培训１００人，示范培训１０００ 间＂务工的贫困劳动力，按政策给予相应奖补。全县
人，＂两后生＂学历教育培训５５人，劳务品牌培训 认定＂扶贫车间＂１８家，主要集中在布鞋加工、手工
｜ 艺品制做、食品生产加工、包装材料生产、农产品
｜９０１人，新型农民培训１８３人。

【小额担保贷款】加大小额担保贷款审核发放力 （中药材）加工等行业，共吸纳建档立卡劳动力４０３人
度，调查核实申贷户申请资格、申报条件、经营状 就业，实现贫困群众就地就近就业。
【劳动关系和谐稳定ｌ 坚持预防为先、主动作
况、就业创收、个人信誉情况及发展前景和贷款偿还
｜能力，将基本信息登记造册，做到情况明、底子清。 为、靠前服务的原则，开展劳动保障执法监察，采取
将贷款人员申贷材料及贷款发放台账整理归档。全 ｜日常巡察和专项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深入用工单位
年，发放小额贷款５００万元。
宣传劳动法律法规，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印发《关于
［劳务输转】按照厦门市一临夏州东西部扶贫协 对全县小砖窑征收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的通知》，对每
｜作党政联席会议精神，康乐县和厦门市同安区对接 户企业征收２０万元保证金。实施《康乐县农民工工资
｜协调，制定 《康乐县２０１８年向厦门市劳务输转支持计 ｜专用账户管理制度》，组织召开解决企业拖欠工资问
划方案》，确定劳务输转目标任务、支持计划、资金 ｜ 题联席会议，对农民工投诉的２件拖欠工资案件＂快

来源和保障措施等。完成委托职业培训２５９人，占任 速反应、快速受理、快速处置＂，解决拖欠工资１８．７
务的１０２向厦门市定向输转务工人员２３２人，占任 万元，累计征缴农民工工资保证金４９４０．５万元，督
｜务的１２４？？成立厦门市同安区临夏州康乐县劳务协 促用人单位发放拖欠农民工工资１８．７７万元，涉及农
作站。全年，共输转劳动力６５９万人，占任务的 民工２３人。

１０３其中建档立卡户４７２７人，占任务的１００？？建
立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劳动力实名制登记数据库， 县人社局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陈进华
基础信息、就业培训、转移就业、自主创业、公益性 局长
副局长

岗位的基础信息数据进一步完善。

｜侯树文 马红艳（女，回族）
按照签订协议书和对接情况，落实各项劳务合 劳动监察大队队长 马永载（回族）

｜作相关扶持政策，印发《慷乐县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主任 田玉军（东乡族）
扶贫工作的实施意见》《康乐县东西部扶贫协作扶 副主任 魏宏昌
持劳动力输转奖补方案》 等扶持政策，确定劳务输转 光业服务中心主任美志伟

目标任务、支持计划、资金来源和保障措施等，激发
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积极性。全年，完成厦门市同安
｜区委托培训合格８９２人，其中建档立卡户７９７人。完成

建档立卡户５７５人的任务，占任务的１３４？？？开企业
招聘会７次，分７批输转务工人员４５９人，其中建档立
卡户２５９人，占任务的１０６？？通过就业技能培训后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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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５３户、３２７人（原迁人口４８户、３１６人，跨省跨县３
户、１１人）。２０１８年，直补到人２０７人，项目扶持１２０

政府法治

人，后扶核定资金１９．６２万元；发放直补到人资金
｜【监督执法］２０１８年，集中清理全县行政执法人

１２．４２万元，后扶项目河口村巷道硬化工程已竣工，
投资６．９万元，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工作全面完

＂不参加培训不受理、不经过编办审核不批准、不通

荒山绿化工程、汪家坪至尼那湾道路改造工程、河口

［机构人员］县政府法制办公室有干部职工７人。

员，因人事调动变更执法类别２３人，因退休核销行政 成。２０１８年，核减移民５人。１０月，经县移民办串
执法资格４人，对新纳人执法队伍的９人，坚持做到 请，县审计局对２０１５年至２０１６年实施的莲麓镇河口村

｜村１、２、３社巷道水泥硬化工程、河口村６、８、９社巷
｜【化解矛盾】针对群众不服部分单位的信访处理 道水泥硬化工程、汪家坪渠系配套工程、河口村提灌

过闭卷考试不发证＂。

意见，组织法律专业人员进行信访复查，提出信访复 工程、晏家大滩渠道衬砌工程，文化广场周边绿化工

查意见３份，将部分涉法信访引人行政复议或行政诉 程、上湾乡下滩水库通库道路硬化工程、附城镇中元
｜ 讼程序。办理行政复议案件９件，土地确权５件、治安 ｜ 村道路拓宽改造工程、景古镇线家滩村倒流河桥建

管理处罚３件、土地征收１件，维持６件、撇销３件。参 设及Ｓ３１１线至左社道路硬化工程等１１个大中（小）型
加行政诉讼６件，其中县人民法院１件、临夏市人民法 ｜ 水库库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行审计，审计资金

院１件、州中级人民法院２件、省高级人民法院２件。 ４９３．４万元。全年、县移民办实施的２０１７年大中型水

６件全部胜诉。审核光伏发电等标的额超过千万合同 库库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有５项，即：莲葡镇河口村

小庄至尼那湾道路硬化工程、景古镇石家河滩道路
【证明事项清理】全面清理法律、法规、规章和 硬化工程、河口村汪家坪渠道衬砌工程、晏家大滩渠
规范性文件等设定在全县本行业内实施的各类证明 ｜ 道衬砌工程及上湾乡马巴村通库道路硬化工程已完
８件。

事项。经清理，有各类证明事项５８２项，其中建议保 成建设任务，实现投资２９８万元。２０１８年项目景古镇
绿家滩村树路至上石道路硬化工程于１１月１１日开工建
留３１３项，建议取消２６９项。

设，总投资２０万元，已完成投资６０万元。编制
《０１９年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建议计划》，计划共需投资

县政府法制办公室领异班子成员名录

３２７６２万元。其中大中型水库移民００元标准后期扶
持计划资金１９６２万元（资金直补人口２０７人，直补增

主 任 张学荣（东乡族）
副主任 马有良（回族）田生林

（供稿：赵国芳） ｜加１２４２万元，项目扶持１２０人，即，计划资金７２万

元，实施项目：蓬麓镇河口村汪家坪渠道衬砌工程）。

库区和移民安置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１项，即：景古
镇线家滩村道路亮化工程、莲麓镇河口村道路亮化
工程、附城镇中元村村内巷道硬化及便民桥工程，小

｜移民

型水库上湾乡马巴村吓滩滩水库至牛家湾社道路硬

【机构人员】县移民办有干部职工９人。
｜化工程。计划资金３０８万元
【素质提升】深入移民村蓬麓镇河口村、景古镇
线家滩村、附城镇中元村，组织选派移民１６人参加 县移民办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２０１９年免费驾驶培训。

｜【项目建设］ 狠抓库区移民后期扶持政策落实工

作，全面加快库区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发放大中型水
库移民后期扶持直补资金。全县大中型水库核定移

主 任梁学鸿
副主任 苏廷义（回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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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政治胁商桧会议康乐县委员会
２ＯＮＧＵＯＦ手ａＭＩ四县Ｍｅ（ＥＳＡＮＧＵＭＫＡＮＧＬ同ＡＮＥｅＵＡＮｈ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康乐县委员会
｜署名文章，省委书记林择在省政协机关调研时的讲话
精神，省政协主席欧阳坚在省政协深入开展作风建设
年动员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协商讨论《关于全县深度
｜【政协康乐县第十届委员会巢七次常委会议］３ ｜贫困村（社）脱贫攻坚情沉调研报告》《政协委员助
月２１日，政协康乐县委员会第十届委员会第七次常 力脱贫攻坚捐赠资金使用计划》和康乐县委员会相关
委会议召开。县政协主席石恒平主持，议程有六项： 制度；征求对政协康乐县委员会简史（初稿）》的
学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精神；协商讨论《县 意见建议：协商讨论有关人事事项；其他。
【政协廉乐县第十届委员会第九次常委会议］１０
政协２０１８年工作要点》《县政协民主评议县民政局、
食药局工作实施方案》《县政协关于政协委员助力 ｜月１１日，政协康乐县委员会第十届委员会第九次常
脱贫攻坚行动的实施方案》；听取政协康乐县委员 委会议召开。县政协主席石恒平主持，议程有五项：

重要会议

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人民政协党的建设工
会简史》编纂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其他。
【政协质乐县第＋届委员会第八次常要会议］６ 作的若于意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

月２２日，政协康乐县委员会第十届委员会第八次常 ｜ 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系列评论四；听取《县政府关

委会议召开。县政协主席石恒平主持，议程有七项： 于１－８月份全县经济运行情况和提案办理进展情况的

学习省委书记林释《把握精准要义，决胜脱贫攻坚》 通报》政协康乐县委员会简史》征求意见及修改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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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的汇报；协高讨论《全县农田水利灌溉工作情况调 跃俭带领州政协调研组来康乐县，专题调研粮改饲
研报告》；其他。
工作。县政协副主席何耀春陪同。
【政协康乐县第│属委员会第十次常委会议］１２

月２７日，政协康乐县委员会第十届委员会第十次常
委会议召开。县政协主席石恒平主持，议程有五项：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大会上的

讲话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协商讨论《关于全县
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全县中药材
产业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协商通过《政协康乐县
委员简史》；其他。

州政协副主席全存智带队调研旅游产业

［调研视寥］４月２７日，县政协主席石恒平、副

重要活动

｜主席高志育带领由部分政协委员组成的调研组，对

全县深度贫困村（社）脱贫攻坚工作进行调研，并召
｛省政协领导调研】３月２６日，省政协常委、省

｜开专题协商座谈会。调研组在充分肯定全县深度贫

困村（社）脱贫攻坚工作所取得成绩的同时，对全县
保度贫困村（社）脱贫攻坚工作提出六点建议：一是
乐县，开展＂加强职业培训，助力精准扶贫＂专题调
加大政策倾斜力度，着力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二是因
研。州政协副主席高桦、县政协主席石恒平陪同。
地因户施策，进一步加大异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发
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员会主任管钰年带领调研组来康

【省政协领导调研】７月１９日，省政协常委、民

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赵国强带领视察组来康乐县，

开展＂如何营造我省良好营商环境＂监督性视察。县
政协主席石恒平陪同。

展力度；三是强化技能培训，增强群众自我发展能

力；四是全面落实健康扶贫，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
｜贫；五是加强环境卫生整治，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新风

尚；六是强化帮扶队伍建设，切实转变帮扶工作作
风。同时，列出全县偏远深度贫困村（社）存在的突
桦带领州政协调研组来康乐县，专题调研全州乡村
出问题。
医疗队伍建设工作。县政协副主席何耀春陪同。
９月５日，县政协副主席何耀春带领由部分政协委
【州政协领导视察】５月８日，州政协副主席乔跃
员组成的调研组、对全县农田水利灌溉工作情况进
俭带领州政协视察组来康乐县，视察全州贫困村学
行调研，并召开专题协商座谈会。调研组在充分肯定
前教育情况。县政协副主席高志育陪同。
农田水利灌溉工作所取得成绩的同时，对全县农田
【州政协领导视察］５月１４日，州政协副主席杨
水利灌溉工作提出五点建议：一是提高认识，加大项
杰芳带领视察组来康乐县，视察宗教场所文物保护
目编制和资金争取力度；二是加大灌溉基础设施建
管理情况。县政协副主席高志育陪同，
设力度，解决灌概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三是建立健全
【州政协领导调研】５月２９日，州政协副主席金
水利灌溉工程管护长效体制；四是加强水管队伍建
存智带领州政协调研组来康乐县，专题调研全州旅
设，促进水务工作；五是加大宜传教育力度，增强群
游产业发展情况。县政协副主席高志育陪同。
【州政协领导调研】３月２０日，州政协副主席高

【州政协输导视察】８月２７日，州政协副主席高

桦带领视察组来康乐县，视察全民健身工作。县政
协副主席何耀春陪同。

【州政协领导调研】１０月１２日，州政协副主席乔

众灌溉意识。

９月１２日，县政协副主席何耀春带领由部分政协
委员组成的调研组，对全县旅游产业发展情况进行
调研，并召开专题协商座谈会。调研组在充分肯定旅
游产业发展所取得成绩的同时，对全县旅游产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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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提出六点建议：一是推进旅游强县战略；二是推进

｜１１月５—６日，县政协主席石恒平带队，组织政协

基础设施建设；三是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和脱贫攻坚 常委、部分委员考察学习陇西县中药材产业发展和
深度融合；四是加大宣传推介力度；五是促进文化旅 康县美丽乡村建设。
游业融合发展；六是强化组织领导力量。

１１月２９日，县政协副主席何耀春带领由部分政协
｜委员组成的调研组，对全县文化建设工作进行调研，
并召开专题协商座谈会。调研组在充分肯定文化建
设工作所取得成绩的同时，对全县文化建设工作提
｜ 出四点建议：一是提高认识，加强对文化建设工作的

领导；二是多元投人，加快文化建设发展步伐；二是
加大培训，提高文化队伍素质；四是齐抓共管，营造

县政协主席石恒平带队学习考察成西县中药材产业
（联 谊】８月９日，临洮县政协主席肖长禄一行

良好的文化氛围。
１２月６—７日，县政协主席石恒平带领相关人员，

对全县中药材产业发展情况进行调研，并召开专题 来康乐，考察城市规划与建设工作。县政协主席石恒
｜ 协商座谈会。调研组在充分肯定中药产业发展所取 平、县政府副县长马昱陪同。
得成绩的同时，对全县中药材产业发展提出五点建 ９月１２日，静宁县政协副主席杨康乐带领考察组
｜议：一是给予种植补贴，树立种植信心；二是建设交 来康乐，考察康美集团肉牛产业链经营模式及其帮
易市场，搭建发展平台；三是组建龙头企业，集聚发 贫带贫机制和甘肃民祥草业有限公司。县政协副主
｜展合力；四是加强组织建设，提高带动效益；五是开 ｜席何耀春陪同。
［委员培训｜５月１６日，省政协提案委副主任石
展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条。

玉亭来康乐，围绕＂学习贯彻十九大和两会精神，努
力推进打赢脱贫攻坚战＂为县政协委员进行辅导。
【提 案】政协康乐县委员会第十届二次会议审
查立案提案２６件：《关于修建鸣鹿乡鸣关村麻池便民

常委会工作

桥的提案》《关于维修党校巷道路的提案》《关于修
复苏集镇苏集村至塔关村灌渠的提案》《关于硬化
室、提案法制委员会、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民族宗
附城镇松树沟村西沟阴洼山道路的提案》《关于硬
教联谊委员会，有干部职工３１人。
｜［机构人员］政协康乐县第十届委员会内设办公

｜【民主评议］４月，县政协成立民主评议领导小

化上湾乡老庄村杨家村社道路的提案》《关于拨付

高校毕业生到企业就业补助资金的提案》《关于解

组，先后利用半年时间，通过召开宣传动员会、实地
调研、座谈交流、发放调查问卷、个别谈话、集中评 决虎关乡、流川乡部分村社吃水难问题的提案》《关
议、召开评议工作会议等方式，对县民政局、食药局

于在县城街道及人员密集场所修建公厕的提案》

《关于尽快修通康美大桥的提案》《关于规范苗木市

工作从履职尽责、依法行政、服务质量、自身建设、 场经营管理模式的提案》《关于硬化虎关乡关丰村

工作作风等方面进行全面评议，评议组在充分肯定 通社道路的提案》《关于在康兴街十字安装红绿灯
县民政局、食药局工作的同时，指出两个部门工作中 ｜的提案》《关于在城北修建小学的提案》《关于对医
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建议。
疗废物进行规范化处理的提案》《关于硬化草滩乡
［考察学习】９月１９日，县政协副主席何耀春带 拉麻山村社道路的提案》《关于增设小儿门诊科室

领相关人员，赴临夏市、广河县学习考察农田水利 的提案》《关于在草滩乡力沟河修建农用桥及农路
｜灌溉工作的先进经验和做法。
｜硬化的提案》《关于修复杨台村旧大路边沟的提案》

－１２９－

康乐年鉴ｍ９

《关于解决草滩小学教学配套设施的提案》《关于解 助６户贫困户修建住房２８间。

决八松小学操场的提案》《关于硬化上湾乡九子沟

村阴哇梁至草滩乡苏河村、胭脂镇八龙村、乔家村旋 县政协领导班于成员名录
风咀道路的提案》《关于硬化鸣鹿乡洼滩村卡路山 主席 石恒：
道路的提案》《关于提倡使用环保购物袋推进绿色 刺主席 张辉贤（东乡族）高志育 何耀春
马烨晟（回族）
发展的提案》《关于请求解决将《康乐新闻》传输到
户的提案》《关于对苏集镇塔关村田家坪居民用电
线路进行改造的提案》关于对中砥河河道进行治 具政协机关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理的提案》。９月５—８日，县政协副主席何耀春带队，

对县政协十届二次会议以来的委员提案办理情况进
行督察。

【委员助力脱贫攻坚】各族各界委员和社会爱心
人士捐款５９５５万元，为２０１８年考入本科院《校）的
建档立卡贫困大学生９９人和特困户１人发放资助金
３１．７万元；帮助建档立卡户在县内企业、养殖场、育
苗基地、扶贫车间就业２００人，输转就业５０多人。帮

办公室主任
副主任

纪检员
提案法制委员会主任

王志平

马锋辉（回族）
马逢祥（回族）
苏广斌

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 陆增
宗教联谊委员会主任 田世录（回族）
（供稿：马 箫）

｜群众团体与工商联Ｉ
ｙａＩＮａ

取党走 红遇

ｍｏ人ｓｐ别城铺忌

艺术团庆

群众团］体与工商联
ＯＵＩＮＺＨＯＩ ＧＵＡＮｈＹＵＧＯＮＧＳＨＡＮＧＬＩＡＮ
｜群众团体与工商联
｜换届选举，新成立村级工会组织１０４个和非公企业

总工会

｜工会组织６个，吸收工会会员１０８９０人，企业员工人

会率９５？？上。２０１８年，全县有工会组织３８９个，会
【机构人员】县总工会下设困难职工帮扶中 ｜员２．８６万人。

【案质提升】开展岗位练兵、技术比武及＂创

心，有干部职工１１人：

【组织重设】３月，县总工会七届二次全委 建学习型组织，争做知识型职工＂等多层次、多形
（扩大）会议召开，部署全县２０１８年度工会工作； 式、多工种的技能竞赛及素质提升活动。先后选派
｜印发《县总工会关于深入开展＂创建乡镇（街道） １５人参加省州工会业务培训班；在县电力公司、县
｜工会规范化建设示范点＂活动的通知》，１１个乡 人民医院、良恒实业有限公司等４１户企事业单位开
｜（镇）工会联合会规范化建设工作通过州总工会的 ｜展＂安康杯＂竞赛活动，参加１６００人。９月，通过

考核验收；印发《县总工会关于做好划拨和规范使 省总工会督察验收。申报县总工会机关和良恒实业
用乡（镇）工会专项经费的通知》，为１５个乡（镇） 有限公司工会为＂全州＇职工书屋＇建设示范

和２２个行政事业单位办理《工会法人资格证》，开｜点＂。

没设工会经费专户；帮助指导２３个单位工会组织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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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签订合同、工资专项合同和女
工专项合同，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约束机制；７另， 县总工会领排班子成员名录
开展＂夏送清凉＂慰问活动，为露天工作的环卫工 主 席 马伟林（回族）

人和建筑工人送去茶叶、水杯、洗衣粉等防暑降温

制主席常瑞林
（供稿：苏林峰）

｜物品。完成州总工会下达的５类、７０份报刊杂志征
订任务；在＂五项活动、六件实事＂工作中，继续
宣传动员职工参加医疗互助保障。

共青团

３

【机构人员 共青团康乐县委内设少工委，有
干部职工４人。
【墓属组织建设］团县委班子配备挂职副书记１

｜人、兼职副书记１人。协调落实３个事业编制。１５个
｜ 乡（镇）配齐团委班子，１５２个行政村配齐团支部
班子。发展新团员７３５人。

｜［共青团改革］２月２７日，县委办印发《供青

＂夏送清凉＂慰问活动

［帮扶教助】＂两节＂期间，为全县困难职工 团康乐县委改革方案》。３月２１日，全县共青团改革

１０人，送去１．１２万元的慰问金；＂六一＂期间，慰 动员会议召开，传达《具委书记吴国峻同志对推进
问上湾乡三条沟小学的单亲留守儿童１０人，每人发 群团改革工作批示》精神、部署２０１８年全县共青团
放慰问金５００元；为全县省级劳模２人，落实困难劳 改革工作。向县编办上报《关于团县委内设部、室
模生活救助金１４万元；８月，慰问遭受暴雨灾害的 （中心）报告》《关于增加团县委两名事业编制问

倒塌房屋户１０户，每户发放慰问金１０００元；９月，
全州因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推进会议在康乐召开，
｜州总工会组织各县（市）工会观摩康乐县困难职工
解因脱困工作，省总工会副主席丁光东莅临指导。
整理注销困难职工档案７１５份，完成年度脱因职工
４７０人。

题请示》，协调相关部门落实，增加事业编制３个。

【维护青少年合法权釜】２月７日，团县委在微
信公众平台发布《新型毒品或成＂致命诱惑＂《呵

护明天》敲响禁毒警钟》禁毒宣传。６月２７日，团

县委组织开展以＂健康人生 绿色无毒＂为主题的
禁毒宣传教育活动。９月１０日，团县委组织各中小

Ｉ＂十大行动＂＂春节＂期间，支持闪红篮球 ｜学观看禁毒电影《傻孩子》。印发《关于开展＂聚
俱乐部工会举办农民工春节联欢活动；＂五一＂期 网青春正能量——争做陇原好网民＂主题活动的通
间，慰问国家级劳模１人，省级劳模２人，州级劳模 知》，向全县青少年发出《待少年与网络安全倡议
１人；推荐评选省级＂五一劳动奖章＂１人，州级 书》。９月２５日，团县委组织各学校团组织开展＂网
＂五一劳动奖章＂３人，＂五一劳动奖状＂２个， 聚青春正能量——争做陇原好网民＂主题团日活
＂工人先锋号＂２个；推荐甘肃良恒实业有限公司财 ｜动。１２月４日，团县委干部职工在文化广场开展以
务部获２０１８年度＂甘肃省＇五一＇巾帼奖＂；７月， ＂尊崇宪法，运用宪法＂为主题的宪法宣传周活动，
｜按照工会改革要求和州总工会工作要求，开通＂康 组织各级团组织开展宪法宣传活动。
乐工会＂微信公众号；９月，联合县卫计局组织开 【核心价值观塑造｜４月２日，团县委号召康乐
一中、附城初中分别组织团员青年参加祭扫仪式，
展全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技能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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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革命烈士纪念碑前举行共青团员入团仪式，进力＇粮改饲
进 力＇粮改饲＇康乐青年在行动＂志愿服务活动。
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主义教育。＂六一＂期间，团县
【希望工程］２０１８年，争取到中国青基会开展
委组织各学校少先队，开展欢庆＂六一＂暨＂争做 的＂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大学生助学活动，为全县
新时代好队员——你好新时代＂主题系列活动。７ ｜未脱贫户大一新生６０人，每人捐助５０００元。４月１０
月４日，团县委在精准扶贫帮扶村苏集镇关扎村， 日，团县委为白王乡新庄小学学生送去学习文具和
开展＂知恩、感恩、报恩＂主题教育实践活动。８ 体育用品等爱心物资。动员青联委员参与全省爱心

月１７日，团县委召开学习宣传贯彻习总书记＂７－２＂ 助学捐款５１０９元。８月１０日，团县委联合县教育局、
重要讲话、团的十大大精神和州委书记杨元忠对共 县工商局开展＂精准扶贫·圆梦大学＂公益助学活
青团工作的批示精神座谈会。
【促进青年创业就业】团县委在县人社局建立
扶贫车间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调研，与企业负责人
协商沟通，挂牌成立＂共青团扶贫车间＂２个。１０
月２４日，挂牌成立上湾乡马巴村布鞋刺绣厂＂共青

动，动员全县爱心企业家和社会爱心人士，进行爱
心捐助，筹集资金４．７１万元，资助全县建档立卡贫
困大学生３０人，每人资助２０００元。团县委协调厦门

团扶贫车间＂和苏集镇关扎村鱼嘴山食用醋加工厂

校服。

市同安区团委、同安区青年企业家协会，为全县农
村小学捐助爱心图书３５００余册及价值３万元的爱心

＂共青团扶贫车间＂。
团县委领导班子成员名曼
书记

｜张里鹏（回族）

副制书记

｜王立森

职刻书记 白学
兼职副书记 年玉成（回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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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ｗｗ－ｔ ｉ ｔａｒｇ
【志愿服务】１月３０日，团县委组织开展＂寒
冬送温暖·真情暖人心＂暨康乐县开展环卫工人慰
问活动；２月１３日，组织西部计划志愿者开展＂青
｜ 春志愿行·温暖回家路＂志愿活动。３月５日，团县

妇 联
｜【机构人员】县妇女联合会内设县政府妇女儿

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县妇女维权中心，有干部职

委、康乐三中团委组织开展＂学雷锋·正青存＂敬 工１２人
【＋三届五次执委 （扩大）会议］２月２８日，县
｜ 老爱老服务活动。３月５日，团县委组织陇人青年志
愿者和西部计划志愿者在县综合福利院开展＂弘扬 妇联第十三届五次执委（扩大）会议召开，表彰
志愿精神·助力脱贫攻坚＂志愿服务活动。４月２２ ２０１７年涌现出的妇女工作先进集体５个、先进个人
日，团县委组织开展＂保护母亲河，争当＇河小 ｜１０人和＂巾倾建功＂先进集体５个、＂巾帆建功标
｜青＇＂环保志愿活动；５月２４日，团县委在苏集镇关 兵＂１０人。
【全县第十四次妇女代表大会】６月６－７日．全
扎小学举行＂六－＂节前慰问暨校服捐赠和爱心文
｜具发放活动。８月９日，团县委组织青年志愿者２２人 县第十四次妇女代表大会召开。参会代表１５８人，
组成彩旗队，参与全省第十四届运动会康乐县火炬 ｜ 县委书记吴国峻、州妇联副主席张永华及县四大家
传递启动仪式。１０月２３日，团县委联合陇人青年志 领导参加。选举产生县妇女联合会第十四届执行委

愿者协会志愿者２０人，在康丰乡段家坪村开展＂助 员会委员２３人，执行委员会常委１３人，出席全州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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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庭院＂示范村１个。组织妇女在改善农村人居
班子。
环境中积极作为，全面改造八松乡草长沟旅游示范
【归联基层组织】按照基层妇联组织改革工作 点６ 户群众家庭面貌和生活方式，多次组织巾幅志
｜和《县妇联组织改革方案》，选齐配强乡（镇）和 愿者和单位干部职工集中整治环境卫生，为农家院
村级妇联组织，将有文化、有能力的妇女吸入基层 悬挂字画，为老人和儿童义剪；２月２８日，举办
｜十一次妇女代表大会的代表３５人及新一届妇联领导

妇联组织，带动广大妇女群众干事创业。县妇联执 ＂转变婚俗观念·抵制高价彩礼·从你我做起＂座谈

委通过各种形式，联系妇女群众达５．２万人，改变乡 会，结合各自实际和生活经历，共同探讨、形成共
（镇）、村妇联＂单枪匹马＂干工作、服务妇女群众 识，助力精准脱贫。开展抵制高价彩礼，树立婚嫁
＂盲点多＂＂手臂短＂问题。落实村级妇联主席每 宣传活动，发放《抵制高价彩礼，树立婚嫁新风》
人每月２００元的生活补助。建立＂康乐妇女＂微信 倡议书。
公众号及县、乡（镇）妇联微信群，微信平台发放

宣传动态１０２条，转播妇联系统最新动态新限、宣
传妇联最新活动。

［妇女维权］利用＂三八＇维权周＂＂陇原巧
手＂培训会和＂三下乡＂等活动，开展《妇女权益

县妇联开展抵物搞价彩礼掰拉婚像新员宣传司
２人人计三

保障法》《新婚姻法》《味成年人保护法》《反家

庭暴力条例》 等法律法规学习宣传，营造全社会关
心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氛围。＂＇６－２６＇禁毒日＂
｜期间，在县城滨河文化广场协办＂拒毒品、防艾

【助力精准脱贫】抓＂巾帼扶贫车问＂建设，
滋、平安幸福千万家＂主题宜传话动。在＂全县反 参与建设＂胭脂梦＂家纺科技有限公司、＂麦之

邪教万人签名活动＂中，开展妇女反邪教知识宣 魂＂妇女手工专业合作社、宋小红布鞋加工厂、新
｜传，为妇女群众解答相关反邪教、科普健康等方面

华牧业有限责任公司扶贫车间。采用＂政府＋企业

的知识，并向群众发放禁毒宣传手袋、《家庭拒绝 （合作社）＋贫困户＂形式，由政府主导、企业出
邪教承诺书》等宜传资料。按照＂受理——登 资，为当地有一技之长的贫困妇女量身打造。４家

记——办理——反馈——典型案件回访＂工作流 妇女领办的扶贫车间吸纳劳动力２００多人，其中建
程，运行＂１２３８＂维权热线，制定《＂１２３３８＂维 档立卡贫困户１２０人，贫困妇女每月稳定收入
权热线管理制度》。２０１８年，接待群众来信来访２１ ｜２５００２８００元。发挥＂三位一体＂工作队和＂妇女
件，办结１９件，结案率９０？？

之家＂作用，实施＂陇原妹走出去、陇原巧手干起

【家庭文明建设］＂三人＂妇女节之际，邀请 来＂精准扶贫行动。修改完善＂一户一策＂，及时

省妇联妇女儿童心理咨询协会会长周志玲在康乐中 落实到村到户项目，协助设立全乡唯一一个扶贫车
学举办题为＂家里、邻里、心理、生理＂健康女性 间———县金存中药材种植加工合作社，动员６５户精
心理讲座，乡（镇）、村妇联主席，县直妇委会主 准扶贫户参加五户乡朱家村光伏发电农民专业合作
任等２００多人参加。在全县开展＂十佳百户最美家 社，协调落实入股资金６８万元，为农户引进良种母

庭＂评选表彰活动，县四大家主要领导、分管领 牛７头。授予５类、２２户家庭＂脱贫之星＂＂美丽庭
导、１５个乡（镇）和县直单位干部职工及群众２５００ 院＂等称号。
＂谜原巧丰＂培训】与＂胭脂梦＂家纺科技有
多人参加，为１０类、１００户最美家庭颁发荣誉证书
｜和奖品；开展＂优美庭院＂助力＂美丽乡村＂创建 限责任公司签订＂企业＋订单＋培训＂模式，培训

活动。推荐上报州级＂美丽庭院＂示范户５户， ＂陇原巧手＂５００人（建档立卡贫困户３３０人），＂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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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妇女旅游纪念品制做实用人才＂胭脂梦＂家纺负责人郭静、新华牧
４５０人。依托景盛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举办以月嫂、
举办以月嫂、县政协委员马春梅、女能人马志花在新治街小学，
母婴护理等为主的家政服务劳务品牌培训班，培训 开展＂心手相牵·倾心关爱＂暨庆＂六一＂巾帼志
贫困妇女２００人。全年，累计培训妇女１１７０人，投 愿者慰问活动，为留守儿童４８人送去书包、字典、

人培训资金９３万元（建档立卡户４００人，带动性８７ 体育用品等慰问品。协同县妇幼保健站做好农村妇
人）。
女乳腺、宫颈＂两癌＂免费筛查工作，先后多次召
【宣传教育】十九大期间，编写十九大精神花 开会议，将＂两癌＂筛查工作纳入妇女工作重要议
儿５首、十九大应知应会等资料１００多份。在五户乡 事日程，筛查妇女８００５人。在莲麓镇中心敬老院开
朱家村、康丰乡道家村等村，开展＂送温暖、送健 展＂相约金秋，浓浓敬老情＂——敬老爱亲系列公
康、送文化＂活动，发放各类读本、宣传资料等 益活动。

５００份，培养广大群众成为科技致富的＂明白人＂。

在景古镇王家沟村、五户乡紫松山开展为民办实事 县妇联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农村妇女＂两癌＂免费检查宣传、＂精准扶贫、健 主 席 刘秀梅（女）
康先行＂＂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等宣讲活 副主席 马雪莲（女，回族）
动。发放《抵制高价彩礼、倡导文明新风＂倡议

｜（供稿：胡 债）

书《妇女维权法律服务指南》《甘肃妇工》致
广大妇女的一份信》《＂家庭拒绝邪教＂承诺书》

文 联
《安全生产倡议书等宣传资料》２０００多份。在附城
镇刘家庙村扶贫车间开展脱贫攻坚政策宣讲、表彰
致富女能人暨＂陇原巧手＂培训班开班仪式，表彰
【机构人员］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下设县书画
奖励＂脱贫致富女能人＂１２人；传达全省第十四次 ｜协会、莲花山花儿艺术家协会、作家协会、摄影家

妇女代表大会精神、全国十二次妇女代表大会精神 协会、戏剧家协会、奇石协会、白云书画院、莲花
及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大会上的讲 山花儿传承示范团体、景古爱国主义教育研发协
话精神；与县文广局举办全县庆国庆暨＂纪念改革 会、音乐舞蹈家协会、德翰堂书画交流中心、民间

开放４０周年＂广场舞大奖赛；在苏集镇马寨村、康 ｜文艺家协会、太极拳康乐研究会，有会员５６３人，
丰乡道家村、五户乡朱家村、胭脂梦扶贫车间等村 有干部职工５人。
举办＂喜迎妇代会，妇女展风采＂＂百千万巾帼大
【主要工作】３月２９日，中国民协花儿文化专
宣讲＂活动和＂巾帼心向党，建功新时代＂——喜 业委员会秘书处秘书长张晓东带领州文联第三调研
庆中国妇女十二大，助力脱贫攻坚感恩演出等活 组来康乐县调研。１０月１６日，县宏星花儿艺术团被
动。
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为＂莲花山花儿传承示范团

【关爱活动】１月２３日，举办中央专项彩票公 体＂，举行授牌仪式。省民协副主席路学军、州文
益金项目贫困母亲＂两癌＂救助金发放仪式，现场 联主席韩学刚揭牌，省民协副主席马玉芝、甘肃剪
为＂两癌＂贫困母亲２１人，发放救助金２１万元。邀 ｜纸艺术创作交流发展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史婷，民
｜请县妇保站负责人为患病妇女讲解疾病预防和保健 间书画篆刻委员会委员郑国斌，省民间文艺家协会
知识讲座。开展＂迎新春、送温暖、促脱贫＂大走 民俗影像委员会委员郭志辉、张正明，零距离网特

访大调查活动，慰问附城镇石王村、莲麓镇寺址 约记者赵玉珠，州文联副主席马向真，中国花儿文
村、五户乡朱家村等村贫困妇女、高龄老人、辍学 化专业委员会秘书处秘书长张晓东，州民协主席董
儿童、女党员等５５人。＂六一＂儿童节之际，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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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义、县政协副主席高志育等参加授牌仪式。１１月 典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县建华工艺广化制做有

｜２２日、３０日，县政协开展文化产业调研，县文联、 限公司协办的全县首属民俗艺术展在县文化广场开
县文广局、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文艺界委员 展，邀请省民间艺术家进行舞狮、剪纸、糖艺等民
和县文联有关协会负责人参加
间艺术表演。支持县作家协会向各类刊物投稿，加

【迎新春书画展】２月９日，县文联、县文广 强文艺实践，促进文学交流。作协会员在中国散文
局、文化馆负责人带领县书画协会部分会员赴苏集 网、盛京文学网、心雅文学网、临夏文联网、豫北
镇，开展迎新春＂弘扬正能量、助推新康乐＂书画 文学、《白银文学》《威宁诗刊《何州》《中国

｜展暨送春联活动。为群众赠送春联３００余幅，展出 花儿》《泯族日报《甘肃农民报》等报刊网络发
书画作品１６０余幅。２月２７日，由县委宣传部、县文 表散文、诗歌２１００多篇（首）。协会主席马晓春等
联、县文广局、县文化馆主办，义顺集团赞助的主 创作的３８篇散文诗歌获＂魅力临夏·良恒杯＂全国

题为＂助推精准扶贫·建设小康社会＂——全县庆 少数民族散文大赛优秀奖，首届＂江苏杯＂全国征
新春暨第三届＂义顺杯＂书画展在县文联展厅开 文大赛诗歌组一等奖。协会主席马晓春被中国民间
展，展出作品１１２幅，其中书法作品６４幅，绘画作 ｜文艺家协会吸收为会员。１１月３０日，马晓春诗文集
品４８ 幅。
《划过指尖的流年》出版发行仪式在县图书馆举行。

｜ 协会活动被《民族日报》《州》杂志、中国临夏
｜网、临夏文联网、康乐电视台等进行报道。县音乐

舞蹈家协会参与全县千人广场舞比赛、＂美丽临夏
幸福年＂春晚文艺节目下基层、２０１８年社火汇演、

欢度元宵佳节文艺演出、＂全州第十一届旅游宣传
月＂活动启动仪式、全县健康扶贫先锋行动暨庆祝
护士节表彰大会等系列演出活动。
【书画交流】５月，＂全州第十一届旅游宣传 县文联领导班于成员名录
月＂活动启动仪式期间，县书画协会在胭脂湖公园 ｜主 席 刘建宁
综合文化中心分３期展出书画作品２００幅，县摄影家 ｜ 副主席 周建刚
协会展出作品近１００幅。５月２５日，县书画协会会员
｜走进附城镇马家咀小学，开展送书画进校园活动。

９月３日，由县书画协会主办的＂翰墨挥酒书盛世，
胭脂三川墨飘香＂临洮县、渭源县、康乐县书画联

展在胭脂湖公园书画展厅展出作品９０余幅。１０月
１５—１７日，县文联、县文广局、县文化馆主办，县

（供稿：张睿）

残联

【机均人员】县残疾人联合会内设就业服务
｜书画协会、白云书画院在白云寺承办第七届重阳书
所、康复指导站、用品用具供应站，下设乡（镇）
画展。

残联１５个，有干部职工２４人。
莲花山花儿创作、搜集和整理。全年，组织开展花 为民办实事］向州中医院康复中心送低视力
残疾儿童１０人；为一级智力、精神残疾人２７９人，
儿会１１场。
［文艺活动］２月１０日，由县文联、县文广局、 发放补贴２２．６７万元；投人资金２６．万元，为１７８户
重度残疾人家庭改造无障碍。
县市容局主办，县民间文艺家协会承办，县成全婚

【非遗传承保护】莲花山花儿艺术家协会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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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残日活动］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
｜体残疾儿童２６人进行康复训练，视力残疾儿童２８人， 疾人一个也不能少＂的主题开展助残日活动，爱心
【贫国残疾人康复］向省州县康复机构输送肢

其中三星集团为视力残疾儿童２人实施复明手术，输 企业家郭静为贫困残疾人捐款２０００元，慰问范培强
送残疾人２２人安装假肢，发放助听器３０副、残疾人 等精准扶贫残疾人８人，为每人送去慰问金５００元和
轮椅２２０辆、用品用具１００副；为有需求的残疾儿童 茶叶２斤。同时，为范培光等重度肢体残疾人３人发
和持证残疾人１９８０人，建立基本康复服务档案。
放轮椅。残联慰问贫困残疾人１５户，为每户送去慰
［教育就业扶贫社保】在全省第十届残疾人运 问金５００元及慰问品；为下肢重度残疾人发放轮椅
｜动会暨第四届特奥会上，康乐籍残疾人运动员代表 车５５辆。散发宣传资料１０００多份。配合《民族日
临夏州获得金牌３块、银牌７块、铜牌５块，受到州 报》社采访精准脱贫残疾人２人，制做残疾人自主
政府嘉奖。为残疾人大学生６人，发放助学金１．８万 创业事迹报道１期，在县电视台播发宣传标语１３条，

元；为学前教育残疾儿童２７人，发放助学金２．７万 张贴宣传标语１２条。向省州残联报送信息１８条。印
元；为贫困残疾学生８７人，发放彩票公益助学金 发《康乐县残疾人办证程序告知书》和《慷乐县残
｜５．３５万元；为全县持二代残疾人证的残疾人免缴合 疾人各项惠农政策告知书》。

作医疗残保费，由县政府全部代缴。取消残疾人报
销门槛费，提高１０？？报销比例；一、二级重度残
｜疾人免缴农村养老保险金，由县政府全部代缴。为
特困残疾人２５３２人，发放生活补贴１７７．９４万元；为

残疾人２９４７人，发放重度护理补贴２３９．９４万元。全
县２０１６年毕业未就业残疾大学生５人，已实名制录
人，全县新增实名制录入残疾人１２４人（新增就业
１８人，新增就业培训９１人，盲人按摩１５人），安排

残疾人就业４６人（按比例８人，集中６人，公益性岗
位１５人，其他就业１４人），地税代征残疾人就业保
障金６．１８万元。为朋脂梦家纺科技有限公司拨付残

｜ 县残联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理事长张广牙

｜疾人创业扶贫资金１０万元。１５个乡（镇）公益性岗
位安置残疾人专职委员７人，１５２个行政村聘请村残 副理事长 马谋星（回族）吴建权
（供稿：马维明）
疾人专职委员１５２人，每人每月发放补贴２００元，协
｜调１８个扶贫车间安置残疾人就业２５人。１月１９日，

县残疾人联合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金鑫饭店召开，
选举产生县残疾人联合会新一届领导班子及出席州

｜科协

残疾人联合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
｜【残疾人维权］指定网上信访办案专用电脑，
【机构人员】县科学技术协会内设人秘股、青
｜协调县保险公司续保特殊保险残疾人１８２７人，完成 少年科普办公室、反邪教协会办公室、少数民族科
残疾人工作者普法培训８０人，接到相关部门转办案 普队办公室，有干部职工８人。

件３件，处理转办案件３件，完成率１００？？接待来 ［科技助力精准扶贫】开展科普之冬（春）活
访残疾人２０批、１００人（次），办结案件１００余件， 动，全县农、林、水、牧等《全民科学素质纲要》

完成率１００？？？下肢残疾人１６５人，发放机动轮椅 ｜ 实施成员单位，面向农村，面向贫困户，开展农民
车燃油补贴４．４５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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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技能培训２５场（次）、３９５３人，基层农机指导 和反邪教横幅４２条，发放科普书籍２０００册，明白纸

员培训场（次），新型农民培训８场（次），种养殖 ７０００份。通过科普大篷车声、光、电互动展品展
培训 １５场（次），培训人员３９５３人，建立健全档案， 出、机器人表演、ＶＲ科普体验、无人机展示、车
其中县科协培训４期。３月３１日，县科协和县穗丰玉 载电视播放宣传片等科普活动，为群众带去科普盛
米产销协会，在白王乡白王村召开科技服务项目玉 宴。
米种植培训会，为参加培训的５８户精准扶贫户赠送
｜农药。５月１２日，由省少数民族科普队和甘肃建筑

学院联合主办，省科技教育促进会和县科协承办的
《虎关乡贾家沟助推产业脱贫培训项目》在贾家沟
小学启动，培训３天，培训贫困户４６户。９月２８日，
由省少数民族科普工作队和州科协主办，省防腐与

．ｉ ５型ｉｍ．约１．９．ＭＩ

防护学会、县科协、白王乡政府承办的省少数民族
科普队科普进寺院活动白王乡牛羊养殖培训班暨

［流动科技馆巡展】＂中国流动科技馆＂巡展

２０１８年临夏州＂百乡千村万名＂实用技术培训在白 （康乐）展出３轮、１８０天，分别在城东小学、康乐
｜王乡政府、各村、清真寺举办，培训１４天、３４９户。 二中、良恒广场展出。参观中小学生、干部群众１０
承办单位分别邀请甘肃农业大学教授胡永浩、＂三 万多人（次），为青少年零距离接触科学、体验科
农＂热线＂１２３１６＂首席专家毛树德、省农牧厅高 技、开阔眼界、增长知识搭建了平台。
级畜牧师何溢、李思敏教授、农技师师尚斌进行授
｜【农村流动科技馆】１１月１８日，康乐三中科技

课，进行手把手操作，诊疗指导。通过种、养、饲 馆建成使用，中国科技馆基金会捐赠建设，展馆占
｜料加工等系列培训，解决养殖户饲草，提高种、养 地９５平方米，设立５个展示主题，展品２０件，价值
殖水平和疫病防治本领。

［科普大篷车巡展】组织出动大篷车，先后参

３０万元。

［关注山区教育】６月１日，省科技教育促进

加＂临夏州第二十八届科普之冬（春）＂活动、省 会、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县科协联合组织贾家
州科普大蓬车社会化运行巡展、科技活动周启动仪 沟小学学生在美丽的黄河之滨甘肃科技馆过了一个
式等，在全州各县（市）、甘南州卓尼县２５所中小 不一样的＂六一＂儿童节。留守困难儿童６７人走进
学，３个社区开展科普宣传活动，悬挂横呱１６条， ｜甘肃科技馆享受科普盛宴，游览黄河风情线，赴甘
｜接受宣传师生达１２３２６人，参加干部群众１０００人。 目 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学院无人机班的学生为孩子
｜ 参加全县＂２０１８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 们进行无人机表演。

仪式、＂反邪教集中宣传＂＂科技三下乡＂＂科普

【青少年教育］县科协与县教育局联合征集论

宜传月＂＂科技活动周＂＂全国科普日＂、禁毒日 文、科普剧、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作品、组织学生
等各种科普宣传活动３６场（次），参与干部群众３万 参加奥赛等。２篇论文获二等奖，县科协被评为
多人（次），发放明白纸１４８０份、书籍９种１２８０册， ＂学术交流活动先进集体＂，科普剧《笨笨变形记》
展出各类版面３６８块，悬挂横幅３６条，车载电视播 获州科协科普剧二等奖。科技绘画一等奖２件，二

放宣传３６８篇。组织科普进校园、进农村、进寺庙、 等奖５件，三等奖６件，评出优秀科技辅导员５人。
｜进社区、进企业等＂六进＂活动，进校园３０所，参 组织康乐一中学生３人参加奥赛信息学比赛。全年，

加师生１２３万人；进乡（镇）１５次，参与群众１５万 新增科普示范学校２所，在第３３届甘肃省青少年科

多人（次）；进寺庙４次，参与群众６０多人（次）； 技创新大赛中，获科技实践活动三等奖２个。老师５

进社区２次，参与群众２０００人（次）。悬挂科普宣传 人获优秀指导奖，第３４届甘肃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
｜－１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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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完成州工商联《全县非公有制经

赛征集１５件。

｜【农技协规范化建设】对全县２６个农村专业技 济发展现状调研报告》和《全县商会建设调研报

术协会，开展换届、年检、制度规范化建设管理， 告》。１２月６日，民营企业家代表２０人观摩八松乡纳
八松乡牡丹产业协会成立了党支部。
沟村草长沟、鸣鹿水库、县城净水厂、荣兴布鞋扶
贫车间、东西部协作产业园等重点工作。

【商会党建］会员由成立时的８５人增至２０８人，

｜县科协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主席 吴广斌

｜其中企业会员４１人，占２０？？全年，新发展会员１０

副主席 翟全秀（（女）

｜人。已建立非公企业党组织１４个，基层党建工作站

（供稿：董海梅） １４人，在非公企业发展党员１７４人，培养入党积极

工商联

分子１８５人。非公经济代表人士中，有省人大代表１
人，州人大代表２人，州政协委员５人，县人大代表

７人，县政协委员２２人，在各级工商联中担任执委
以上的有５９人。

【公益事业］开展＂百企帮百村＂精准扶贫活
［机构人员］县工商业联合会有干部职工７人。
【教育引导］７月９日，全国工商联第三联系调 动，甘肃申华建筑公司、甘肃荣庆建筑公司、甘肃

良恒房地产公司等１５户企业，结对帮扶贫困村２７
办、发改局、财政局等单位负责人和县工商联常 个、贫困户３２７３户、贫困人口１４６９６人。全年，预
｜研组在县政府五楼会议室召开政策宜讲会，县扶贫

（执）委１００人参加。１２月２日，县委、县政府组织 脱贫２８７户、１３８１人。６户帮扶企业实施产业扶贫项
召开全县民营企业家座谈会，民营企业家代表３０人 目２项，总投资９１２５万元。全县民营企业安置贫困
和发改局、财政局、扶贫办等部门负责人参加，学 户就业７５人，提供劳务岗位７５个。８月２日，甘肃义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 顺金榜题名奖颁奖仪式在康乐一中举行，为康乐学
话精神。１２月６日，县工商联召开常（执）委（扩 子３０人每人颁发联想笔记本电脑１台价值１０万元。
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县工商联兼职副主席和执（常） 县工商联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委代表２０人及全体干部职工参加。
主 席白少云（回族）

副主席 马民勤（回族）

｜秘书长 马君毅（回族）

（供稿：白少云）

全国工商联第三联系调研组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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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 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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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 法治
人民武装

政策制度，参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和＂传承
｜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

【民兵整组］２—６月，开展民兵年度整组工作，

【学习教育］３月，县人武部召开党委（扩大） 完成基干民兵３７５人整组和普通民兵９０００人的统计
｜会议，传达省军区、军分区党委会精神。制定《党 及建档立卡。先后２次接受州政府、军分区的联合
委中心组理论学习计划》，推进＂两学一做＂学习 ｜ 检查和拉动点验，全州军地联合考核验收获第一

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落实＂三会一课＂、承诸践诺、 名，在全州民兵整组推进会上介绍了经验，
【国防动员】４月，组织国动委综合、经济动
思想汇报、党员讲评和党费收缴等。开展＂党徽戴
起来、党章学起来、誓词背起来、纪律严起来、形 员、交通战备、人民防空、国防教育、信息动员等

象树起来＂活动树立先进典型八松乡武装部部长 办公室，开展国防动员潜力调查，更新国防动员数
高仲虎。开展对照检查，纠治作风建设中的顽症。 据库。６月，国动委会议召开，建立军地联合指挥

｜观看《铁纪强军》和估田会议铸军魂》录像片。 机构，开展动员应急拉动演练，签订《应急动员支
６月，觉委班子召开＂六个必须＂专题民主生活会。 前保障重型装备保障预征协议》。
【军事训练］贯彻习主席训令和上级练兵备战，
编写《十九大报告应知应会１００问》，组织学习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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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军事训练指示精神，聚焦新职能新使命谋战研 武部检查指导工作；临夏军分区司令员盖立民大校

训，修订完善战备方（预）案，制定《康乐县国防 ｜来人武部检查民兵、征兵及部队安全管理工作。９
｜动员＂十三五＂规划》。现役干部坚持岗位自训， 月，临夏军分区副司令员杨佳训大校带领工作组来
落实每天１小时体能训练，每周之、四晚军事理论 康乐县，检查征兵工作。１０月，新任临夏军分区司
学习。专武干部每周１￣２次业务培训，抓能力素质 令员曹世龙大校、政委许尔瑞大校带领工作组来人

提升，专武干部１３人参加省军区、军分区培训。５ 武部检查指导工作。
月，集中３天对应急连民兵进行人队训练。８月，组
织预定新兵进行为期７天役前训练。１０月，集中１２
天时间开展年度军事训练，完放基十民兵和专武干
部的年度军事训练和轻武器实弹射击训练任务。１２
月，对乡（镇）武装部长进行考核，会同县委组织

部、县人社局等部门开展首批资格认证。
【征 具 １－４月，开展兵役登记，完成适龄
青年１８００人网上登记。５月，利用网络媒体、展板、
｜ 横幅标语，开展征兵宣传活动。印发宣传册２万份，

深入辖区１所大学、２所高中开展征兵宣传动员和政

省军区首长检查指导工作

策解读。全年，有预征对象１４４人，其中大学生７２
人，完成４０人（女兵１人）新兵征集任务，其中大

（供稿：何舟 颉方男）

学以上新兵３１人，占征集总数的７８为新兵每人
发放慰问奖励金２０００元。

｜公 安
［打击违法犯罪］县公安局加大各类违法犯罪
｜活动打击力度，开展＂扫黑除恶＂＂三打击一整

治＂＂打击非法集资＂等严打整治专项行动。２０１８
年，立刑事案件４１２件，破获刑事案件１９６件，公诉
犯罪嫌疑人１６８人，抓获上网逃犯２８人。坚持＂打

早打小、露头就打＂，集中优势兵力，专案侦查、

欢送新兵

坚决打击严重暴力犯罪，共立七类案件２４件，破案

［机关和基层建设］学习贯彻＂三个一线＂集 率８３？？全年，发生命案１件，破案１件；破命案积
训和＂天水会议＂＂定西会议＂精神，依据省《基 案１件，抓获命案逃犯Ｉ人；采集录人ＤＮＡ信息２４１０
层人武部武装建设规范》和省军区《考评细则》， 份、指纹２５０３份，现场勘验录入５１９份，出具伤情
加强基层武装部建设。对１５个乡（镇）武装部正规
鉴定１１６份，尸检１０具；破获经济案件２０件，公诉
化建设进行培训，规范软件资料，配齐各类标牌制

度，抓实规范化达标。
【上缴检查｜８月，省委常委、省军区政委蒲

永能少将来康乐县，召开扶贫工作推进会，深入人

犯罪嫌疑人１人；录入标准化信息１１０万条，非标准
化信息３４０５条；接受预警信息３４８０６条、反馈３３０８６
条；红色预警信息２条、抓获２人，橙色预警１１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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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预警１５条，通过预警研判抓获犯罪嫌疑人７人； 公章１７４枚；加大危爆物品管理力度，收缴各类枪
｜申请临时布控２５１条，处置临控预警４０条，通过临 支２８支，子弹２５发，钢珠８５公斤，黑火药０２公斤；

控抓获２３人；利用图侦技术协助办案单位破获各类 侦破非法持有枪弹案件４件，抓获犯罪嫌疑人４人：
案件８６件；严打黑恶势力，在县电视台滚动播出通 检查涉枪单位９６个（次），下发《债令限期整改通

告１２０余小时，张贴通告２００份、倡议书２００份，发 知书》５份；审批民用爆炸物品购买、运输８次，烟
放宣传资料２０００余份，悬挂横幅２０条。按照＂有黑 ｜花爆竹道路运输４次，监管烟花爆竹仓库１家；查处

｜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铲霸、无霸治乱＂策略，以 未经许可运输烟花爆竹案件２件，查扣烟花爆竹２８
｜＂零容忍＂态度，与各派出所签订承诺书和责任书， 箱（件），处理违法行为２人；强化社会面管控力

｜逐村逐社逐户开展线索摸排，走访１５２个村、７９８０８ 度，排查矛盾纠纷１７３起、调解１５ｓ起；查处赌博案
户、出租公司１户、客运公司３户，摸排宗教场所管 ｜ 件５５件、处理参赌人员２５５人，收缴赌资６９万元，
｜理人员９３３人、村＂两委＂ 人员６５１人、农村觉员 ｜查扣各类赌具６４台（副）；与学校签订《治安防范
４４３４人，确保辖区内＂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底数 责任书》８２７份，对全县１６８所中小学进行清查，清

清、情况明；成功打掉恶势力团伙２个、＂街霸＂ 理收缴校园内的各类管制刀具和违禁物品；与相关
团伙１个；接到举报线索６６条，办结３３条，核实侦 单位开展＂农资打假＂＂非法行医＂＂禽流感、非
办３３条。

洲猪蕴＂等联合检查２６次，查证督办假药案６件；
开展＂一标三实＂基础信息采集，采集标准地址
｜７５７８９个，实有人口２７８８６５人，实有房屋７３１４９个，
实有单位５０７３个，得分６９０１分，全省排名２１位，全

｜州第三位；通过信息核查，成功抓获逃犯３人，注
的ｖａｃ的．ｂｉｒ益ｄ

销重复户口１２人。

｜落实＂一次办、马上办、网上办＂等服务，提
高群众满意度，办理＂二代证＂２５６２５个，临时身
份证４３２０个，边境通行证３８２１本，户籍项目变更
４７人，解决无户口人员３２００人（５岁以上２３８人），
［禁 毒】全年，侦破毒品案件１８件，抓获贩 恢复户口２０６人；市内迁人２１１０人，市内迁出１０２２
｜毒嫌疑人２５人，公诉毒品犯罪嫌疑人４６人，缴获毒 人，上传异地受理身份证１２５枚，办理异地受理身
品海洛因５４５１．２克，缴获合成毒品冰毒４０４０８克， 份证１４人，受理居住证２５枚；制做门牌２３５５１枚。
依法强制隔离戒毒２０人，社区戒毒处置２９人。
办理护照２６９０本，《往来港澳通行证》１０７２本，
【治安管理］全年，受理行政案件１１０件，查 《往来台湾通行证》１３６本，登记上传外国人住宿４１

结１０６５ 件，查结率９６？？？处违法人员２４７３人，行 人。受理机动车业务１５２０８件，驾驶证业务受理办
政拘留２０１人。完善＂三口一屋＂主辅项信息，登 结６４１１ 人（件）。
记常住人口３００５４９人，新登记录入暂住人口１８６４ ｜［交通管理】开展＂春运＂＂礼让斑马线＂
人，新登记录入实有出租房屋３５家，新登记录入重 ＂三反一查＂、冬季预防道路交通事故大战１００天及
｜点人口１２６人；加强特种行业管理力度，与全县５０ 酒驾、电动车、农村车辆集中整治等专项整治行

家旅店签订《２０１８年治安管理责任书》和承诺书， 动，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受理道路交通事故
查处不按规定如实上传旅客信息案件９件，查处未 ９０４起，模排交通安全隐患点（段）２５处；查处各
经公安机关许可经营旅馆业案件１件；关停ＫＴＶ１ 类交通违法行为４５２４６起，行政拘留２３７人，交通违
家、宾馆３家，责令限期整改收购站１家，备案各类 法处理率９１？？

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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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防管理］开展消防安全大排查行动，检查 人；获第五届全国警犬技术比赛警犬巡逻科目第八
人
企业、单位２２３５个（次），发现火灾隐患６６３７处， ｜ 名１人；１人代表全州公安民警参加第一届甘肃省政
督促整改６５０５处，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１６４６ 法系统运动会，获足球项目第一名。

份，临时查封１４家，责令＂三停＂１２家，罚款２０．５
万元；对全县７７栋高层建筑进行安全隐患大排查； 县公安局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出警１０１次，扑救火灾９８起，抢险救援８起，抢救被 ｜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局长 李光玺
马明祥（东乡族）
党委副书记、政委
困人员３人。
习绍东
党委副书记
｜马学虎（东乡族）
幕 诚（东乡族）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党委委员、副局长

绰维义
丁亚平（回族）
胡志彦
党委委员、政工监督室主任 郭彩林
党委委员、警务保障室主任 马 虹（女）
（供稿：马民坤）

｜应急处突训练

案件审核］强化预审提升打击犯罪效能，预
｜审大队加强对办案部门指导、督促和审核把关，做

禁毒

｜到快审快结快移诉，及时打击犯罪。加强案件预

审，印发《县公安局预审工作规定（试行）》，受理
案件１８５件、移送起诉１５３件，１５１人，起诉率

８２．７？？

【网缩安全管理】以＂净网２０１８＂专项行动为

［工作责任制 县禁毒办指导协调１５个乡（镇）、
｜４２个成员单位履行禁毒工作责任制，开展宣传教育、

缉毒破案、禁吸戒毒、禁种铲毒、＂无毒县＂巩固等

｜ 切入点、对全县１４家网吧定期进行明察暗访，搜集 工作。
鲜活固定ＩＰ地址６５０条；报送网络舆情信息１０３条、
｜［缉毒砺案］２０１８年，公安机关发挥禁毒主力

处置７５条，上报互联网有害信息３０１０４条；主侦案 军作用，分析外流吸贩毒活动的新动向，制定《康

件５件，配侦案件６０件，网上追逃３人，查处网络行 ｜乐县禁毒２０１８＂两打两控＂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以打击贩毒犯罪和管控吸毒人员为重点，遏制吸毒
｜ 【信访及执勤】化解各类信访案件，接待群众 人员新滋生，重拳打击外流吸贩毒活动。缉毒部门
来访８３件、１４２人（次），办理信访案件４９件，领导 充分发挥人力情报优势，广辟情报线索来源，强化
接访３３件；出动警力１３人（次），接访６次，进京执 侦查措施，保持对毒品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
勤１次，赴省执勤２次；完成＂两会＂＂春节＂＂国 全年，共侦破毒品案件１８件，抓获贩毒嫌疑人２５
庆＂、良恒演唱会、省州领导检查等重要安保任务 人，公诉毒品犯罪嫌疑人４６人，占州任务的１８４％；
政案件４件、行政拘留３人。

缴获毒品海洛因５４５１．２克，占州任务的３６？？？获
【立功授奖！县公安局和交警大队被州委、州 合成毒品４０４０８克，占州任务的４０４？？康乐籍人员

６５ 场（次），集中清查行动２９次。

政府评为＂全省第十届运动会先进集体＂，２人获先 因贩毒被外地（州外）公安机关查处１４人，比上年
｜进个人；被省公安厅记个人二等功Ｉ人，被州公安 同期上升７．７？？
局记集体三等功２个，被州公安局记个人三等功５
［参暖最毒】针对康乐籍外流吸贩毒问题突出

－１４３－

康怀年鉴测一
的实际，县禁毒委从各乡（镇）综治办、派出所，

县禁毒办、禁毒大队等抽调精干力量，组成＂大模 县禁冉办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排、大宣传、大收戒、大劝返＂工作队，在全县开 ｜副主任 康海平（回族） 郎彦东
（供稿：郎彦东）
｜展重点整治。按照＂＂逐户摸排核查、重点人员见
面＂原则，逐村逐户摸排出重点贩毒嫌疑人员１１
人，搜集贩毒信息５条，研判信息５条，破案１件，

｜交警

抓获犯罪嫌疑人Ｉ人，缴获毒品３克，其他重点嫌疑
人员全部列人监控视线；摸排出吸毒违法嫌疑人员

２８人，从中查获社区戒毒人员２人，人户现场检测
【道路交通事故］２０１８年，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吸毒人员３８人（次）。全年，共查获吸毒人员４９人 受理道路交通安全事故１１６１起，其中现场调解４９５
（次），依法执行强制隔离戒毒２０人，依法处置社区 起；简易事故６２９起，受伤３７５人，直接经济损失
｜戒毒２９人，执行社区戒毒１４人。康乐籍人员因吸毒 ９５４３元；一般事故３７起，死亡２３人，受伤３６人，

被外地（州外）公安机关查处９人，比上年同期下 直接经济损失２７３１０元。
降３３？？

【宣传教育】按照《全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
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和《关于进一步深人推进
＂６·２７＂工程的指导意见》要求，共创建县级禁毒
｜预防教育基地（园地）１７所，创建省级毒品预防教

育示范学校１所（待命名）。各学校开展＂健康人
生、绿色无毒＂禁毒演讲比赛、禁毒征文竟赛、禁
｜毒书画比赛等活动５０多场（次）。开展农村集镇宣
传活动２８场（次），利用文艺汇演集中宣传活动１０

省公安厅交管局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徐键设导检查来

场（次），在中小学授课４２场（次）；在各学校举办 李预防道路交通事故大战１００天专项行动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演讲比赛１３场，禁毒杯篮球 【交通速法行为专项整治】开展打击酒驾醉驾
赛２场（次）；在康乐中学举办禁毒书画比赛，发放 违法犯罪行为，＂三反一查＂、冬季预防道路交通

＂手牵手远离毒品＂禁毒宣传资料袋１０００个；制做 事故大战１０天等各类专项行动，查处各类道路交
大型永久禁毒宣传牌２块，在重点村社、宗教场所 通违法行为４６８４２起，其中超速１７０７起，涉牌涉证

树立禁毒宣传专栏２０块，为乡（镇）和学校制做禁 ２５０５ 起，酒后驾驶８９起，超员２０起，疲劳驾驶２起，
毒宣传展板１５０块。投资６万多元，制做禁毒主题微

其他各类交通违法行为４２５１９起。检查客货运企业

电影《悔》《诱惑》，制做禁毒公益广告２部，印发 ２４次，开展安全警示培训４期，下发《安全隐患整
各类宣传资料８类、２０多万份。
改通知书》１２份，约谈企业负责人６人（次）。
［禁种铲毒］在莲麓镇蛇路村、莲花山村设立

［交通安全法规宣传】开展大型宜传活动５次，

禁种铲毒办公室２个，制做大型禁种铲毒宣传牌２ ｜出动交通安全知识宜传车３０台（次），散发宣传资

块。在重点乡（镇）开展大规模拉网式踏查铲毒行

料１０万余份，在新浪、腾讯微博及微信半台发送交

动２次，利用省公安厅配发的无人机，开展巡察铲 通安全知识、温馨提示２１０３条，通过手机短信平台
毒６０多架（次）。踏查行动投人人力５００多人，出动 发布交通安全信息１５６３０余条，悬挂横幅３００余条，
各种车辆１００多辆（次）；投人禁种铲毒经费１５万 直传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性，提高交通参与者的安
元，实现禁种铲毒＂零产量＂目标。

全意识。

．１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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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驾管业务］落实公安部交管局＂放管服＂ （次），抢救被困人员３２人，疏散人员６１人，无人员
改革及＂四办＂措施，受理机动车业务１８２３３笔， 伤亡，抢救财产价值３３４万元。
｜其中注册登记各类机动车３００５辆，转移登记６４５辆，
｜ ［监督检查】对消防安全重点单位、辖区高层
｜抵押登记１０９３辆，年检各类机动车辆１０６０１辆，其 建筑、＂三合一＂＂九小场所＂、农村、乡（镇）

他各类业务２８９件；驾驶证业务受理办结７３１８件， 进行整治和户籍化管理。开展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消
其中初次申领驾驶证３６０本，驾驶证增加２４７本，补 防产品、人员密集场所、建筑工地高层、地下建筑
证、换证２００６本，其余各类业务４３７５件；注册＂两 等领域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集中整治彩钢板

类非机动车＂６８４３辆。全年，机动车驾驶人违法记 房、人员密集场所门窗设置、影响逃生灭火障碍
满分教育３３０人（次），审验教育驾驶人４１１４人 物、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及打非治违等专项行动。紧

盯重点单位、人员密集场所、易燃易爆场所、高层

｜（次）。

【隐患排查］】摸排临康和二级公路和县乡公路 地下建筑和施工工地消防安全。２０１８年，检查各类
存在的交通安全隐患点（段）１８处，其中二级公路 单位２０６１个，发现火灾隐患６２５７处，督促整改５９４４
４处，省道４处，乡村道路１０处，全部拟出治理意见 处，下发《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１５３０份，临时查
报请县政府责成有关部门治理。
封１３家，责令＂三停＂１２家，罚款２０万元，行政拘
【乡（镇）交警中队】成立乡（镇）交警中队 留１人。
１５个，并向社会公开招聘交通协管员，县委组织
｜部、县人社局等部门通过笔试、面试、政审、体检
等层层选拔，招录交通协管员６９人，分配到各乡
（镇）中队工作，交警中队队长由各派出所民警担

任。
县公安局交警大队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大队长
高占累
杨仲祥（回族）
教导员
张永亮 石海华
副大队长
朱志刚
车管所所长
鲁述强
莲麓中队中队长

检查消纺设

｜［消防宣传】举办培训班１５期，培训消防控制

巡逻警察大队大队长 马成龙（回；
（供稿：丁光鹏）

消防

室操作人员、消防安全管理人员１５４人，培训企事
业单位职工、学校师生、物业公司管理人员、施工
｜工地及农村、社区负责人２０００余人。制做消防宣传
｜横幅１６０条，发放宣传资料３．５万余份。对社会及单

位７００余人，进行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培训。完
｜成消防宣传进社区、进家庭试点。与县市容局签订

《消防电子公益广告显示屏使用协议，每天播放消

【接警出动］县消防大队有３．５吨水罐车１辆，５ 防宜传片。利用县电视台、广播电台、车载电视、

吨水罐车１辆，８吨水罐车１辆，２５吨泡沫水罐车１ 沿街商铺ＬＥＤ、大型宣传牌等阵地，开展消防安全
辆，５３米云梯消防车１辆，抢险救援车１辆。２０１８ 宣传。在总队信息网、中央门户网站、省电视台、
年，接（出）警１４１次，火情处置１１１起，抢险救援 省电台、省级报刊及省级网站等各级媒体刊发稿件
３０次，出动消防车２４５辆（次），消防官兵７４５人 １３４篇。

－１４５－

康乐年鉴部＿
｜均得到整改。

县消防大队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大队长缪相才
｜教导员张干举

【法制宣传］开展法制宣传活动，进村入社开
｜展法律宣讲、＂法治进校园＂活动和召开村民知情
大会１００多次，为贫困群众提供法律咨询和帮助２０

（供稿：张干举 马 磊）

多次，发放宣传资料６０００余份。
可２０Ｒａ度工作总结大会

检察
［打击刑事犯罪】 县检察院依法严厉打击严重
｜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２０１８年，审查批捕各类

刑事案件６１件、７９人，审查起诉１３５件、１６７人，在
｜检察环节无错捕错诉、无超期，结案率与准确率均
１００？？依法不起诉１ｌ件、１１人

【案件质量提升】落实检委会、审委会各项工
｜作制度，在案件质量上严格把关。７月，主持召开

公、检、法、司联席会议，对办案信息共享、情报
互通和衔接平台建设达成共识。１３６人社区矫正对
象全部纳入矫正范围。

【检察服务室建设】按照省检察院＂八有＂

（有场子、有牌子、有人员、有设备、有平台、有

制度、有机制、有档案）和＂八字＂（接访、监

督、预防、服务）及＂１＋２＂（主任１人，工作人员
２人）要求，在景古镇、胭脂镇、附城镇、苏集镇、
流川乡设立检察室，实现１５个乡（镇）检察业务全
覆盖，并与基层法庭、公安派出所、司法所等＂七

康乐县人民检察院作设年括功３石会议

站八所＂建立联系制度，将法律监督触角覆盖各乡
（镇）、村社，惠及千家万户。

Ａ４ＡＮｓ

县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党组书记、检察长 马忠良（回族）

ｈｉｙｖ－７制

｜党组成员、副检察长 李晓齐 马宏斌（回族）
｜徐正海
【民事行政检察】开展民事诉讼监督和行政诉 ｜党组成员、纪检组长

马学文（园族）

｜讼监督，办理民事行政诉讼监督申请５件，其中４件

组成员、政工科科长 董生构

因未达到法定条件，未支持监督申请，１件建议州

党继成员、公诉科科长 赵国庆

检察院提请抗诉。受理各类来访案件７件，接待来

党继成员、办公室主任 石宏民

访群众２２人（次），办理刑事申诉审查１件，司法救

助１件，均依法答复和处理，检察环节没有涉检上
访案件。全年，发现公益诉讼案件线索５件，其中

向县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１件，县法院
支特诉讼请求，其余４件分别向省太子山管理局、

县环保局、国土资源局、民政局发出检察建议后，

－１４６－

｜（供稿：童生权）

军事 法治｜

事案件３１８？？？动争议、人事争议案件６５件，占
民事案件４？？？公司、证券、保险、票据等有关

｜法院

｜的民事纠纷案件４件，占民事案件０２？？？权责任
纠纷案件６８件，占民事案件４．３？？

（审判管理］县法院以司法公正为目标，提升
审判质效。完善办案流程管理，实施办案进度管
控，从源头上防止超限审。开展案件质量、庭审质

２晚． ｅ务
导ｆＰ

｜量、文书质量评查。强化审委会职能作用，加强疑
｜难案件研讨，强化案例指导，统一裁判尺度，提升
办案质量。以司法公开为途径，打造阳光法院。推

进审判流程、裁判文书、执行信息三大司法公开平
台建设。推进县法院官方微博、微信平台建设，实
行法院新闻动态、审判执行信息及时发布，为群众

【行政审判］受理行政案件１件，审结１件。围

了解法院工作开设新窗口、新渠道。２０１８年，通过 绕办＂和谐案＂目标，坚持立案＂宽进严出＂，充
裁判文书生效１４２７份。
分保护诉权。做好行政案件集中审理，宣传临夏州
｜［刑事审判】全年，共受理各类刑事案件１４１ 行政案件集中管辖公告精神，移送新起诉的行政案

件，已结１４０件，结案率９９．３？？危害公共安全类案 ｜件。做好行政案件当事人思想疏通工作，完成行政
件４３件，占刑事案件比例３０．４？？？坏社会主义市 案件交接过渡。

场经济秩序３件，占刑事案件比例２．１？？？犯公民

（案件执行｜ 全年，共受理各类执行案件６７１

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类案件３４件，占刑事案件比例 ｜件，其中新收５０７件，涉案标的４１６８２３万元，旧存
｜２４．１？？？犯财产２９件，占刑事案件比例２０．６？？？ １６４件。结案１２１件，涉案标的９６４２７万元。执行结

害社会管理秩序３０件，占刑事案件比例２１２？？？ 案５４０件，执结率８０４３？？？分执行５１件。申请执
污贿赂２件，占刑事案件比例１．４％
行总标的５１６９万余元，执行到位２４３５万余元。
刑事处罚审理的刑事案件中，公诉案件１３８件，

执行会战过程中，采取查封冻结扣押、搜查、

自诉案件３件，申诉２件。定罪１５２人，其中判处十 纳人失信名单、公开曝光、限制高消费、限制出

年（含）以上至十五年有期徒刑１４人，三年（含） 境、罚款、拘传拘留等各种执行手段，开展集中执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１１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４９ 行４６次，传唤被执行人１１９人（次），拘传９３人
人，拘役６４人，管制１２人，免于刑事处罚２人。刑 （次），司法拘留４１件、４１人（次），列入失信被执
｜事附带民事案件１３件、１３人，其中调解１１件、１１ 行人名单７２人，限制高消费２１２人，限制出境２８件、

人，判决２件、２人。通过调解，达成民事赔偿金额 ｜ ２８人（次），移送公安机关临控１１５人，实际控制１６
３１２万余元。
人（次），以拘执罪移送公安机关１０件、１０人

【民事审判】受理各类民商事案件１５７３件（新 ｜（次）。构建执行监督机制，执行、财务部门分工负

｜收１５３６件，旧存３７件），已结１５４６件，未结２７件，

责，开设执行专用账号，做到案款及时发放。组织

结案率９８．２８其中人格权纠纷７３件，占民事案件 ｜执行干警集中学习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
比例４６？？？姻家庭、继承纠纷８０２件，占民事案 ｜规范执行行为＂十个严禁＂和省高级人民法院下
件５０．９８？？？权纠纷案件６０件，占民事案件３．８％； 发的《关于不担当不作为清单》，规范执行行为、
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纠纷案件５０１件，占民 整治工作作风，使执行工作竖起＂高压线＂。
｜－１４７－

康乐年鉴测？

［立 案］贯彻立案登记制，方便群众诉讼， 员额法官年人均受理案件１４４件。
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保障当事人诉权，立案
整合内设机构１２个，组建政治部、综合办公
率达９８？？？对部分当事人诉讼知识欠缺，诉讼请 室、综合审判庭、诉讼服务中心、执行局等。制定
求不合理，诉讼材料不全的情况，对来访当事人进 ｜改革实施方案，报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定。
行诉讼指导，释法明理，向当事人告知诉讼权利义

务、举证责任和举证可能带来的诉讼风险，帮助当 暴人民法院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事人正确、及时行使诉讼权利。对于简单，标的较 党组书记、院长

｜冶成华（国族）

｜小，争议不大的案件，适用诉前调解、小额诉讼、 党组成员、副院长
简易程序等进行速裁分流，绵短办案期限，减轻群

马建忠（回族）

张明育（东乡族）苏平

｜众诉累；对于经济确有困难的群众和建档立卡户实 党组成员、纪检组长 魏守如
委会专委 马生祥（回
行缓、减、免诉讼费，实行绿色诉讼通道，快立、
组成员、办公室主任 马金肃
快审、快执。

【涉诉信访】全年，共处理来信１６件，接待来 党组成员、刑事庭庭长 马录英（女，回族）
｜（供稿：马虹）
访２１４人（次）。信访工作坚持标本兼治，有效解决
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坚持院长接待日制度，由院领

导轮流接待；建立科学＂诉、访分离＂体系。对诉
求合法合理的，解决落实到位；对诉求不合理的，
解释疏导到位；对无理缠访、闹访的，依法处置，

司法行政

维护信访和工作秩序。

｜【宣传教育】县司法局以＂法律八进＂为重点，

全方位开展以宪法为主的法治宣传教育活动。２０１８
年，举办大型宣传３７场（次），悬挂横幅４５条，散
发宣传资料９．７５万份（册），制做手提袋等宣传品３
万个，制做黑板报、墙报７２期，法律咨询３９５０人

目法ｙｙ发

（次），广播电视宣传１６７场（次），法制讲座１９期，
培训普法骨干３００余人（次），受教育２０多万人
（次），聘任法制副校长３２人，开展法律进宗教场所
活动，宜传 《宪法》和民族宗教法律法规。
【司法改革］逐项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项目的 【法谦服务】发挥法律服务职能，为全县经济
落实，按照＂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的要 建设和社会稳定提供法律服务。依托县政务大厅建
成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建成１５个乡（镇）法律服
求，落实主审法官和合议庭权力。出台审判团队建
设、文书签发、法官权益保障、专业会议等相关制 务工作站，依托村委会建成１２９个村法律服务工作
室，建立＂一村一法＂顾问制度。律师事务所和法
度；全面实行法官、辅助人员、行政人员分类管
律援助中心树立＂大服务＂思想，开拓业务，共办
理；完善专业法官会议、审判委员会运行规则，实 理各类案件１１８件，办结１１８件，代写诉状３０８份，
现审判执行模式以庭（室）为单位到以市判团队为

解答法律咨询１２００多人（次）。拓宽公证业务领域，
单位的转型，通过对现有人员优化重组，做到人员 提高办证质量，办理各类公证事项８５件。
｜搭配恰当、工作互促互补，大幅提升审判执行工作

质效，有员额法官１６人。全年，办理案件２３１７件，
－１４８．

车事 法治ｌ

｜合、以防为主＂的方针，贯彻落实《人民调解法》，
Ｓｉ９ｅＳ分ｎ使

调处各类矛盾纠纷１１０４起，调解成功１０８５起，防止
矛盾纠纷激化，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各乡（镇）
｜ 人民调解委员会举办人民调解员培训班１５期，培训

乡村人民调解员６８０人（次），提高人民调解员法律
素养和调解技能。

【司法业务建设】投资９８万元，建成五户乡、
景古镇、鸣鹿乡、苏集镇、草滩乡、流川乡规范化

法制宣传

司法所。举办司法行政工作人员法律知识、基本素

【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贯彻落实《社区矫正 质教育和业务知识培训班４期、２８４人（次）。投资
１５万元的＂智慧司法＂信息平台运行，社区矫正人
管理办法》和安置帮教工作制度，开展社区娇正和
员信息全部录入信息系统管理，开通手机定位，建
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帮教。接收社区矫正人员６４１人，
立电子围栏，实现监管全时制、全方位和远程化。

解除矫正５１６人；在册１２５人（管制３人、缓刑１１２

人、假释３人、暂予监外执行７人））；建成监狱远程 县司法局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会见系统，安排服刑人员家属会见４５次，参与会见 局长 马晗东（回族）
１２１人，对刑满释放人员２５０人信息全部录入管理系

副局长 刘晓彬 马玉谦（回族）
统，认真帮教，无重新犯罪人员出现。
纪检员范效军（四族）
人民调解］全县各级调解组织坚持＂调防结
（供稿：段育祥）

康乐年鉴测

综合经济管理
ＯＮＧＨＥｅｌＩＮ？］（ＧａＡ
综合经济管理
｜发展改革

元，同比下降１８９？？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２０５６２．９元，增长７２？？？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６９６４６元，增长９５？？固定资产投资１６．１亿元，同

｜ 【机构人员】县发改局内设节能监察中心，下 比下降２３．９６？？

投项目管理办公室和以工代赈易地扶贫搬迁办公 【年度计划】起草《２０１８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执行情况及２０１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室，有干部职工３６人。
【经济指标］２０１８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２３．３２ 的报告》，科学制定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亿元，同比增长５．２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４５５亿 ｜［项目建设）全县计划实施５００万元以上项目共
元，增长５？？？二产业增加值２．６８亿元，增长 ７８项，总投资９３．１１亿元，其中续建项目２２项，总
－１？？？三产业增加值１６．１亿元，塔长６．２？？工业 投资４２．５亿元，计划新开工项目５６项，总投资５０６
｜增加值９６８４万元，同比下降２．２其中规模以上工 亿元。９个续建项目、９个新开工项目建成。
【易跑扶贫搬迁］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分别在八
业增加值２０２６万元，同比下降６．１？？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７．２１亿元，增长７２？？？口径财政收人１．８６ 丹乡线家村、斜路坡村、虎关乡上沟村３个安置点
亿元，同比下降８３其中地方财政收人９２２６万 ｜集中安置８９户，插花安置１９８户。３个集中安置点全

－１５０－

综合经济普理｜

２ｔｉＮｉｄｓｕ

４９户，在建１３８户，已搬迁人住８２（镇）、２４个村的２２９７户贫困户受
户。实际到位国家和省级补助资金６４０８．８３万元， 户变身＂股东＂，人股光伏合作社的方式，筹集入
拨付４８９０．９６万元，拨付率７６．３２？？

股资金２７５３万元。

＿三ｅｓ三ｗ
公ｐ大

－Ａ－Ｌｂｎｔ，仁－＊８－

ＮＫ＂ｗＡＭ４原ＡＡｓＡ．Ａ：３

８，《 ／Ａｒｒ４ｍｅ１．工／ａｓ４ａ斗

景古村异地搬迁

景古村光伏电站

［扶贫村级光伏电站建设］全县建设景古村电

站、朱家联村电站、鸣关联村电站（洼滩点）、斜｜县发改局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路坡村级电站、古洞沟联村电站（周家沟点）、高 局 长 马小云（回族）
｜丰村级电站（松树沟点）、三条沟村级电站、高林 制局长 中桂林 马有信（回族）
高雪梅（女，园族）
｜湾联村电站（刘家庙点）、温家河联村电站（线家

滩点）、马寨村电站（高楼子点）等１０个光伏扶贫 以工代服易地搬迁办主任 王福祥（东乡族）
电站，总装机容量１．６万千瓦，投资１．１亿元，８个乡 纪检员董可平

（供稿：冯长勇）

康乐县２０１８ 年重点项目表
项目名称

主要建设规模

总投资］军度投资｜责任下项目
万元万元）领导单

２４８线康乐至单｜建设康乐至拉石试验段 ３５８９公里，采用二级公路 准， ｜７０００｜３ｓ

业来不一＂＂│计行车速度为６０Ｋｍｈ，路基宽度１２
｜ 路改建工君

张丰忠｜ 交通局｜Ｍ道、桥涵基本
｜李光玺 ｜缘维平｜成９０？？建说

三岔河片区综合治

｜｜主要建设：续建三岔河片区综合治理一期工程，三岔河绿地｜
过康系的大城定｜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和三忿河一县界段综合治理一别工程三｜

｜｜完工；二期工程完成
宋永强｜住建同｜２８０７５米，霜画

少｜个子项目。新开工三岔河片区综合治理二期工程，对三岔｜７００
｜防治工程｜

马 显 ｜水务局｜量洪箱涵整体
｜分完成投资 ４５００万
｜│４５０万元，总完

｜河、苏集河和驱脂河县城段进行综合治理，新建堤防５．３８｜

｜公里；新建泄洪箱涵２条．共４０８公里：新建气盾坝３座

｜康乐县康盛蒙现代农｜育雏厂、蛋鸡养殖厂、蛋品加工厂、有机肥厂等四个主要项，
＂｜牧科技开发产处园 ｜目和原料库、加工车间、成品库、办公楼、员工宿含等工程 ｜
｜康乐县环城北路片｜地在细ｘ

题合反ｗ满占地面积５０２６亩，修建高层住宅６栋、１０９８套，总建筑面｜

｜项目

３
ｏａ ｜ 限

１ｓ０｜

灵区办｜停工

主建局｜室外装饰装修

张丰
区其础设施项通且（一｜全线采用三级公路技术标准设计，童经果乐芸素古镇温系｜
５ 事要同司河村、人字沟村、安龙村、王家沟村、牟家河村、莲章镇河口｜３２０００ ｜ ７０００ 荣｜旅游局｜完成６０？？工程

应自

｜因下别＂村。路线全长 ８０２８公里

｜鸣鹿乡拨子沟旅游｜新建建筑面积２６６２７平方米购置景区售票设备、信息化设

＂｜综合开发项目｜备、休闲娱乐设备、户外拓展设备等共 ７３０台（套）

５０９

｜康乐县阳光丽舍商新建框剪结构３１层１栋、３２层１栋及４层裙房，总建筑面，
｜柱楼建设项目｜积６０５１２平方米
｜８｜鸣鹿水库工程
呈 修建总库容２０５万立方米的注人式水库工程、占地７３４亩 ｜１４６１０ ｜５８００ ｜

３客
｜旅游局｜建设
当俊｜

宋永强｜作建目
住建局完成主体，内外饰

马 显时
｜年累计完成２８０６

挥 ｜水务局｜万元的４９４９？

｜占合同投资９５９９

｜续表

图

项目名称

主要建设规模

康乐县２０１７年易地｜
｜新建住宅５１６套、５７３７２平方米

│扶贫搬迁工Ｘ

总段资｜年度投资｜ 责任 ｜项目
（万元）｜（万元）｜领导 单
１３５９０｜８５９０

建设道路全长４１１５．３８米，红线宽度 １５￣２２米，包括康乐｜
｜康乐县城环城北路、路探佛段新消街样他
｜路延伸段，新治街廷伸段，康新路。同步埋设给水、排水、强｜ ５３００｜
性区｜弱电、供热等管网；安装路灯，栽植绿化树木等

忠｜发改局｜成４３４户，在建

ｉｏ０ 苍水到｜

乐县旅游扶贫大｜路线起点与在建康乐具扶贫旅游大通道（葱滩至石墩段）终｜ ｜
９６０７｜ ４６
４６０７
１ ｜通道石墩至二郎庙｜点相接，终点止于景古镇温家河村二郎庙、路线全长 ｓ｜３．５Ｓ９６０７｜
｜公路建设工程公里，全线采用三级公路技术

进
［２０１７年易地快

环城路市场路，总

第
选奖

通局｜对填方路段进行

赶俊

砌体２－５层砌筑完

｜ 甘肃建筑职业技术｜

｜人才培养实习实训新建实习实训楼３１６７６５９平方米，地上６层、地下１层、框｜ ｏ６００

荣｜教畜员完毕，二单元北侧

没｜这Ｒ＂南侧斜屋面钢筋

＂（康乐）基地实习实｜架结构
｜｜训大楼

│累计完成投资 ３

康乐县北部供水水｜改善白王、虎关，流川、苏集、康丰５个乡（镇）及一个现代农｜
准试件校向题ｘｉ｜６１００｜ ２９

＂｜源改造提升工程｜教科技开发园区的生产、生活供水安全问题

康乐县北部农村供

水务局｜投资３８００万元，完成
马是｜Ｎ医五二

＂｜｜净水厂，进行运行调

张率思
康乐县旅游扶贫大。
水
匮资额哪达性公｜路线起点为八松乡葱滩，终点于上湾乡石墩，路线全长
Ｅ博ｙｄ，部试生Ｎ｜ｓ６２｜２７
？｜２７６２ 码 荣｜交通局｜编制二期施工
１４ ｜通道葱滩至石墩公０Ａ时

｜路建设工程
｜Ｇ２４８线莲花山蒙区｜全长１ｓ；

＂三级公路工程

１｜康乐县城区供水净｜新建净水

冰厂工程

２０ ２１０ 将第交通局
｜３９｜９２ 马得祥｜水务局｜

｜康爱路（康飞桥）道｜康爱路道路全长９５０米，红线宽度３２米，康飞桥全长６０｜
｜路新建工程施工｜米，红线宽度２２米，析型为简支板梁桥

ｒ因开项目总占地４３０２平方米（０６５面）。新建框剪结构１１＋１层｜

８体不理注面商住楼１栋，并治康美路一侧布置２层商业她面，总建筑面２
［年口｜积５４６０４７平方米

４０

宋永强｜ ｜项目牛场段完成
随工．人行道基础
宋永强｜

续表

总投资｜车度投资｜责任［项目
苏家集阿豕恰理阿通１０８公里，新建左右岸堤防１６５公里，，护岸 公

｜项自名称

主姜建设规模

集段堤防治理工程｜里

任具出择河声政｜改造道路全长８００米，道路宽度１０－１５米，同步建设人行｜

康牙甚中硫馒署别道，铺砖透水砖，埋设雨污分流管网，雨水就近排入河道，污｜。
２０］基础设施改造建以水接人市政管网；遵设给水管网、安装路灯，栽植绿化树木｜９

马是｜

日｜ 等阳属基础设施
康乐县康分区图道路全长６５７．１米，道路红线宽度６米．同步配套建设附｜

２医冬改地界Ｈ新属工程
｜山大道
２障乐县公共体育场新建

＂田径跑道和足球场｜利建１２０００

室

２１
本体育属

康乐县２０１８年计划新开工项目清单
项目名称

建设年限

｜主要建设内容

３松液｜当年计划开

目前进度

０６２３６｜ ８６３６２｜

｜上半年
康乐县城区供水工
程输水管网建设项 ｜

ｓ２１６２｜ ６１６２
｜工程供水规模１０刀ｍｄ，采用在建的｜

｜鸣鹿水库地表水作为水源。敷设鸣鹿水｜６ｉ

６０５

一标段完成建设总工程量ｔ｜
份｜６？？人三标段完成总工程量的

｜建筑面积１２８００平方米，地下

一层，地上９层、总投资
康乐县人民医院二
｜期住院部建设项目｜

１８一 ｜二期住院部、便民服务中心、生活服务｜
０１９ 区、药库房等１２８００平方米

医

｜４５３．１４万元，完成主体工程
｜完成投资２６００万元，月底

目份｜成投 ３０００万元，二层楼梯间

｜六层、八层九层内墙抹灰，七

｜层暗配线管敷设，地下室填
墙砖砌筑，两侧立面外墙

｜灰，立面外墙保温板粘贴工程

｜新建三层框架结构教学楼 Ｉ栋，建筑面｜
康乐县西坡小学教｜

｜积１４４８平方米，单层框架结构附属用｜
２０１８
｜学楼及附属工程
｜房１８９平方米，单层砌体结构早厕６３｜
｜平方米，国旗台１座
｜修建道路长８２３ 米，道路红线宽度
｜康乐县北滨河路西 ２０１８
｜｜米，建设内容包括道路、给排水、强电、｜
朋ｇ体实０ｗ １８１８
｜段道路新建工程

康乐县康虎路延傅
５ ｜段道路改造及绿地｜
｜｜建设项目
｜康乐县康祥路通

｜弱电、供暖、燃气、照明、绿化等配套附

｜教学楼及附属用房外墙涂料
＂｜粉刷阶段，完成投资４１０万元

１８ ｜３月份｜完成放线．路基施工

｜属工程

｜改造道路全长４７３．８７２米，占地１１５００｜
｜平方米，红线宽度为１６．５米
道路全长３３１．２０４米，占地６２００产
｜米，红线宽度为１８米；建设内容包括道｜
｜路、给排水、强电、弱电、供暖、燃气、

９２０ ｜｜３月份｜建成

００｜３月份｜建成

｜项目名称

总投资当年计划开工

生要建设内容

建设年限

目前进度

５６２３６｜ ８６３６ｔ

５２１６２］｜ ５６１７２
｜拟建道路全长９ｂ１Ｉ米，道路红线宽
五户乡集镇改造训

Ｈ７一 ｜度２４米，内容包括道路工程、排水工｜

｜路建设工程

ｏｕ８ ｜程、给水工程、照明工程、交通工程、绿｜
化工程等配套设施工程

｜草滩乡集镇改造道｜

１７—路工程、排水工程、给水工程、照明工

｜｜拟建道路全长１１２０．６９米，内容包括道｜

１８｜程、涵洞工程、交通工程、绿化工程等配｜

１５５ ｜３月份

建成

１５２９ ｜３．月份

建成

｜套设施工君

｜拟建速路全长１７４４４１米，建设内容包
集镇改造道｜ ２０１７一 ｜括道路工程、排水工Ｉ
｜工程、交通工程，绿化工程等配套设施 ｜
｜路建设工看
｜康乐县环城北路棚｜
｜０｜户区改造项目Ａ 区｜
｜配套基础设施工程 ｜

康乐县临康和二级｜

１１公路苏集加油站建｜

｜｜小区配套基础设施工程包括：供水曾
｜网、雨水管网、污水管网、供热管网、电｜１６
｜气管网、道略硬化、硬化铺装、绿化、围｜
墙、大门、路灯、照明、监控等

ｐｏ０４９｜３

１６８０｜

建成

Ｅ小区在铺装施工，完成工
｜量的９

项目占地 ６亩，建设综合营业室２３６平｜
方米：钢架结构网架６１６平方米，直埋４｜
｜座、５０立方米双层储油罐，安装两台四｜１
｜枪四油潜泵加油机，２台双枪双油大流｜

量潜泵加油机，并配套建设符合规范委｜

求的卫生间及消防安全等附届设施

｜３月份

建成

续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年限

ｌ：当年计别｜开工

主要建设内容

ｎ｜投资日

目前进度

１０６６２３６｜８６３６２｜

６０ｓ２１．６２｜ ５６１７７６２｜
、虎关至康乐段公路｜２０１８
｜改造工程

｜９ │４月份｜水泥稳定基层施工

｜米，路面７５米。全线设置必要的交通标｜

志，护栏等设施

｜截至１０月１５日，设计土地平

建设规模 ４９６．７２公顷，土地平整 ４２８０５｜

景古镇景古村等４｜

３｜个村高标准农田建｜ ２０１

南

｜全长５５公里，全县采用三级公路标准，
｜设计行车速度３０公里每小时，路基８｜
区

｜２０１８年易地扶贫搬｜ ２０１８－

公顷；修建混凝土路面３１６２米，泥结石｜
｜路面１３７９３米：混凝土路边沟２４３０米；

｜整５６８１４亩．完成７８０亩。设
｜４月份｜计生产路１２２９９米，完成

｜建设住宅２８０户、１３２１人，其中建档立｜

｜总户数 ２８７户，建成１６９户
．县
［４月份｜在建９５户、未开工２３户、

｜米，设计硬化路及排水渠全

｜卡２１４ 户、０３人，非建档立卡户６６户｜ ８１ｉ

｜８８人（申请下达资金６１０９万元）

修建２栋３０层高层住宅建筑（１－２月

｜为商业裙房）．总用地面积 １０７６９．１平方｜
｜环城北路棚户区改｜２０１８－ ｜米，总建筑面积４９７４５．９８平方米，其中｜
＂造项目Ｂ区（一期）｜ ２０１９｜地上建筑面积４１６６９．１平方米．地下建｜

１３０００ ｜［４月份７等

顶，２号楼在２５层主

｜筑面积８０７６８８平方米。总户数２８０）

均为榭改户

康乐县城北滨河路｜

｜项目１、２、４号楼完成主体三

｜新建框架结构三层，总建筑面积１２２０
业安２０１８｜
１６ ｜棚户区改造商业安｜２
｜ｓ２０ ５２００ ｜４月４｜程，３号楼主体二层施
｜平方米，用地面积６．Ｓ
亩
｜｜置房项目
｜康乐县景古镇八字｜
１７ ｜沟村至坟湾村道路｜
｜改建工程

８｜四级公路 １０．０３公里

９ｎ

｜９ｎ２｜６月

增设前段设备４８０个及后台机房建设
康乐县＂公安智能系
建设车辆、人脸特征识别、数据结构化系｜１５００ ｜ １５００｜６月份 ｜前端设备安装工程施
２０１８｜
｜统＂项目
｜统、图像处理及侦查系统等一系列图侦 ｜

续表

当年计别开工
战按资｜
｜投资｜日期

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名称 ｜建设年限
康乐县２０１８年农村
｜全县改造农村Ｃ级危房改造２３０３户

目前进度

２５０｜
２６０ ｜６月份 ｜开工８户
１０２｜ ３０１ｓ９

康乐县２０１７年村级｜
２０｜综合服务设施建设｜ ２０

｜涉及１３个乡（镇的２８个行政村。新建

｜委会３个，建筑面积７００８平方米，，维修村

委会７个，新建村级文化广场２７个，计面｜

９８０ ｜７月份开工在建３个，完工７个

｜积３５４６１０１平方米。项目总用地面君

３６ｌ６１８［平方米＿

项目分布于６４个行政村，路线全长｜

康乐县２０１８年财政 ｜

｜２３５．０７２公里，各路均采用村道工程技｜９

｜ 专项扶贫资金村组｜
｜ ２０２０｜

人户路硬化项目

０｜７月份｜路基基础施工和硬

｜术标准设计

１０个电站完成招投标等前期
｜工作开工建设，完成建安投资

｜的４０００万景古村村级电站

｜朱家村联村电站和鸣关村联
｜村电站３个电站支架和光伏

康乐县２０１８年村级 ｜

ｏ１８— ２０１８年第一批１５５０户．第二批７４７户，｜

２２｜光伏扶贫电站建设｜ ０｜共计２２９７户

｜板安装，１０月２５日完成；三

｜沟村村级电站斜路坡村村级
电站、古洞沟村联村电站等

个电站基础桩开挖和浇筑，１０

月底完成
康乐县康虎路改造｜ ２０

聂乐县一中门口公｜ ２０

｜拟改造道路长８１２米，宽１１－１６米

｜５

｜广场总用地面积约１８２０５平方米，修建｜

｜绿化、铺装水景、公厕、商铺等，满足广｜
｜２０９ ｜场的售卖及服务功能

｜共绿地项目

康乐县南桥建设项

）１８ ｜桥长４９米，红线宽度２２．５米

９８０｜

ｓ

完成附城初中段道路建设

份｜程，进行１号公厕基础施工和
｜ 喷泉基础施工

｜９８０ ７月份｜

续表

号｜项目４

主要建设内容

建设年限

当年计别｜开工］

总投资 ｜ 投资日期

目前进度

｜停车场、篮球场、园路、桥梁、
｜建筑物等施工。督促施工单
｜加快进度，确保安全，防治扬

康乐县体育公园（三 ０１８－ ｜修建监球场．安装体育设施、绿化、储装｜４
２６｜岔河绿地生态二期

｜植土的换填、施肥等工作。
成公园内土建施工

康乐县２０１８年农村｜
公路安全生命防护｜

＇

康乐县２０１８年农网｜
｜改造升级１０千伏及｜
｜以下工程

｜共６条、全长５６５公里

｜６０

７月份｜基础施工

［０千伏及以下工程：新建改造１０千伏｜

｜线路１１３４公里，０４千伏缓路７９９公｜１ｏ｜１０１｜９］
｜９月份｜立杆１５０根
｜里，安装配变３台，容量５００千伏安，｜
｜安装电能表箱８０３只＿

｜修建四级公路＆１６公里，沥青混凝土路｜

２９限乐县辛雍家份主｜
｜苏集村公路工程｜ ２０１９ ｜面
、｜康乐县东南部农村
｜供水改造提升工程 ｜

６０

｜新建大口井１座、泵房１座、埋设｜
｜Ｄｐ２ａ１９无缝输水钢管１６公里、更换成｜
３│ 关干管ＤＮ１６０ＰｖＣ管ｉ２公里、新建调｜

６ｏ

９月份｜路基基础施

１０００ ９月份

｜备２台／压

｜棒田累计完成面积１９５０ 间

（１３０公顷），占总项目 ２４９

｜失综合治理工程临 ｜

｜夏州康乐县２０１８年
白王乡苏丰片项目

８｜综合治理面积５５３．３３ｈ

９３７

６？？水保林完成亩，占总｜

只Ｄ｜面积２３？？生产道路２公里

｜完成工程量５９？？排水沟１

米。装载机２８台、推
台，劳动力７２人

续表
｜总投资 当客如开
｜
主要建设内
目前进度
污水广亵Ｉ５００立方闲规模建设，预副｜
２０１８—
９月份｜基础施工
３２｜莲藏镇污水处理厂
｜ ２０１９ ｜远期建设用地，建设配套的污水收集置｜ ２０１

｜序号｜ 项目名称 ｜ 建设０年限

１００

｜莲麓镇尕拉桥至蛇｜
３３ ｜路公路养护维修工｜

｜项目路线起点与蓬花山旅游景区道路｜
｜相接，途径地寺坪、鸡儿里、寺址村、大｜ ８３１
｜麻沟、终点止于蛇路村，全长１０．３公里｜

｜景古镇温家河村和
｜土地平整，田间道路修建、排水沟修建．
｜ ２０１８
３４ ｜八字沟村高标准农｜

客

８ ９月份｜路基基础施工
１９０

｜莲麓镇集镇改造项目路面主街中段铺｜
｜油 ４３８０平方米，纬二路硬化面积１９４４｜
｜莲麓集镇改造道路｜２０１８｜平：
｜平方米，纬三路硬化面积１３００平方米．｜ｓ

｜建设工程

月份｜于９月３０日开

［１ 月份 ｜路基基础施

｜主街上段道路铺油 ６５００平方米，
建设照明等配套设施
教造后工艺管线更换为双层复合管线；

｜康乐县森觉、城南两｜
｜罐改造项目

｜增加防渗漏实时监测报警系统；将罐区｜
｜人孔检查井改造为防渗漏型成品人孔｜

７００

彪加油站于１０月１２日开

｜检查井：将加油机底座改造为防渗漏型｜
成品底座

康乐县２０１８年农村｜
３７｜公路＂畅返不畅＂整｜２

｜项吕涉及流川乡、虎关乡、上湾乡、景古｜
｜镇、苏集镇５个乡（镇）．共２０．２公里

８４６

份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６目开

综合的济管理

每村投资５０万元，共１２００万元；加大科技扶贫力
度，突出实用技术推广；在４１个深度贫困村，投入

｜扶贫开发

资金７万元，培训电商负责人４１人；投人资金４６．６４
［肌构人员］县扶贫开发办公室与县农办合署 万元，委托康乐县启航培训学校培训中式烹饪５２４
办公，内设计划文秘股、统计信息股、科技培训股 人，胭脂梦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开展手工编制、掐丝
｜珐琅培训１５８人；投入资金１０万元，建成贫困村妇
扶贫综送】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重要 女养殖基地１处；在１５个乡（镇）完成全膜双垄沟

｜和帮扶、新农村建设办公室，有干部职工２５人。

战略思想和在深度贫困地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 播技术推广３．４５万亩、共投人资金８９６万元。

围绕＂两不愁＂＂三保障＂脱贫日标，落实＂七个
一批＂、相关意见方案要求，按照县上２０１８年脱贫
攻坚工作要点，围绕贫困村和贫因户稳定脱贫目
标，以集中攻坚、稳定脱贫为导向，因地制宜、因
户因人施策，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编制、申报、

实施、基础设施、产业培育、社会帮扶等工作，实
现贫困人口１．１５万人达到脱贫标准。
东西部扶贫协作帮扶单位——厦门市同安区质导深入
渠镇周家沟村走访贫困户

【社会帮扶】加强东西协作对口帮扶，完成

２０１７年第二批东西协作厦门帮扶产业扶持项目，安
排资金５５０万元，扶持９个乡（镇）、１２个贫困村的
５４０户贫困户发展产业，按照２０？？比例进行抽验

Ｌ

｜报账。制定《康乐县东西部扶贫协作项目规划

键建档立卡贫困群众在脱贫验收表上签字

【基础设腼］结合贫困村实际，推进贫困村道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康乐县东西扶贫协作实施方案
路硬化、农路拓宽、便民桥、危旧房改造等基础设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全年，落实帮扶资金３７００万元，

｜施建设，从根本上改变贫困村基本生存条件。２０１８ 实施基础设施项目１８个，在８个乡（镇）、２４个贫困
｜年，完成贫困村村社道路硬化９６．５１公里及附属设施 ｜村建设光伏电站１０座，扶持２２９７户贫困户发展光伏

建设，贫困户危旧房改造８０１户，在５个乡（镇）、 发电、牛羊养殖，建成＂扶贫车间＂６个，吸纳建

１１个重点脱贫村完成供水工程，完成投资４９５９．２４ 档立卡贫困户４３３人就业；协调同安企业投资１９００
多万元，扶持贫困户发展马铃薯种植、牛羊养殖和
万元

中药材加工等产业。采取就地培训方式，举办种养
育苗产业，出台《康乐县贫困户产业扶持方案》 殖、电焊、掐丝珐琅等技能培训１４期，培训建档立
｜【产业墙育】围绕旅游、养殖、种植、劳务、

《康乐县贫困户牛羊产业扶持管理办法》《康乐县 卡贫困户７４８人；向厦门市输转劳动力２８６人；协调

贫困户特色种值产业扶持管理办法》《康乐县贫困 同安区８个镇（街道办事处）投资５００万元，在结对
户劳务产业扶持管理办法》，实施到户产业扶持补 帮扶的草滩乡、景古镇、附城镇等８个乡（镇）的
助项目９３４５户；精准扶贫专项贷款贴息１８７３万元； １０个村，新建文化广场１处、便民桥４座，硬化村社

扶持全县２４个贫困村发展光伏产业村级集体经济， 道路２５公里，成立村集体合作社２家，带动２００多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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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户发展肉驴养殖。与中建公司对接，落实帮扶４７２５户。新建幼儿园７所、村小学３０所、村卫生室６
资金３００万元，实施劳动力培训就业工程，在甘肃 所，实现贫困村卫生室全覆盖；安排扶贫资金２１００
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康乐校区开设中建高级技术人才 万元扶持贫困村发展村级集体经济，８９个贫困村集
｜培训班（中建班），招收建档立卡贫困学生２６人，
｜推荐建档立卡５人到中建公司就业。

本经济收人１０．１４万元，消除＂空壳村＂。
｜【到户项目落实】改造农村Ｃ级危房１６２１户

【两露计划】创新培训机制，加大贫困家庭 （建档立卡贫困户５００户），实施异地扶贫搬迁１０６６
＂雨露计划＂（两后生）培训力度。完成２０１７年第 户（建档立卡户８１３户），竣工９２７户（建档立卡户
二学年＂雨露计划＂（两后生）培训２３５人。全年，｜８１３户），竣工率８６９６从康美、宏福等４户企业
新增＂雨露计划＂（两后生）１５６人。
＂牛超市＂引进能繁母牛１０７９０头、母羊１０２６只。
｜县扶贫办领导班千成员名录

主 任杨建军

｜副主任 马得福（回族）周 址
纪检员 高进荣（回族）
（供稿：姜兴华）

脱贫攻坚

（国＿＿
县精准办工作人员审核东西部扶贫协作台账资料
［产业扶贫】采取＂龙头企业＋党支部＋合作社

【机构人员】 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
＋贫困户＂的扶持模式，落实＂３１２＂（即：每户
县扶贫办，有干部职工１８人。
【村项目重设】２０１８年，围绕年度２８个预脱贫
｜村落实到村项目，实施安全饮水、北部人饮改造提

贫困户发展旱作农业３亩、养牛３头、输转劳动力就

业１人、每户年底增加收入２万元）产业扶持计划，
升、东南部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和精准扶贫 按照未脱贫户２万元、已脱贫户１万元的标准落实奖
重点贫困村供水工程，解决３４个行政村、４．４６万人 补资金，扶持贫困户发展增收产业，壮大贫困村集
供水不稳定和安全饮水问题。加强通社道路建设， 体经济。全年，全县２３５１户建档立卡户种植中药材
｜硬化村社道路８１公里，整治村社＂畅返不畅＂道路 ｜１２５２９２亩，落实奖补资金１２５２９２万元，１４４７２户建

１５条、３８２２公里，解决４８个贫困村的＂行路难＂ 档立卡户养殖牛１５３１０头、羊３１８２５只。
【智力扶贫】采取就地培训方式，举办种养
问题；实施电力提升工程７处，改造１０千伏线路
１１３４公里，低压线７９４公里；新建幼儿园７所、村 殖、电焊、掐丝珐琅等技能培训１４期，培训建档立
小学３０所、村卫生室６所，实现贫困村卫生室全覆 卡贫困户７４８人；向厦门市输转劳动力２８６人（建档
盖。开展农村环境卫生整治，按照＂公司＋村＇两 立卡户１４３人），人均月收入４２００元。
委＇＋村民＂的运作模式，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对 【社会扶贫】依托厦门市同安区东西扶贫协作
陈年垃圾进行集中清理，聘用保沽员８２２人。培育 和中建公司对口帮扶，在人才支援、项目资金、产

村级集体经济，成立２４个村级光伏产业合作社，为 业投资、劳务输转等领域开展合作，构建专项扶
４６个农民专业合作社注人扶持资金６２０万元，全县 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有机结合、互为支撑的大
农民专业合作社５９２家（８９个贫困村建立农民专业 扶贫格局。制定《味乐县东西部扶贫协作项目规划
合作社３２０家），社员有６９０７人，吸纳建档立卡户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乐县东西扶贫协作实施方案
｜－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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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厦门市同安区和康乐县两地党政实际报销比例达到８５？？有１５６４１人；开展送人就

领导互访４次；先后选派４批教育工作者１０３人赴同 医１０１人（次）、送医上门５１６１人（次），办理慢病
安区学习培训，分两批选派乡（镇）和县直单位年 ｜卡２４２２人，为建档立卡妇女５８３人免费开展＂两癌＂
轻后备干部２１人赴同安区挂职锻炼，接收同安区优 筛查。为建档立卡贫困户２７８人落实医疗救助资金

秀教育骨干２６人来康乐支教；落实帮扶资金３７００万 １４３万元，为建档立卡贫困户３１６４８人和６类特殊人
元，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１８个，扶持２１６６户贫困户发 群代缴参保金５３４２８万元，发放农村低保金、特困
展光伏产业、牛羊养殖，建成＂扶贫车间＂６个， 供养金、孤儿保障金、优抚金和临时救助资金４５５８
吸纳建档立卡贫因人口４３３人就业；协调同安企业 ｜万元，为重度残疾人和贫困残疾人５５０７人落实＂两
投资１９００多万元，扶持贫困户发展马铃薯种植、牛 项补贴＂３０８．０４万元。
｜【精准管理］坚持把精准作为脱贫攻坚工作的
羊养殖和中药材加工等产业，带动建档立卡户２００

多人就近就业，月收人在２０００元以上；协调同安区 前提和基础，组织驻村帮扶工作队、乡村干部和帮
８个镇（街道）投资５００万元，在结对帮扶草滩乡、 扶干部进村入户，开展识别纳入、动态管理等工
景古镇、附城镇等８个乡（镇）的１０个村，新建文 作，做到应纳尽纳、应退则退。全年，新识别纳入
化广场１处、便民桥４座，硬化村社道路２．５公里，成 ２３８ 户、９０６人，返贫２５户、１１７人。推动＂一户一
立２个村集体合作社，带动２００多户贫困户发展肉驴 策＂落实，紧盯未脱贫户和巩固提升的已脱贫户，

养殖。与中建公司对接，明确３年脱贫攻坚帮扶计 围绕基本情况、致贫原因、脱贫计划、帮扶措施等
划，落实帮扶资金３００万元，实施劳动力技能培训 重点内容，对接贫困户的实际情况，为未脱贫的
就业工程，在甘肃省建筑学院康乐分院开设＂中建 ７７０３ 户和已脱贫的９５９５户量身制定操作性强、便于
高级技术人才培训班＂（中建班），招收建档立卡 ｜落实的＂一户一策＂帮扶计划和巩固计划。１月，
贫困学生２６人，推荐建档立卡５人赴中亚公司就业； 开展以宣讲政策、化解矛盾、摸清底数、激发动力
协调中建二局和郭明义爱心团队捐资３０万元，解决 为主要内容的＂迎新春送温暖促脱贫＂大调查大走
贫困学生３０人的学费和生活费，扶持贫困户发展牛 访活动，县级干部、各乡（镇）党委书记、乡
｜羊养殖。组织开展政协委员助力脱贫攻坚捐资活 （镇）长人均走访农户１００户左右，实现所有农户走

动，累计捐资６０万元，资助建档立卡贫困户考入本 访全覆盖。
科院校的大学生１０１人。
【惠民盈策】通过定期召开村民知情大会和
＂两户＂见面会、＂人户访视＂等形式，面对面宣
讲扶贫政策，公开惠民政策落实和重点项目实施情

况，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召开村民知情大会
１８６６场（次）、＂两户＂见面会１８８场（次），开展
贫因户＂脱贫之星＂评选和剑业致富带头人培育活

动。落实教育、卫生、五保低保等社会保障政策，
落实＂先诊疗、后付费＂和＂一站式＂人工结算服
务，解决群众因学返贫、因病返贫问题。为建档立
卡贫困学生１８４８３人落实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
中教育等费用１７３５１３万元；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住院

省委常委、省军区政委蒲水能深入附城镇高林湾村调

研脱贫攻坚工作

【扶贫资金监曾】制定《康乐县涉农资金整合

１５６４１人（次），合规医药总费用４０９７．１７万元，经 办法》《慷乐县扶贫项目资金公示公开公告办法》，
｜ 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及１０元８５？？险政策报销后， 县直相关部门和各乡（镇）、村按照要求对扶贫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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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项目资金公示。全县整合财政涉农资金３０４７８．７８ ｜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万元，用于贫困户到户到人扶持项目２５０６５．１９万元， 生任马得祥 县委副书记（东乡族
（供稿：段武军）
占总投入的８２．２２？？？于到户产业项目２１８６６．６万
｜元，占到户资金的８５．０２？？支出２８６６３．９８万元，其
中农村基础设施建设４７７０９２万元，农业生产发展

三变＂改革（农村帮扶）

２３８９３．０６万元，支出率９４？？开展扶贫领域作风建
设和专项治理，查处扶贫领域违纪案件３１件，给予

党纪政纪处分３５人，约谈３人，诫勉谈话２７人，追
缴违纪资金５１．４万元。

［机构人同】县农村＂三变＂改革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设在县委农工办，有干部职工５人（抽调４

【信访化解】建立县委主要负责人接待扶贫领 人）。
域反映问题群众座谈会制度，在乡（镇）和村设立
【安排部署】把农村＂三变＂改革试点作为推
脱贫攻坚意见箱，公布县纪委、精准办、信访局举 进农业农村工作的一项重要措施，县上成立以县政

报电话，建立＂精准扶贫投诉问题处理微信群＂， 府主要领导任组长，县委、县政府分管领导任副组

｜开通信访问题处理＂绿色通道＂。县委主要领导两长的农村＂三变＂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在县委农工

次召开扶贫领域反映问题群众座谈会，围绕精准识 办设立办公室；借调干部４人专门从事＂三变＂工
｜别、精准帮扶，向群众讲政策，在与群众面对面谈 ｜ 作。组织召开由成员单位、试点村乡（镇）党委书
心交心中理顺情绪、解决诉求。全年，受理 记、村干部和＂三变＂办干部参加的领导小组会议
｜＂１２３１７＂信访６５件，办结６５件；县精准办和各乡 ３次，推进试点村各项工作任务落实；印发《关干

（镇）接待来访群众１６７人（次），办结群众反映扶 建立农村＂三变＂改革试点村领导包抓制度的通
贫领域问题１６３件。调查活动中，走访农户５万多 知》，实行每个试点村由县级领导１人、党委书记１

户，排查化解矛盾纠纷３８６起，撰写调查报告１５２ 入、乡村干部１人具体抓的责任制度。根据省、州
指导意见和实施方案，紧贴县情和试点村实际，印
份，提出合理化意见建议４００多条。

发《关于在全县开展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
展的重大机遇来把握，从县级层面制定《康乐县关 民变股东改革工作实施方案》，明确牵头单位和成
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康乐县脱贫攻坚 员单位工作任务，细化措施，靠实责任。分管领导
｜ 【制度机制建设】坚持把精准扶贫作为加快发

实施方案（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和年度脱贫攻坚实施 和县＂三变＂办工作人员赴每个试点村，开展＂三

方案、明确年度计划、攻坚任务、阶段目标。紧扣 变＂督察指导３次以上，解决存在的问题，推进模

｜２０１９年整县脱贫、２０２０年建成全面小康的目标，按 底调查、主体确定和协议合同签订等各项工作任务

照＂今年抓进度、明年抓验收、后年抓巩固＂的恩 落实。
［培训宣传】在试点村召开宜讲会，举办培训
路和＂一村一策、一户一策、一事一策＂要求，将

｜到村到户项目集中安排到２０１９年实施，开展以产业 班，印发宣传资料和媒体宣传，加强＂三变＂案

培育提升、安全饮水、危房改造、控辍保学、健康 例、先进做法宣传，使＂三变＂改革目的意义家喻
扶贫、异地搬迁等为主要内容的２０项专项行动。转 ｜户晓。２０１８年，在试点村举办由乡（镇）、村社干
｜变工作作风，全面实行＂十个一＂工作法（即：县 部、经营主体负责人和农户参加的专题培训班１５
｜级层面每周一例会、每周一调度、每月一督察；乡 ｜期，培训００多人；县＂三变＂办印发《农村＂三
（镇）和行业部门每天一报告、每周一驻点、每月 变＂改革工作参考学习资料汇编》《农村＂三变＂
｜一计划、每月一培训；村级层面每天一小结、每月 改革工作典型案例汇编》等学习资料３０００多册；在
一访视、每月一宣讲）。

甘肃农工微信群、《民族日报》、县政府网站等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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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刊发稿件６篇。

｜ 改革，激活放大资金使用效应，促进农户持续增

Ｉ清产核资】由县＂三变＂办牵头，在试点村 ｜ 收。马巴村将农牧部门５０万元修建的冷库配股为村
｜开展以村集体资源、经营主体、实施项目、土地流 集体资产参与入股分红；林业部门为１３０户贫困户
转等为内容的调查摸底活动，共统计出愿意参与 配股价值２０万元的高原树莓种苗，入股合作社参与

｜＂三变＂改革的经营主体２８家、可变资源８种、可变
资金５类，房屋、机械设备等固定资产４种，参与农
户１５００多户。开展清产核资，由具农牧局牵头，在
试点村完成土地确权１２万亩，颁发《土地承包经营

分红，配套１００多万元建立的啤特果基地收益后都

归农户所有；农工办和旅游部门配套２５０万元资金
用于发展村级旅游先期基础设施建设；龚庄村将利
用东西协作同安区大同街道扶持资金５０万元，作为
权证》１９０９本；国土局牵头完成房屋不动产测绘 ｜产业发展资金配股到村集体和贫困农户；扶贫部门

１５９０宗。至７月底，全县共清核村级固定资产１０８ 为打门村７９户贫困户每户配股１万元，入股村级光
处，村集体固定资产５．３亿元，村集体和土地使用权 伏产业合作社按比例分红；厦临公司康乐分公司在
５９．２万亩，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５．３万本；完成房 刘家庙村投人１０００多万元，用于发展牛羊养殖。计
屋不动产测绘４．３万宗和１５２个行政村清产核资。
划投入５００多万，用于发展布鞋加工。全年，县农
【规范协议合同】印发《康乐县农村＂三变＂ 牧局、发改局等部门投人到５个试点村整合资金
改革工作资金变股金操作办法（试行）》等３个管理 １６００多万元。加大＂三变＋旅游＂试点村鸣鹿乡拔
办法，对＂三变＂入股资金管理、合同协议制定要 子沟村竹子沟社、八松乡纳沟村草长沟社基础设施
素统一规范。制定《上湾乡马巴村高原树莓入股协 建设投入，政府部门和旅游公司投资４０００万元以上
议（样本）》《土地人股协议（样本）》《劳动力入 （县级财政投入资金３００多万元），为竹子沟社３７户

股合同（样本）》等协议合同和股权证样本。引导试 农户配股建设经营性用房３８间、配套旅游电瓶观光
点村以村集体林地、资产等入股，增加村集体收入， 车４辆；按照１：１配股投资，帮助草长沟社６户农户
实现资源变资产；动员农户自愿以土地、劳动力等 建成旅游农家院、１８户农户完成＂一拆四改两化＂。
方式入股，实现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如刘家

｜【培育经营主体】以５个试点村建设为示范引

｜ 庙村将１８７亩集体林地入股福寿养殖合作社，每年获 领，围绕壮大肉牛、育苗、中药材等支柱富民产

保底分红Ｉ万元；把利用农牧资金建设的冷库配股至 业，采取壮大一批、引进一批和新建一批的方式，

马巴村村集体，按照２０？？比例进行分红；八松乡 加大合作社、养殖企业等经营主体扶持力度，带动
｜龚庄村、附城镇刘家庙村、康丰乡辛雍家村等群众 ｜农户发展产业。如农牧部门对马巴村树莓合作社等

以土地、劳动技能入股至育苗合作社、养殖企业等 ２５７家合作社规范指导，增强带动能力；发改部门
经营主体，按一定比例获得土地保底分红和务工分 在包括打门村在内的２３个贫困村成立第一批光伏扶
红。全年，５个试点村有１３０户贫困户以树莓产品入 ｜贫产业专业合作社，光伏电站建成后将实现村集

股合作社、７９户贫困户以政府扶持的１￣２万元的扶 体、合作社和贫困户按比例分红；刘家庙村引进厦
贫资金入股光伏合作社、３２０户（贫困户１７５户）农 临公司康乐分公司发展牛羊养殖和布鞋加工；五户

乡包括打门村在内引进康乐县同安现代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引导农户发展优质马铃薯种植；鸣鹿乡拨子
有农户的３６？？，发放股权证５００本。
沟村新成立致远旅游观光开发农民合作社。全年，
｜［拓宽融资渠道］坚持以政府为主导、农民为 ｜５个试点村规范运行的经营主体达２４家，参与＂三
主体、产业为平台、企业为龙头、股权为纽带，通 变＂＂改革的经营主体１２家，利用＂村党支部＋合作

｜户以５３０亩土地入股经营主体，有５０户农户至少每户
１人入股经营主体，共签订入股协议５７９份（约占所

过整合发改、农牧等涉农部门资金投入到试点村， 社＋村集体＋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等模式，
量化为村集体或农户持有股金，参与＂三变＂试点 带动６５０户农户（建档立卡户２１０户）以土地、劳动

－１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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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等形式参与人股，预计每年户均分红３０００元以 度。建立＂三支力量＂支持机制，组织部门印发

｜上。全县注册成立合作社５４４家（种植业１０１家，畜
牧业２１７家，林业１８７家，服务业１３家，手工业２家，
光伏２４家），参与农村＂三变＂改革的经营实体达
２２７家（种养企业６６户、合作社１６１家），带动Ｓ１２０

《关于调整选派吴凯等１７人任村党组织第一书记的
通知》，县帮扶办印发《康乐县驻村帮扶工作队名

册的通知》，为农村＂三变＂改革提供人力支撑。

同时，县＂三变＂办制定档案完善参考目录，建立

户（１９００户贫困户）土地入股１．５８万亩，每年户均 县、村两级＂三变＂改革档案资料和工作台账。
分红２０００元以上；３７００户以周期零工、合同工等劳
动力入股４２００多人，每人每年可获务工分红６００元 县＂三变＂办公室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以上。
主 任 张丰忠（县委常委、副县长）
【创新改革］在马巴村探索建立＂三变＋高原 副主任马繁喜
树莓＂，刘家庙村、辛雍家村建立＂三变＋牛羊养
殖＂＂三变＋布鞋加工＂，龚庄村建立＂三变＋云杉 县委农工办领导研子成员名录

育苗＂，打门村建立＂三变＋中药材种植＂等＂三

变＂改革方式。总结＂三变＂运作模式，在全县范

主 任 马繁喜
副主任 何效林 马冰凌（女）

（供稿：朱小强）

围内总结不同区域、不同产业、不同发展模式的
＂三变＂改革做法经验，初步总结形成以鸣鹿乡拨
子沟村竹子沟社、八松乡纳沟村草长沟社＂三变＋

现代农业示范园区

旅游＂、八松乡南山村＂三变＋中蜂养殖＂、纳沟村

＂三变＋土鸡养殖＂，白王乡孙家掌村＂三变＋牡丹
｜种植＂等１４种有特色、可复制、可推广的＂三变＂
改革方式。通过摸底调查，印发《康乐县＂三变＂

改革案例材料汇编》，为全面推开农村＂三变＂改

［机构人员】县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管理办公室
隶属县委农工办，有干部职工７人：

【鸣胞德系西门塔尔牛集约化繁育园区建设】
｜２０１８年，负责鸣鹿德系西门塔尔牛集约化繁育园区
【措施机制】建立完善＂三变＂改革工作资金 ｜建设，园区规划总投资７．８４亿元。建成园区技术服

革总结做法经验、提供借鉴，

整合等８项工作机制。建立资金整合、融资支持机 务中心、沼气集中供气站和４个千头母牛规模化繁

制，印发《关于印发康乐县２０１７年统筹整合使用财 育场，配套建成水、电、道路、沼气管道和绿化工
政涉农资金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关于印发康乐 程，具备规模化繁育和饲养良种牛、开展技术培训
县资金变股金操作办法（实行）的通知，加大金 和示范推广条件。园区技术服务中心购置投影、电

融支持保障。建立经营主体培育机制，农牧部门制 脑等培训设备，安装电子监控设备，购置畜产品质

定《关于印发康乐县全面开展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 量检测设备。
资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县精准办印发《关于落 园区４户人驻企业建成４个千头母牛规模化繁育
实到户产业扶持奖补项目的补充通知，加大对经 场，建成钢结构双列式母牛舍１栋，单列式育黑牛
营主体培育力度和贫困户支持力度。建立权益保障 ｜ 舍１２栋，大型青贮池１０座，干草棚栋，精料库４栋
机制，县＂三变＂办牵头制定高原树莓入股协议、 ｜ 及办公用房等其他基础设施，购置ＴＭＲ饲料混合机

土地入股协议、劳动力入股协议样本和股权证样 １台、白动取料机１台、大型侧草机６台。２０１８年，
｜本，印发管理办法，保障村集体、合作社和人股农 康美公司繁育场整体租赁给厦临公司康乐分公司，

户三方利益。建立风险防控机制，农牧部门制定 饲养育肥牛５２２头，加工全贮玉米２００吨，吸收务
《康乐县农业保险实施方案》，加大农作物保险力

１６６－

综合经济管理

ｄｉａｋＮａａｓｕ

工人员３０人（建档立卡贫困户２６人）。

金

６

第六批赴履门务工人员送行仅式
【劳务输转】开展＂春风行动＂，利用县电视
【康盛源现代农牧科技开发产业园建设】负责
康盛源现代农牧科技开发产业园建设，计划建设 台、县人民政府网站、美丽康乐ＡＰＰ及租用宣传车、
１２０万只蛋鸡场，总投资６３０００万元，建设包括４０万发放宣传单等形式，在乡（镇）逢集日和精准培训
只商品蛋鸡育雏场、蛋（肉）鸡饲料厂、有机肥 点以＂精准扶贫进万家、小康路上你我他＂为主题
厂、蛋品加工厂及清真食品厂等。投资６５００万元， ｜广泛宣传，做到劳务信息进村到户。全年，通过政
完成育雏厂及附属工程、购置孵化设备１套、蛋鸡 府引导和能人带动，在东南沿海务工人员达８００
养殖场与饲料加工厂建设，蛋品加工厂土地平整。 人，在西部务工３万人以上，共输转６．５９万人（建档
建成后，园区年产值达９５００万元，提供３００多个就 立卡贫困户劳动力４７２７人）。按照厦门市与临夏州
精准扶贫劳务协作会议要求，县人社局、劳务办加
业岗位，
强与厦门市同安区在职业技能培训、组织输转等方
面的对接协作。２月２７日，在县城滨河文化广场举
县园区办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鸣鹿园区

主任白旭

｜行临夏康乐·厦门同安２０１８年春风送岗位暨劳务招

副主任 马全忠（回族）刘俊

聘会，有１６户企业和劳务中介机构在现场招聘，报

（供稿：赵海军）

劳务

名６５人；３月９日，首批务工人员５６人赴厦门市同安

区麦丰密封、合兴包装、太阳城３户企业务工；９一
１１月，分４批输送贫困劳动力赴厦门市同安区企业
务工。全年，向厦门市同安区输转３７７人（精准户

劳动力２３１人），完成厦门市同安区培训项目８８９人

［机构人员】县劳务办下设驻南通办事处、驻 （精准户劳动力７９５人）。全县在厦门市同安区务工
人员约４００人。

苏州办事处，有干部职工１１人。

【劳务经济】围绕脱贫攻坚＂一号工程＂，树

［精准培训ｌ县人社局牵头，劳务办负责实施，

立＂以培训稳就业、以培训促增收＂的工作思路。 相关部门密切配合，乡（镇）组织，培训机构开展
｜２０１８年，全县输转６．５９万人（组织输转３．６５万人）， 技能培训工作机制，紧盯预脱贫重点村，抢抓外出
占任务的１０３输转建档立卡贫困户劳动力４７２７ 务工人员冬季集中返乡的有利时机，进村入户征集
人；培训劳动力４９２８人（建档立卡劳动力３５８２人）， 培训和劳务输转意愿，落实＂四个精准＂原则，防
县人社局、劳务办实施职业技能培训２８８９人（建档 止多头培训、重复培训，提高培训质量和实效。人

立卡劳动力２０９７人）；创劳务收人１１０２亿元，占任 社局、劳务办开展职业技能培训４５期、２８８９人（建
务的１０１？？

档立卡户２０９７人），其中就业技能培训１６２９人、创
业培训１００人、岗位技能提升培训６０人、劳务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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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９００入、示范性培训２００人。取得《国家职业资

【价格公共服务】加强市场价格监测，按时向

格鉴定证书》１０３９人。

省、州价格监测中心填报重要生产资料价格、农产

｜ 品价格，涉农收费价格等。对２２种农副产品价格监

县劳务办领导班了成员名录

主任

副主任

测，开展市场农资价格专题调研，如实向县委、县
政府反映市场农资价格和储存及供求情况，为县领
导及时、科学决策提供准确依据。加强＂菜篮子＂

张亚宁
马效华（回族）

驻南通办事处主任
常瑞安

驻苏州办事处副主任副庆

｜价格日常监测和定价指导，及时向县政府上报＂菜
篮子＂超市与市场菜价对比表３０余份。加强价格走

（供稿：马善吉）

｜势分析，强化舆论宣传。根据市场价格变化情况，

向省、州价格部门报送价格监测信息２４条。针对供

物 价

热、城乡客运票价、小区物业等乱收费问题，群众
在网站上反复留言质询，多次对网民反映的问题予

［租构人员】县物价局下设价格认证中心、物以答复。
价检查所，有干部职工１３人

【价格监曾】根据《临夏州人民政府关于公布 县物价局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州级单位收费项目清单的通知》精神，对２０１７年公 局 长 马国庆（回族）

布的《县级单位收费项目清单》进行更新和调整， 副局长缘明成（东乡族）

更新和调整后的《２０１８年县级单位收费项目清单》
计５８项，其中行政事业性３９项，经营服务性１９项，
上报县政府审批后，在政府网站公布。

【价格调整及认证】价格认定本着合法、客观、
｜公正、科学、高效的原则，坚持做到资料齐全、程
序合法、计算准确、论证真实。２０１８年，完成价格

（供稿：马有良徐雪莲）

审 计
【机构人员］县审计局下设经济责任审计办公

、＂三农＂资金审计中心，有干部职工２２人。

认定２７件，金额２９万多元。
｜ ［价格监督检查】整顿和规范市场价格秩序，

｜【财政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财务收支审计】在

严厉查处各种涨价、乱收费行为。加大价格监督检 ２０１８年的财政预算执行审计中，按照资金流量，分

｜查力度，开展涉农价费、涉企收费、教育、医疗、 行业、按性质确定完成县公安局、市容局、水务

电价、房地产市场价格专项检查。元旦、春节、 局、交通局、鸣鹿乡、莲麓镇、县医院预算单位延
｜＂五一＂＂十一＂＂宰牲节＂等节假日，开展以明 ｜ 伸审计，审计资金总量３３９３９万元，占一般公共预

码标价为主题的市场价格监督检查，打击各类乱收 算支出资金的１６？？通过审计，完善财政预算制
｜费、乱涨价和价格欺诈行为，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度，规范资金分配行为。
【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按照《康乐县２０１８
坚持＂有诉必理，有案必查＂。全年，接到投诉案
件１２件，其中＂１２３８＂平台１件，政务平台转办１ 年度审计项目计划》和县委组织部开具的经济责任
件，领导信箱交办４件，县委、县政府督查室交办６ 履行《审计通知书》，完成对县工信局、职校、关
｜件，畅通举报投诉渠道，２４小时专人值守＂１２３５８＂ 工委办、接待中心、农牧局、草滩乡、八松学校、
举报电话，快速查处群众价格举报，保证市场价格 供销社、草滩民族初中、计生服务站、质监局、森
林公安局、高集小学１２个单位的科级领导干部经济

－１６８－

综合经济管理｜

情况审计。重点关注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履情况，医疗卫生机构政
｜行情况，提出审计意见建议；对每名科级领导干部｜ 疗器戒及卫生材料采购情况。对县卫计局实施上湾

经济责任履行情况审计结果报告，按时限要求报送 中心卫生院改（扩）建项目、附城卫生院建设项目
县纪委和县委组织部，作为干部考核提拔的重要依 ｜进行审计。在对县医院２０１７年度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据。

进行审计基础上，抽审莲麓卫生院、胭脂卫生院、
【民生及专项资金审计】重点安排对扶贫办实附城卫生院、上湾卫生院、普巴卫生院、草滩卫生

施的２０１６年第一批、第二批５６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院、白王卫生院、流川卫生院
和２０１７年第二批３４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共９０项、教
｜【抗洪救灾资金审计】按照州审计局部署，对
育局实施８２项、县发改局实施的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３６项 全县２０１８年抗洪救灾资金的管理使用跟踪审计。审

异地扶贫搬迁项目进行全覆盖审计。
计救灾款物接收分配情况，重点审核县财政局、民
【固定资产投资审计】对全县具备审计条件的 政局资金拨付到相关受灾乡（镇）。审计救灾款物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进行重点审计。审计重点关注政 的拨付及管理情况，重点关注资金的分配，各受灾

府投资项目资金使用管理的合规情况及竣工决算项 乡（镇）对救灾资金是否专款专用、资金是否及时
目工程资料完备情况，要求审计组到项目实施现场 足额发放到受灾对象手中，揭示资金有无挤占、挪

｜进行实际检查和工程量复核确认，核对每个审计项 用、损失浪费等问题。通过审计，保障各项救灾资

目资金管理使用的准确性，验收把关每个审计项目 金和物资得到有效监管、规范使用。
｜质量的完整性。全年，完成全县固定资产投资审计

２７项

【审计查出间题整改落实】县审计局成立审计

执法监督检查室，领导班子定期专门听取各审计组

【城乡低保资金、教育资金、卫生资金审计】
查出问题整改落实情况汇报，审计整改由审计组长
根据州审计局安排，县审计局完成全县２０１７年城乡 ｜负责，要求审计的每个项目，让被审计单位以正式

低保资金使用情况审计，重点关注２０１７年度城乡低

保资金总体状况，检查城乡低保资金使用和政策落

文件形式报整改落实情况，附相关整改资料。对
２０１５ 年以来审计问题整改全面梳理，建立问题整改

实情况。通过审计揭露城乡低保资金在筹集、管理
｜台账，持续跟踪督察整改落实情况，加大督察问
和使用等环节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现行城乡低保制度
责，突出各级各项扶贫审计整改，特别是加大扶贫
中存在的不足与缺陷，提出改进建议，促进城乡低
领域审计发现问题整改，并督促被审计单位完善机
保资金使用效益提高及有关制度完善。
制，有效推进审计发现问题整改落实。
完成全县２０１７年度教育项目资金和教育经费资
金审计，重点对县教育局实施的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５５个 县审计局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改薄＂项目、２４所幼儿园项目和３个其他方面项目 ｜局长 马旭东（回族）

共８２个项目进行全覆盖审计。抽审康乐中学、流川
初中、白王初中、康乐三中、八松初中、鸣鹿初
中、上湾初中、康丰初中、莲麓学区、景古学区、

｜副局长

广杰 马应雄（（回族）

｜纪检员 缘明军（回族）

贵办主任 马寿忠（回族）

五户学校、胭脂学区、八丹学区、虎关学区、附城 ＂三农＂资金审计中心主任 姜芳（女）
学区、草滩学区共１６个单位２０１７年度项目资金和财
务收支情况。

完成全县２０１７年卫生领域民生资金和项目资金

审计。重点关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等专项资金
｜ 的管理使用情况，医疗保险基金归集、管理、使用

＋１６９

（供稿：李勇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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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质量】落实中央《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
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意见》，深化统计基
层基础建设规范化工作，加大检查督办力度，及时

｜统计

【机构人员】县统计局内设人秘股、农业股、 反馈，指出不足，提出整改措施，促进统计人员专
工业和国民经济统计股，下设农村经济调查队，有 业化、统计报表标准化、统计资料档案化、统计工

作法制化。执行数据质量责任制，搞好生产总值核
【经济普查】２０１８年１０月，全县第四次全国经 算、固定资产投资、农业、工业、商贸、服务业等

干部职工２６人。

济普查清查摸底开始，有普查指导员１８８人，普查 各专业月、季、年报统计联网直报，搜集、整理、
员２１６人，对２７６０个单位及５５６１户个体户进行人户 汇总、审核、评估、上报、发布各类数据，做到应
统尽统、准确可靠。

清查摸底登记，并录入ＰＡＤ审核上报。

按照《甘肃省统计局开展＂三纠三促＂专项行

动方案》要求，做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改革工作，
遵守投资统计制度方法，严把项目人库关。做好联
网直报数据监测工作，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统计法制】以统计教育培训、统计行政执法
人员培训、统计从业资格考试培训、统计继续教育

ＷＴＴ有ＴＴ要ｔｎ

·Ａ／ＳｙＱｒ·

考试为教育主平台，以统计法律法规、统计违法案

件等为主题，加大统计法律法规宣传力度，增强统
【专项调查】开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监测工

｜作，从经济发展、民主法制、文化建设、人民生

计工作人员、统计调查对象和社会公众统计法制意

识，为依法统计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部署统计年
鉴资料收集整理，着手进行编制

活、资源环境等５大项、３９小项，监测评估全县全
｜ ［统计服务】提高统计分析水平，坚持以统计
｜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程度。开展８个监测点的８０户 ｜数字为语言，不断锤炼，撰写统计分析、信息。完
贫困监测和８户养殖企业畜禽监测，以及３个乡 善信息工作制度，夯实信息工作基础。发挥职能作

（镇）４个调查点的２０７户居民人口变动调查。开展 用，用统计数据纵横比较，跟踪分析全县经济形
｜１３个调查点的８０户农村居民和５０户城镇居民城乡居 势，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对

民一体化调查监测。开展涉及１０个乡（镇）、１２个
一些潜在的风险和问题，每月每季度以统计分析、
调查点的农产量抽样调查，为各级各部门和社会各 统计信息形式，及时撰写统计分析材料，为领导科
界提供第一手统计数据和信息资料：
学合理的决策提供依据。
【常规报表】完成ＧＤＰ核算、农业、工业、能
【＂四大工程＂建发】按照＂先进库，后有数＂

源、服务业、文化产业、贸易住宿餐饮、固定资产 ＂要进库，走程序＂原则，更新维护基本单位名录

投资、建筑、房地产等１６个统计专业各类报表任 库，确保报表单位顺利进人数据采集平台；学习企

｜ 务；收集整理地区生产总值、投资和消费等主要经 业＂一套表＂制度，多次召开企业＂一套表＂联网

济指标，编印《０１７年度康乐县社会经济统计资 直报业务培训会；强化数据采集软件维护，确保企
料》，撰写《康乐县２０１７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 业能够直接向国家数据中心报送数据，杜绝部门及
计公报》《康乐县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公报》，让 统计机构代报、修改资料；与电信连手强化统计信

各级各部门领导在第一时间了解全县经济发展情 ｜息网络和企业直报网络监测，保证统计信息网络线
况。

｜路运行通畅，确保联网直报数据质量。

１－１７０－

综合垫济管理Ｉ

１３０８？？？册资金４９８４４万元，市场主体注册资金
的６２１？？个体工商户６３５０户，占市场主体的
７７８？？？册资金１１３１７６万元，占注册资金比重

县统计局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局 长杨文俊（回族）
剧局长 李卫东 罗正强

１４．１？？农民专业合作社６２８户，占市场主体的

｜纪检员孙亚玲（女）

（供稿：吴 娜）

７．７？？？员出资总额１６３６４万元，占市场主体注册

资金的２０４？？开展＂个转企＂，引导规模较大，发
展较好的６８户个体户成功转型为私营企业，企业、

工商行政管理

个体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年报率分别９５．８？？
９８．５？？９９非公经济主体健康发展。

【机构人员】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内设办公室、
市场科、登记注册科、商标广告监督管理科、消费
者权益保护中心、法规科、机关服务中心、非公企
业党建办公室、经济检查分局，下设城关分局、莲
花山分局、苏集工商所、景古工商所、马集工商
所、流川工商所、质量监督管理所，挂靠个体劳动
者协会、私营企业协会、消费者协会、工商学会，
全系统有干部职工８９人，
［党 建】全县有非公企业１０６８户，纳入党内
｜统计企业５３户，组建非公党组织２３个，覆盖企业３５

＂３－１５＂宣传活动

查办各类违法违章案件２２件，罚没款３８５万元。
利用党建经费，为３０个党支部订阅报刊、为７个党 全县有各类有效注册商标２５９件，其中地理标志证
支部配备打印机和档案柜，为２６个党支部配备党 明商标２件，商标申请量５５件，新增普通商标９８件。
户，覆盖率６０３？？？党员１Ｉ人，预备党员５人。

全年，受理投诉举报案件６９件（商品类３３件、服务
类３６件），调解成功率９９比上年同期增长１．３％，

旗、标志牌、制度牌、学习专栏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５．５６万元。

［环意卫生整治】抽调７０人配合相关单位，分
成９个整治小组，集中整治县城环境卫生。
县工商局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非公企业党工委书记、党组书记、局长石
副书记、副局长石充迸

副局长
主题党日

【主霎工作２０１８年底，全县登记注册市场主 纪检组长

体８１６１户，集团公司３户，注册资金８０２２０６万元，
其中内资市场主体（国有、集体）１１５户，占总市
场主体的１．４？？？册资金２６９４２万元，占总市场主
｜体的３．３５？？私营企业１０６８户，占所有市场主体的

－１７１－

｜苏向丽（女）马龙（回族）

马新财（回族）
张丽华（女，四族）
｜（供稿：王庭艳）

康乐年鉴测 满

活动。开展春节、＂两会＂、五一、汛期、国庆等
重点时期安全生产大检查大整治。印发相关工作方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案，细化任务，靠实乡（镇）和相关部门安全生产

［【机构人员】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内设办公 大检查和专项整治责任。２０１８年，各乡（镇）、各行
室、危化股、非煤股、职健股、应急股、执法监察 业领域检查企业２７６４户（次），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
患８２２６条，其中整治农村道路违法行为３２４４起，劝
大队，有千部职工１８人。
【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完善县安全生产委员会 导制止三轮车违法载人１４３０辆（次），集中销毁各类
组成人员和部门，每季度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例会， ｜不合格食品药品２２００件，罚没款１０．３９万元；排查整

分析研判各时段安全生产形势，部署安全生产重点 治火灾隐患及违法行为４６２７起，关停单位１１家，罚
工作。乡（镇）政府和县安委会成员单位分别签订 没款１８５万元；查处没收非法出售烟花爆竹３３箱，
《２０１８年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实行量化管理和目 关停安全生产条件不达标非煤矿山１３家，关闭安全

标管理考核制度，落实各乡（镇）、单位安全生产 ｜经营条件不达标烟花爆竹专常店５家。开展安全生产

责任。出台《康乐县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 工作督察检查活动７轮（次），向乡（镇）、行业部门

责＂制度实施细则》《康乐县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 ｜书面反馈安全生产工作意见１０６份，下发安全生产
革发展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形成安全生产＂权责 督办函》２９份。发现安全隐患和问题７４２条，督促整
清晰、齐抓共管＂的局面。从组织机构、体制机 改７０２条，未整改４２条，整改率９４６？？
｜制、责任落实、专项整治等方面，分解细化重点工 ［安全生产宣传］开展安全生产＂百日宣传＂

和＂安全生产月＂活动，通过逢集、节假日等时
德兴加油站、锦灿烟花爆竹经销有限公司等重点企 机，在集镇、人员密集场所、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法
｜作６２项。按照省州安全生产双重预防机制要求，在

业，开展双重预防机制试点，聘请省专家现场指 律法规和安全常识宣传教育。县安委办举办各类安
导。修订《康乐县重特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和 全管理培训班４期，参训３２６人，取得（安全生产管
《康乐县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 理合格证》１２０本。安全生产领城建立微信群５１８个。
援预案》，督导县域内所有非煤矿山企业完成规章 各微信群及时转发省州相关安全事故通报和安全知
制度、操作规程资料汇编的制定和应急预案的修订 识、常识，相关法律法规、气象信息等，编发隐患
完善。督促指导乡（镇）、县安委会成员单位和企 举报和整治、安全生产情况等，发送各类气象信息、
｜业、制定完善各类安全生产应急预案１１０份。
隐惠整治信息、工作简报、安全常识及法律知识
２７００余条，形成全县安全生产＂一张网＂。开展应
ＴＴ交２０８年度第四次全作会议 急与安全知识网上答题活动，各领域干部职工和群
｜众参与，在全省县（市）中获第１５名。

【隐患排查治理］先后在全县开展烟花爆竹经
营、能源领域安全、粉尘防爆行业、有限空间作

业、大型商业综合体消防等１３项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１７２－

安全生产室传活动

综合经济管理｜｜

县安监局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局 长 马占祥（回族）
副局长常亚斌 马会军（回族）
纪检员马志忠（回族）
安全生产执法监察大队大队长 马清祖（东乡族）

各参展商参加第二十四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活
动。７月５日，参加第二十四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
谈会临夏州招商引资签约仪式，签约项目７项，签
约资金２４．０５亿元。（附表）
｜【招商考察】１０月１０—１Ｓ日、由州招商局牵

（供稿：马利民） 头，组织参加中国（甘肃）中医药博览会，发放

招商引资

《康乐招商指南》宣传册１０００册，接洽省内外企业
家４０人 （次），签约项目１项。１１月９日，县上组成
由县委副书记、县长马晓璐，县委常委、副县长唐
小江，副县长唐俊及县人社局、招商局、劳务办等

［机构人员】县西部大开发办公室内设综合办 ｜单位负责人为代表的项目对接洽谈组，赴厦门市同
安区进行项目对接洽谈，达成太阳城（厦门）户外
公室、项目协调股、招商股，有干部职工９人。
［招商引资】４月，完成《康乐投资指南》和

用品科技有限公司和古琳达姬（厦门）股份有限公

《重点项目宣传册》印制，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对 ｜司来康乐投资建厂协议。
全县资源优势和产业项目进行全方位推介，加大项
目宣传力度，提高招商引资针对性，全方位宣传推
｜介投资环境、资源优势、产业导向、优惠政策等。

厦门对接项目

县西开办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主任 赵永红（回族）
兰洽会招商引资

【贸易洽谈】７月５—９日，组织县内企业家、

｜副主任 马俊清（回族）常志谦

（供稿：李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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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长
康乐县参加第２４届兰洽会洽谈项目统计表

投资

项目方

投资方

项目类 ｜方 合作

项目名称

省别 方式 ｜

康乐县时｜商业和｜

｜尚国际城｜基础设｜上海
｜｜施岁

项目主要内容

名称

名称｜签约代表

｜得额

拟引进
资金目

（万元） ｜（万元｜

｜红星美｜
计划占地５５亩，修建商
县人民｜凯龙家 ｜宋忠明 ｜住、写字楼、大型商场、
住宿、餐饮娱乐等为一 ００００｜５００
政府 居 集团
公司
体的高档花园小区

占地７０ 亩，种植苗木
６６．２亩；建设用地３．８｜

康乐县八

｜松乡标准
有机肥加 ｜

栋，面积１８００平方米：

县人民│升物业｜赵可杰｜｜库房１栋、１２０平方米：
｜独资
临夏
政府 管理有
饲料库１栋、１２０平方｜｜ １０００

鸡养｜农业产｜日
｜殖基地及｜业化

甘肃杰｜

亩，其中标准化鸡舍１

限公司

工项目

１０

米；员工宿舍１栋、１５０
｜平方米；围墙３５００米，

一体化环保有机肥设备｜
｜１ 座

项目计划流转土地２００｜
亩，一期投资 １５００万｜

｜元，进行云杉、油松、樟

康乐县

│子松等针叶树育苗；修｜
建散养鸡基地 ２３００平

康乐县野｜
方米，围建散养场１５０｜
阔生态｜文化旅｜１
县人民 ｜游乡村旅
开发｜１
马经理｜
｜亩。游客综合服务中心心｜３００
｜
｜３８００
旅 游度假｜游
临夏 独资｜ 政府
有限么
｜及特色休闲度假木屋；
村项目

｜二期投资２３００万元，修
｜建停车场、房车营地、拓｜
｜展中心、四季主题花海｜
｜氧吧、珍禽迷你动物园、｜

儿童主题乐园等

商贸及｜

康 乐县

华鑫 煤

｜位于附城镇刘家庙村三
│社原硅铁厂、建设用地｜

县人民 炎 运 销｜孔经理 由投资方负责租赁，主 ３００
基础设
独资｜
政府 有限公２
临夏
｜要建设全封闭式的优质｜
｜施
｜煤炭配送中心和无污染

康乐县煤炭

｜清洁煤炭的生产配送

－１７４－

３０００

综合经济管理 ｌ

ｉＮｎ Ｎｗｌａｕ

续表

投资｜｜合作｜
项目名称 项目类
方式

项目方

投资方

投资总

项目主要内容
（万元）

名称 名称 ｜签约代表

探列目

北

占地６亩，建设综合营
中石 油

｜业室２３６平方米，钢架｜
康乐县苏｜商贸及
县人民政
临 夏销 杨经理 ｜结构网架６１６＋平方米，｜１２００
｜集加 油站｜基础设 甘肃 独资
临夏
府 售分公
直理 ４座 ５０立方米双｜
｜司
层储油罐，并配套基础

１２００

设施建设

康乐县新华

清真鸡肉熟｜农业 ｜甘肃
食品生产线｜业化

｜独资

临夏

新建生产车间８００平方｜
｜甘肃新
米，附属用房 ２００平方｜
、民政｜华农
米，购置禽类熟食品生｜ １５００
府 ｜养 殖有 马雄
｜限公司

红星美凯｜商 贸及｜
龙城市综｜基础设｜上海｜

｜产设备 １５台（件）及附｜

属实验设备等

｜占地１８９亩，总建筑面
｜积４３万平方米，其中地｜
｜上３６万平方米，地下７
｜万平方米，红星美凯龙｜

｜红星美
！人民敢｜凯龙 家｜蒋鹏｜
｜｜家居 ＭＡＬＬＩ．４万平方｜１８０００｜１
｜府
｜｜ 居 集团
｜米，商业步行街３．７万斗
｜公司
方米，公寓１．３万平方
米，其余住宅及配套用
房２７万平方米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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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皇管理：城拟设
ＧＵｇＵＮＵＡＬ（ｄＡＡＮＧ．肌公头Ｅ
国土管理 城乡建设
｜【上地征收报批】２０８年，会同乡（镇）政府和

国土资源管理

建设单位如期完成县委、县政府确定征地任务，保障
重点项目落地建设，共补征Ｃ２４８线二级公路土地面

【机构人员】县国土资源局内设办公室、地籍 积３２９亩，发放征地补偿款３９２９８万元；扶贫旅游大
股、耕保股、纪检室、信访室，下设国土资源执法监 ｜通道、基础设施改（扩）建、村级办公场所等征地
｜察大队、不动产登记管理局、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

１０１５．４６亩，发放补偿款２６２８．７９万元（土地补偿费

矿产资源管理办公室、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测绘管理 １９７１．３３万元，苗木补偿费５３．５７万元，其他补偿费

办公室及国土资源中心所（分局），有干部职工８８人。 １２３．８９万元）。发放征地补偿费６５５２．５９万元。对省、

【基本农田保护和耕地保有量】完成永久基本农 州政府批准建设用地，及时报请县政府研究，划拨水
田划定报备工作。年初，会同各乡（镇）政府、村委 利、农村居住、军事等建设项目用地１２７．２５亩。公
会完成永久基本农田划定上图入库，通过省、州验 开出让国有建设用地６．２６亩，收缴土地出让金

收，由原国土资源部审核备案。全县耕地保有量
６２９６０万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５０４万亩，均达
到州政府下达的考核指标。

８６９５８万元。

【普法宣传和国土执法监察】县国土局执法队．
各国土所利用动态巡察、纠纷调解、征地等工作时
机，向群众宣讲相关国土法规。＂＇４－２２＇世界地球

－１７６－

国士管理 城乡建设
日＂＂６－２５＇全国土地日＂期间，在县城和重点集

工程竣工。

镇进行普法宜传。制定《２０１８年土地、矿产动态巡查
和片区监管责任实施方案）。完成６０３个卫星遥感检测
图斑实地核查，涉及土地面积３８３１亩，其中合法用地
图斑６０１个，违法占地图斑２个，面积２２７亩，报县
委、县政府研究处理意见。全年，开展动态巡察２６２
次，制止土地违法行为８５起，发放《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通知书》１０９份，责令退还耕地１０起，依法拆除违
法占地３宗，活动板房８间。将重大国土违法案件向县
委、县政府报告２４起。受理＂１２３３６＂举报电话１４件，
鸡鹿乡大东沟村地质灾害应急演练
处理１２件（（２件不属于管辖范围）。完成县城南出口违
［项目建设】２０１７年实施的白王乡熊家察村、苏
法占地违章建筑专项整治。
【矿产资源管理］委托编制《康乐县矿产资源总 集镇古洞沟村、五户乡下窑村州级高标准农田建设
体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经州政府批准。委托省地矿 项目于１０月通过州级验收；２０１６年实施的康丰乡田家
局二勘院完成可采区域内建筑用沙的地质普查和局部 沟村基本农田整理项目和２０１７年实施的白王乡熊家寨
勘探，设置近期采矿权。挂牌出让胭脂镇大庄村拉麻

村、老树沟村省级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项目于１０月通

社红沙石料矿，采矿权价款９５万元个部上缴县财政。
【不动产登记】全部接管县住建局房产纸质档
案，并委托专业单位对全县１６３６宗城镇和５５７３１宗集
体建设用地使用权、６６２５宗房屋产权档案扫描转为电
子档案，将原互不兼容的数据库技术转换为不动产

过州级初验。１１月，２个项目通过省级验收。全年，
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总面积１．５８万亩。分别是：

宗地图形及属性入库１９８８宗。

｜基本完成项目区土地平整、田间道路和排水沟修建

白王乡老树沟村第三期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总投
资２５９万元，建设规模２３９１．７５亩，合计２３９１７５亩；

景古镇温家河村和八字沟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登记、青询、联网的统一数据格式。不动产登记中心 总投资７５０万元，建设规模５９９５亩；景古镇景古村等４
已受理不动产登记申请２０１５份，办结《不动产权证 个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总投资９００万元，建设规
书》１０５５本，出！ 《不动产登记证明》９６０份。测量 模７４５１亩。３个项目于１０月中旬动工建设。１２月底，

完成农村＂房地一体＂实地测量，除部分举家在
｜外务工长年闭门锁户的农户，完成全县５．１万户农村
房屋调查测量，内业修图完成４３２１０宗，完成比例
８４．７进度质量位居全州前列。
【地质灾害防范治理］年初，县政府印发地质
灾害防治方案和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７月中
｜旬，邀请省地矿局一勘院专家２人，利用２个多月，排
查全县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隐患点８６处，对汛期
降雨诱发的３４处滑坡灾情第一时间到现场勒查。向隐

等主体工程，

患点周边群众发放＂防灾明白卡＂和＂避险明白卡＂，
讲解防灾避险常识．安装警示牌７４块，向村社监测员

ｕＡｕｖｏｕｉｎ
景古镇景古村高标准农田建设

｜ 发放铜锣、应急照明灯、警戒线、雨衣雨鞋６４套。因 县国土资源局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韩廷麟
｜ 灾搬迁避让受灾群众５５户，将八丹乡斜路坡村２３户的 局长
张明达（回族）
９２万元拨付乡政府；莲麓镇扎那山危岩体应急治理 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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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乐年鉴测 严

设投资费用２７８０万元，征地拆迁费用１２００万元），完
成道路铺油工程。县体育公园（三岔河绿地生态二期

马进福（东乡族）

杨生龙（回族）常从１
马如海（回族）

｜项目），计划修建篮球场、安装体育设施、绿化、诵

装等配套设施，概算投资６００万元，完成箱涵施工，
进行公园路、建筑物基础等施工。县城南桥建设项

纪检组长 苏国军
扰法监察大队队长 马得钊（回族）

（供稿： 马宏义） 目，建成桥长５５米，红线宽度２２５米及配套附属工

程，概算投资１０００万元，投入使用。环城北路棚户区
｜改造Ａ区项目，占地面积５０２６亩，修建高层住宅６栋、
１０９８套，总建筑面积１６．７５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
面积１３．９４万平方米（住宅建筑面积１２２万平方米，高

住房和城乡建设

【机构人员】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内设人秘股、 业建筑面积１．７万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２８１万平方

｜工程建设管理股、房产管理股、规划管理股、城乡 米；沿街建设二层商业用房，配套建设地下车库、物
建设管理股、住房保障股，下设规划效能办公室、规 业用房、院内绿化硬化、照明等附属设施，概算总投
｜划执法监察大队、房产管理所（房产交易中心）、工 资４６２亿元，于２０１６年６月开工建设，完成竣工验收、
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站、物业管理办公室，有干部
｜职工５２人。

决算审计。县城环城北路棚户区改造项目Ｂ区（一

期）。修建２栋、３０层住宅建筑（ｉ－２层为商业裙房），

【城市规划编制】２０１８年，编制《康乐县城总体 总用地面积１０７６９．１平方米，总建筑面积４９７４５．９８平方

规划调整方案》和《康乐县域乡村建设规划》，完成 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４１６６９１平方米，地下建筑面

积８０７６８８平方米，总户数２８０户（棚改户），投资１７３

省建设厅《康乐县城总体规划》备案。
【违章建筑查处】对县城规划区内进行执法检
｜查，查处违章建筑１２９宗，对基建手续不齐全的违章
｜建筑联合国土局、乡（镇）、市容等部门进行依法强

制拆除，拆除违章建筑物１１处。

亿元，完成主体工程。

【棚户区改造】全县涉及棚户区改造拆迁户１０１３

户，签订协议户，签订率９５？？？成拆迁８８１户，
拆迁率９２发放安置补偿费及拆迁工程费１１６７６万
元。

环城北路棚户区改造项目分Ａ区和Ｂ区建设。Ａ区
总占地５０２６亩，修建高层住宅６栋，总建筑面积１６．７５
万平方米，建设住宅１０９８套（全部用于安置拆迁户），
沿街建设二层商业用房，配套建设地下车库、物业用
房、院内绿化硬化、照明等附属设施，概算总投资
４．６亿元，完成竣工验收、快算审计工作。Ｂ区（一

期）总投资１．７３亿元，建筑面积４９７万平方米、完成
主体施工。

祥和润苑棚户区改造项目占地１３．２６亩，估算投
资１．５亿元，规划建设３栋高层住宅楼，沿街修建三层
【项目实施】康爱路（康飞桥）道路新建工程。
商铺，总建筑面积万平方米，配套建设绿化、照明、
违章建筑断除

康爱路道路全长９５０米，红线宽度３２米，康飞桥全长 景观等附属设施，进行方案设计。

６０米，红线宽度２２米，桥型为简支板梁桥，同步埋 北苑小区（一期）项目是棚户区改造安置项目，
设给水、排水、强弱电、供热、燃气管网，栽植绿化 占地５８亩，建筑面积１１．７６万平方米，布置住宅楼８栋
树木等配套附属设施，项目估算总投资３９８０万元（（建 ｜（８９０套），幼儿园１所，估算投资３．１４亿元，分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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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Ｂ 区、Ｃ区供暖设备管道。开展城市地下管线普查。

北苑小区（二期））建设项目占地３７．２亩，估算投
资２．３亿元，主要建设６栋商住房，沿街建设三层商
铺，总面积８．７万平方米，配套建设绿化、照明、景
观和地下车库等配套附属设施，进行征地及方案设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对１４个乡（镇）、５４个村委会办公楼

和文化广场改造建设，其中村委会办公楼３４栋，竣工
３２栋，在建２栋；文化广场５４个，竣工５０个，在建３
个，未开工Ｉ个。

计。

北滨河路商业安置房项目总占地１５．８亩，沿街修 县住建局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建设三层商铺，总建筑面积１．３万平方米，估算投资 局长、人防办主任

｜孙志林

副局长、人防办副主任 马锦珠（回族）
６５００万元，完成主体施工。
【惠民政策藩实）全年，省下达农村危房改造任 副局长
｜未亚挥
马义录（回族）
｜务１６２１户，其中精准扶贫户５００户，非精准扶贫户 纪检员
｜（供稿：马如清）
１５０户，其他农户９７１户。印发 《康乐县２０１８年农村危
房改造工作实施方案》等，为各乡（镇）分解指标。
１６２１户全面竣工，改造户补助资金发放到户。２０１４

城市棚户区改造

年康馨小区公租房３５５套已分房到户，人住率７７．２％；
北苑小区公租房入住率５０？？

｜［机糊人员］县城市棚户区改造领导小组办公室

设在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抽调工作人员１３人。
【房量补偿安置】县上成立棚户区改造项月领导

小组，设立棚户区改造领导小组办公室，分片区成立
３个拾挥部，从相关单位、乡（镇）抽调工作人员．
依据《康乐县城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

案》，开展棚改房屋征收拆迁工作，全县棚户区改造
项目涉及拆迁户１０３８户。２０１８年，签订《房屋征收补
偿协议》９９２户，已拆迁９９户，签订协议率９６拆

｜检查农危房改造

［工程质量安全管理］ 执行工程建设项目基本建 迁率９１６？？发放拆迁安置费、搬迁费等补偿款
｜ 设程序，严格审核项目开工条件，办理安全生产条件

１２２６３万元。

备案３６份，《质量监督书》３６份，《健设工程项目施
工许可证》４份，开工证明４１份。全年，全县限额以
上房屋在建工程４８项，公开招标４３项，直接发包５项，
总投资１１．３８亿元，所有招标项目进行公示，公开招
标率８９５８？？年初，召开全县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生
｜ 产工作会议，与各建筑企业签订《目标责任书》。专

项检查１２次，检查项目１８４项（次），下发《催办通知
｜书》３份，《停工通知书》５份，《整改通知书》４１
份，建设建筑了地数字化管理平台。

北苑小区安置房
［安置房建设］县城市棚户区改造涉及拆迁户分

【其他工作］建立健全《物业管理制度》，针对
历年冬季供暖遗留问题，维修改造城东廉租房Ａ区、 别在县城北苑小区和环城北路棚户区改造Ａ区内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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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北苑小区项目占地５８亩，修建住宅楼８栋（８９０
｜套），建筑面积１１．７６万平方米，幼儿园１栋，总投资

住房公积金管理

３．１４亿元 环城北路棚户区改造Ａ区项目占地５１．２６
亩，修建高尽住宅６栋（１０９８套），总建筑面积１６．７５
万平方米，总投资４．６２亿元，项目分６个标段建设，
于２０１６年６月开工，Ａ区６栋楼主体完工，Ｂ区２栋安置
房封顶

［机构人厕］县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隶属州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有干部职工５人：

【业务办理】全面完善缴存单位及干部职工各类

信息，与县财政沟通，按月足额拨付全县干部职工年
度代扣资金。２０１８年，缴存１９２个单位住房公积金

ｒｒｒｔｒｒｒｎｇｙｒｍｍ

８３６０人（次），缴存金额１１５７４万元，占任务的１２４％，
缴存余额３１２１２４８万元；财政补贴资金按９？？缴存
比例，计４２００万元全部拨付到位。

按照规定办理公积金提取，对每笔提取业务严

｜格审查资料和证件，始终坚持一笔业务一人初审、一
人复审，审批提取住房公积金１４６３人（次），提取资
（安置房分配］９月５日，在政府门户网站及各安 金５１６８．８万元，占任务的１１７？？每笔贷款业务初审
置点聚集街道、广场区域发布分房公告。９月５—１６
日、２５９户安置户携带相关资料到三个片区指挥部办
公室进行资料审核。９月１７－２０日，在县电力局会议
室召开全县城市棚户区改造房屋项目北苑小区安置
房分房会。在县纪委、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监督及县

申请人提供第一手申请贷款资料，复核贷款信息、个
人信用状况、债务情况、资金风险防控等，按照中心

办理人住手续。

（次），未通过３９０人（饮）；网上营业厅修改６７２０人，

贷款发放标准提交审批建议，审批发放公积金贷款
１７０人（次）、４９８１万元，贷款占任务的１１１贷款
余额１３９５１３万元，贷款逾期率０．２４？？针对逾期累计

公证处公证人员现场公证下，经过１２轮选房活动，有 三期以上贷款户、进行电话催收和到单位催收。全
｜２５８ 户安置户通过现场抓阉的方式，选出５８３套安置 年，回收贷款２９６１．９万元，发放《期贷款催收通知
房。９月２２日至１０月９日，在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 书》３份，对逾期贷款户进行沟通和催收。
各安置点户聚集街道、广场区域对分房结果进行公 利用微信群、县公积金会计Ｑ０群等，宣传住房
示。１０月１０日，在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县城市 公积金缴存、提取、贷款等政策和相关规定，干部职
棚户区改造项目——北苑小区交房公告，为安置户 工７８４人（次）修改了基本信息，审批通过４４１０人
手机ＡＰＰ修改３６０人，微信公众号修改６３０人。通过基
础信息修改，规范网络业务办理，审批３人的公资金

县棚改办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８．５２万元，提取还贷１８人（次），审批通过１１人，审

｜主 任 宋永强（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批未通过７人，网上营业厅提取还款１２人，手机ＡＰＰ２
人，微信公众号４人。

副主任马昱（副县长
孙志林（县住建局局长）

【优化服务】抓队伍建设，强化责任担当，利用

（供稿：马仲虎）

＂双贯标＂新系统，在规范程序、严格审批，简化手
续，优化程序，缩短贷款和提取办理时间，做到一窗
办、一网办、简化办、马上办。提高服务质量，提升
｜公积金综合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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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环境保护

｜主任 徐亚强

｜（供稿：段 琼）
｜［机构人员】县环保局内设人秘股、自然生态

股、规划财务股、环境管理股、环境应急中心，下设
环境监察大队，环境监测站，有干部职工３７人。
［主要工作］２０１８年，制定康乐县２０１８年总量
［机期人员】县供排水服务中心内设抄表收费 减排计划，通过全年各污染物监测，化学需氧量、氦
｜组、营业室、安装维修队、财务后勤股、督察队、 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四项指标均在约束范围之内，
办公室、污水处理厂，有正式职工３３人，公益性岗 减排项目进展顺利。可吸入颗粒物（ＰＭ１０））每立方米

供排水服务

月均值９１微克、每立方米细颗粒物（ＰＭ２．５）月均值

位职工１４人，临时工１６人．

４３微克；空气自动监测站运行率９０？？上。经前三季
度监测，全县饮用水源地水质、地表水断面水质、地

下水考核点位木质达标率均００？？？壤环境质量方
｜面，完成全县辖区内土壤环境质量国控监测点位设

置，配合州上按进度完成辖区内土壤污染状况详查。
印发《２０１８年度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明确
各单位责任和时限；完成２０蒸吨以上５台燃煤锅炉提
标改造、县城内１４家燃煤小锅炉被淘汰，完成３户热
力公司烟气在线监测系统安装并与州上联网；成立检

管道维修

【主要工作】每月对县城给水主管网巡察，３
现问题及时解决。对县城给水管网出现的跑、冒、
滴、漏问题进行处理。６月，改造升级附城镇石王村
张寨给水、排水管网。７月，污水处理厂安装总磷总

查小组，设卡检查全县燃煤运输，共检查煤炭运输车

辆１６７辆，劝返２５辆；县煤炭集中销售市场建成使

用；落实扬尘管控＂八个百分之百＂，各在建工地均
建立扬尘管控台账；对州上下达的＂黄标车＂淘汰任
务，督促车主赴州车管所进行注销拆解，淘汰１２辆。
氦在线监测设备。８月，改造升级县城康兴街给水、 印发《康乐县２０１８年水污染防治工作年度计划》；
排水管网。污水处理厂２４小时运转，对收集的污水 ｜开展水源地检查，未发现安全隐患问题、水质监测未
进行处理，做到达标排放。
出现水质不达标情况；莲麓镇污水处理厂建设完成项
目可研、初设，招投标等前期工作，开工建设。
县供排水服务中心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完成辖区内污染地块排查和涉重金属行业企业排
主 任 关仲林（回族）
查、污染地块名录建立和信息公开、２０１８年度重金属
副主任 石国山 邓晓荣（回族）
｜污染物排放量核算。
纪检员 苏应仓
完成２０１８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绩效考核，编制
（供稿：石亚平）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绩效考核资料汇编》；
完成县域生态功能红线划定初稿；完成第二次污染源
普查阶段性工作；开展莲花山、太子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检查及自查，未发现违规审批建设项目，按时限
完成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专项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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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重点内容进行 急管理督察，污水处理厂、各水电站应急预案及备案

排查，检查全县水源地，排污口，自然保护区，水电 资料齐全；未突发环境事件。６月６日，在污水处理厂
站，建设项目，重点供热企业及其他重点企业；规范 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参加省环保厅举办的
行政处罚，加大环境违法案件督察及查处整改信息 环境应急管理培训。

【贯彻活实中央、省级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
元，环境信访案件２０件；完成县污水处理厂总磷、总 中央环保督察组反馈同题涉及１６条，完成整改１３条，
氮排放自动监测设备安装调式。
在改３条。矿产资源逃规开发造成生态破坏突出问题，
加强重大项目环评，对全县８个重大项目环评及 经全面排查、涉及全县除采沙场之外，不存在其他矿

｜公开力度，依法办结行政处罚案件４件，罚款１２９７万

｜时督办、跟进、协调、服务，依照程序进行批复；简 山企业。采取严管、重罚等措施，取缔沿苏集河、洮
化优化环评审批制度、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 河、胭脂河、三岔河等河道沿岸非法采沙场３３家，制
时＂制度；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安全风险清查和专项整 定《全县砂厂土地环境治理恢复方案》，对采挖沙坑
治，上报《环境安全风险隐患清单》，确定重点监察
的风险隐患项目；完成３家水电站环境影响后评价；

全部进行恢复治理，加强监管；全县污水管网建设滞
后，达不到污水收集处理率８３？？要求。全年，县城

新增污水收集管网１．４３公里。涉及全县的为燃煤小锅

完成《排污许可证》核发及管理。

｜检查全县涉危单位、提出规范化管理要求，辖区 ｜

炉未改造问题，县工商局严把准人关，坚决禁止县城
内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督察考核工作达到指标要求； ｜内新建每小时２０蒸吨以下燃煤锅炉，县城外不再新建
危险废物产生单位按要求建设，完善危险废物规范 每小时１０蒸吨以下的燃煤锅炉。对全县９７台燃煤小锅
化贮存设施，将各乡（镇）卫生院医疗废物纳人环境 ｜炉进行改造，已改造４６台。
管理；对全县涉危单位进行检查，提出规范化管理要 大气污染防治整改，州上分解下达土炕、小煤炉
求；加强垃圾填埋场日常运行维护监管，督促垃圾填

清洁能源改造无进展问题。采取统一采购电褥子，与

住户签订《土炕停用协议》，对城区土炕进行改造，
根据省环保厅公布企业名单，督促陇中淀粉厂 共摸排出土炕１４１６个，已拆除３５１个；采取并人集中

埋场稳定安全运营。

编制 《洁生产审核报告》；督促污水处理厂完成环 供暖、接入天然气管网和利用电等清洁能源取暖的

保标准化建设和环境信用评价年度评定。各涉源单 方式，改造小煤炉，摸排县城内小煤炉１０５５台，已拆
位《射安全许可证》有效持证率、核技术应用单位 除１７７台，剩余８７８台。县城东热力公司、良恒供热
｜伴生放射性矿和输变电设施监督检查率、核与辐射

站、城东新区供热站在线监测设施未完成比对验收

建设项目＂环评＂执行率、＂三同时＂执行率均达 问题，县环保局与有资质第三方签订《监督比对监测
１０？？？医院、县中医院及各涉源单位核技术利用 合同，进行比对验收监测。建成县城煤炭集中交易
和辐射安全防护设施完好，核技术利用及相关单位 ｜市场，但二级配送网（点）建设滞后，煤炭购销，监

辐射安全防护设施安全有效，贯彻执行核与辐射相 测、管理台账不完普；在辖区主要入口未设立煤炭检

关制度；印发 康乐县核与辐射应急预案》。按要求 查站问题。９月底，完成煤炭集中交易市场二级配送
｜开展一、二、三季度污染源监测工作，县污水处理厂 网（点）建设，并督促企业完善购销、监测、管理台

污染物排放均达标；完成一、二、三季度农村环境质 账；分别在临康和二级路进境和出境口设煤炭检查

虽监测，监测数据报州环境监测站；完成一、二、三 站２处。９月底，全覆盖突击检查全县砖厂，对发现

季度重点生态功能县环境质量监测，监测数据报省 停用环保设施、未验先投等行为进行处罚，查处情况
环境监测中心站。
在县电视台、门户网站等进行公开；对不符合产业政
全县未接到环境行政复议和应诉案件；完成３户

策的砖瓦厂，组织多部门组成联合执法组进行查封

企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续保。２０１８年度农村环境整治 和强制拆除。

项目资金整合到精准扶贫项目中使用。开展环境应

１８２－

未完成２家加油站双层罐改造工程问题，县城内

阆上管理城少建设１

森彪加油站进行双层罐改造，城南加油站制定改造
方案。莲戴镇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建设工程未启
动实施。９月１４日，莲麓镇污水处理厂完成施工招标，

环境卫生综合整治

办理施工许可证，进行污水处理厂厂区附属用房基
础开挖及围墙砌筑，年底建成主体工程。

【机构人员］县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工作领导

＂绿盾２０１８＂专项行动问题整改情况，对州政府

、组办公室内设督察组，抽调干部职工３人。
【学习宣传】部署全县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推动
场、王进武沙场、森林公园移动通讯塔、足莲公路、 ｜ 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暨全域旅游无垃圾示范创建取得
吉利海东２个彩砖厂、紫沟峡水电站尚未建成生态下 成效。在县电视台设立环境卫生整治专栏，建立环境
泄流量监控设备）进行详细核实，对排摸出的问题， 卫生监督工作＂微信群２个，发动干部职工、村社干
向有关单位及责任主体进行移交，要求相关单位立 部、项目部工作人员进行环境卫生＂随手拍＂，将照
即纳入整改范围开展整治，按照＂一事一策＂制定相
片上传到微信群，提升工作水平。５月１１日，县政协
应的整改措施。足古川采沙场基本完成整改，恢复耕 主席石恒平，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上忠，人大常委
｜地所需土料拉运完毕。吉利王进武采沙场采沙设备 ｜会副主任马振龙赴杭州等地考察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办公室通报涉及自然保护区的６个问题（足古川沙

移出保护区范围，基本恢复耕地和沙滩原貌；足莲公

【项目建设】中科康洁公司运行１５个乡（镇）、

路（Ｇ２４８至莲花山景区道路）准入手续资料报国家 １５２个行政村垃圾清运、集镇村社保洁。成立县城区
林草局审批，山神庙弃土场已采取播种草籽等整改 ｜域项目部１个，配备区域经理２人，设立办公室，成立
｜措施：蓬花山森林公园移动通讯塔问题，县铁塔公司

乡（镇）项目部１５个、配备经理１５人，招聘副经理１５

将行政许可材料报省林业和草原局。吉利和海东彩 ｜人，招收培训管理员４５人、司机２５人、装工１５人、保
砖厂协商拆除，紫沟水电站相关设备安装完成。

沾员９５０人，配备侧装车１５辆、工作车１５辆、勾臂车
１４辆、垃圾桶６４００个，垃圾箱３２０个，中科康洁公司
每天收集全县生活垃圾约１２０吨运至县生活垃圾填埋
｜场填埋处理；５月，与中国光大集团签订《垃圾焚烧

处理协议》。
【督促检查】根据《康乐县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整
治集镇、村社管理办法（试行）》和《康乐县对中科

康洁公司运营执行情况日常监管和考评办法（试

行）》，县环卫办和各乡（镇）考核康洁公司运营和乡

＂世界环境日＂宣传活动

［（世界环境日普法宣传】６月５日，在县城文化广

（镇）中转站，扣除康洁公司运营费用１８３万元，督
｜察考核乡（镇）综合整治情况，进行通报，限期整

场开展宣传活动，通过悬挂横幅，出动宜传车，散发 改，推动全域无垃圾示范县创建。

环保手册及宣传单，环保雨伞、围裙等方式，提高全
民环境保护意识。

县环卫办领导册子成员名录

县环保局领导斟子成员老录

主 任 张丰忠（县委常委、副县长）
副主任 常桂元（景古镇副镇长）
（供稿：常桂元）

副局长 马小明〔回族）冯 露（女，算族）

纪检员苏明（回族

（供稿：张小华）

－１８３－

康乐年鉴测９
化处理率９０？？上。

市容管理
口股现入欧

【机构人员】县市容管理局内设办公室、法制

股、财务股，下设城管大队、环卫所、广场管理所、
｜东城绿化园区管理所、收费所、垃圾处理场、瓜果蔬
菜市场管理所、第二商贸市场管理所、路灯管理所，
有干部职工４０７人。

【城市管理综合整治】主婴对街道店外经营、占

｜垃极拉运

道经营、流动经营、乱堆乱放、乱搭乱建、市政设
施、建筑垃圾、工程车辆溢洒、＂牛皮癣＂、门头店

【圆标绿化】养护管理绿化带，提升改造城东新

区、北出口、文化广场、县医院广场、惠民路、三角

面等影响市容市貌行为长期规范整治。开展清脏、 花园等绿化带，做好植物病虫害防治、施肥、除草、
治乱专项整治行动。以县城主干道、背街小巷、城中 浇水、修剪、抗早浇水等。种植多年生花草１００余平
村、城乡结合部为重点，开展环境卫生大排查、大清 方米、草坪１０００平方米，补植更换国槐６０棵，补植刺

｜理，督促临街商铺、单位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

柏３００棵。种植百日草、孔雀草、黑心菊２００平方

清除卫生死角。科学划分城区主次街道的经营范围， 米，补裁西湖垂柳７０棵，速生柳修枝９００保，修剪国

在对占道经营、流动摊点、乱停乱放加大巡察力度， 魂１２００棵，金丝垂柳等２０００棵，修剪绿化带灌木３

引导摊贩到划定临时摊位，按区域、按时间有序经 次、６０平方米；修建贴梗海棠等其他树种２０００棵，
营，做到坐商归店、摊点归位、行商归市。２０１８年， 对部分树木越冬做防寒措施。提高城区绿化档次，改
采取清洗、打磨、涂益、刮铲等方法，清理县城＂牛 善居住环境。
皮癣＂５５００余处，高空张贴广告６０处，批评教育散发
｜ ［城市亮化］排查维修县城路灯，更换ＥＤ灯头

广告传单２０人（次）。处理破坏花草树木５次。沿街商 ｜２０个、玉兰灯灯泡２００个，城东中华灯灯泡５００个，
辅自行清理门前乱摆乱放７００余家，规范占道经营５００ 中华灯灯头１００个。坚持巡察制度，定期巡察路灯设

余处；规范主城区违章占道告车经营、洗车、修车等 施，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确保路灯设施安全运行。更

铺面８０家；统一县城内洗车房门头店面，有７家按照 换良恒门前主线路、中元桥（人行道开挖、恢复、水
规划标准完成整改；整治店外经营７００余家，流动摊 泥路面开挖恢复及电缆专用井、接头井、控制箱等）
贩２００余人（次），乱摆摊点３００余处，暂扣物品４００ 线路。更换中元桥及药材公司门口路灯线路１０００米；
余件
接通楼体亮化电源３０余处。完成福鼎公馆、和谐桥和
［环卫管理】巩固环境卫生管理成果，完善环卫 胭脂河两岸等县城亮化工程。
运行机制，实行＂三定一包＂管理制度，加大道路
普扫和县城陈年及死角垃圾清理，做到垃圾日产日 ｜县市容管理局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清；对城区主干道积雪余冰清扫清运，保障雪后道路 副局长 马岩峰（回族，主持工作）熊向平
通畅，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降雪危害；对县城各街 纪检员 张广军
道路面定时段持续全面清洗，全方位酒水；对人行道
等破旧损坏的基础设施进行维修，维修更换垃圾箱

内筒２８８个、垃圾箱移位１１０个，疏通、维修、更换堵
塞雨水井１３６处。提高垃圾场日处理垃圾量、及无害

－１８４

（供稿：虎晓荣）

国土管理 城乡建设

园林
［机构人员】县园林局成立于１月９日，位于胭脂
湖公园、有干部职工５人，临时聘用管理人员１７人。

【管理规范】制定各类规章制度１５项，采购办公
设施投资１０余万元；制做各类制度牌、党建文化墙等
１５块；重要区域安装监控设备１２处；安装智能电磁

工程方采挖郁金香

变频供热采暖设施３处
置换胭脂湖公园木垃圾箱２２个，亮化改造音乐喷
组织学习喷泉管理、箱涵水系管理等；赴永靖县 泉；制做临时摊位１１个，对临时摊位租赁权公开竞价

｜观摩学习园林绿化养护，赴临夏东郊公园学习停车
｜场管理，赴兰州城关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观摩绿

招租，对经营范围、门头灯进行统一规划；修建公共
卫生间２个；制做公园内各类指示牌、温馨提示牌７０
化养护及保洁服务，赴甘南州、临洮县学习观摩园林 块；成立警务室，招聘保安６人，在公园主要区域安
绿化亮化。

装监控设备３２处；与兰州城关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公闻建设】胭脂湖公园地处县城东区，邻临康 签订胭脂湖公园、快乐公园保洁服务合同；对文化馆
和二级公路，占地３２０亩，其中绿化１９２亩，硬化１２８附近２处喷泉进行清洗换水；申请县政府、县物价局
亩，结合三岔河流域综合治理、胭脂湖生态绿地建 对公园内２处停车场进行收费管理。

设，公园初具规模。胭脂湖快乐公园占地８０亩，其中
【绿化养护］要求工程方根据公园内花木生长习
绿化４８亩，硬化３２亩。三岔河流域水系一期占地４６４ 性，进行越冬防寒保护。采挖种植郁金香、知音、大
亩，其中绿化２７０亩，硬化１９４亩。引进、驯化树木４５ 丽花等，统计县城行道树、花坛、草坪等。
种，花卉１４种。公园内有公共卫生间４处，修建临时

摊位１１个，完成租赁权拍卖；修建水幕电影。

县园林局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副局长宋爱忠

（供稿：李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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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
农牧业

值３．４９亿元。

全县畜禽饲养量１５８．７万只（头、羽），其中肉牛

饲养量１９．５万头，存栏１０８万头，出栏８．７万头；羊饲
［机构人员】县农牧局下属农业技术推广站、农 养量４９．３万只，存栏２１．４８万只，出栏３０．７７万只；鸡
业生态环境保护管理站、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 ｜饲养量８９９万只，存栏１６．３万只，出栏７３６万只，畜
种子管理站、世行项目办、动物卫生监督所、动物疫 牧业增加值２．６亿元，较上年增长４９？？
【蠢牧技术推广】全年，改（扩》建规模化养殖
病预防控制中心、畜牧技术推广站、草原技术推广

站、水产技术推广站及１５个乡（镇）畜牧兽医站、农 ｜场１１个，其中规模肉牛养殖场４个、羊场５个、鸡场２

｜技站等。全系统有职工４２３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２５３ ｜ 个，新发展５头以上肉牛规模养殖户１２０户，规模化养
殖户６７００户，新（改）建暖栩圈舍８７００平方米，暖棚
人，

农牧业生产］２０１８年，全县完成农作物播种面 养殖普及率８０申报部级标准化示范场１家、省级

积３６２７万亩。粮食作物２６８万亩，其中种植玉米１０．５ 标准化示范场３家、州级标准化示范场３家，标准化示
万亩，小麦９．０５万亩，豆类１万亩，马铃薯２．５万亩； ｜范场达到３２家。全县高禽阉舍、饲养和环境控制等生

经济作物９．４７万亩。粮食总产量１２．１万吨，农业增加 产设施化水平达８０？？上；新（改）建标准化冻配改

良站２个，冻配站（点）２９个，完成组管冻配２４１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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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冻配覆盖率１００？？？交羊改良５．６７万只，杂种 方米，回收率达８．５？？？成尾菜无害化处理；全县
羔羊６．９５万只。
蔬菜种植５６０亩，尾菜产生量近１０１０吨，尾菜无害化
【动物防疫和检疫】全年，免疫接种各类畜禽 处理４３０吨，处理率４２６？？？成全国农业污染源普
１７０２２万头（只、羽）份，做到全覆盖。强制免疫密 查３９个典型地块、３８户畜禽散养户、８４家养殖场；

度在８０？？上，有效防止疫病发生和传播；针对以非 完成农产品产地土壤质量国控例行监测，在胭脂镇、
洲猪瘟防控为主的重大疫病形势，充实重大动物疫 虎关乡、流川乡等乡（镇）设立监测点１０个，并按要
病防治指挥部，完善应急预案，加大排查和监测力 求完成样品采集。

【农村土地管理】 全县流转农村土地８５２１０亩，
度，累计监测牛２５万头，羊３．１万只、猪３０００万口、
鸡１０８万只；开展人畜共患病防控，完成犬投药５万 流转率２４．９其中种植业５５６６７亩，占流转总面积

的６．３３？？？果业２１９８５亩，占流转总面积的２５．８％；
动，配发各类消毒药品２３５件，累计消毒养殖场（区） 畜牧业７５８亩，占流转总面积的８８７？？？放《农村
｜片，监测牛羊血清２．１８万份；集中开展消毒灭源活

３２８个、消毒圈舍３．６万多间、畜禽交易市场１３个，消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５２７３２本，发放率达９５７？？
毒面积达３２３万平方米，有效遏制病原微生物繁衍，

对个别农户证书差错问题进行登记、转交测绘公司

降低动物疫病发生风险。
办理修改，其中登记１９６８户，修改２６７９户，制证１２４９
｜［农产品质量监管｜全年，以规范农兽药市场秩 本。成立县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
序，打击违法行为，杜绝重大畜产品安全事故为目 区划定工作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制定《粮食生产功能
标。加强无害化处理及私屠滥宰监管，出动执法人员 区划定工作方案》粮食生产功能区的实施意见》。
４０人（次），取缔畜禽私屠乱宰点３处，捣毁畜禽私

屠乱宰加工点９处；开展专项大检查７次，开展兽药、

饲料、种子专项执法检查和整治２０次，检查兽药经营
户８０户（次）、饲料经营户４０户、种子经营户１０７户，
｜查出违规案件１件，下发 《整改通知书 ２２１份、签订

承诺书６０份，有效净化农药、兽药、饲料市场；加大
病死畜禽的无害化处理，实行＂分片包干、责任到

人＂的监管措施，全县无害化处理病死猪１５口、羊
４０只、牛２４头，处罚随意丢弃死亡畜禽案件２件；加

大养殖、贩运、屠宰等环节的＂瘦肉精＂抽样监测力

粮改例

【粮改饲及草原监管】全县种植玉米２０万亩（旱

｜度，检测样品４６５份，合格率１０？？查获牛羊私署滥 ｜ 作农业１０万亩），其中粮改饲面积３万亩。完成粮改饲
宰违法行为４起，整治处理４起。整顿私屠滥宰摊点２６ 暨秸杆饲料化利用１２８万亩、加工２８．５万吨，超额完
个，规范县城禽类屠宰摊点２５个；康美集团注册＂康 成粮改饲任务。人工种草４．５３万亩，新建青贮池１６万
美农庄＂获甘肃省著名商标和中国十佳企业牛肉品 立方米，组织购置饲草料大中型加工机械１５台（套），
牌称号，其研发生产的牛肉髫，取得美国ＦＤＡ食品认 购置青贮袋２万条，设农作物秸秤综合利用率８５？？
证，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加大农产品质量检测，检疫 上。开展草原监理监测，监测点６个，拍摄照片５４张，
｜活畜禽２４．４６万头（匹、只、羽），肉１６０４吨；建立农 草原植被覆盖率８２？？上。落实草原禁牧、草革畜平衡
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点１０个，完成无公害产品认证２个， 制度，核定草食畜平衡区平均超载率６．１？？？灭草
绿色农产品７０个，抽点果蔬样品２０００个，合格率 原明火５次，面积６５０亩，重新招聘草原管护员１５２人。
９９．３？？全县农畜水产品质量安全综合监测平均合格 ［科按推门广应用】利用全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
率９８？？上。
革与建设补助项目，选配技术人员２７５人，每人指导
【农业农村环保】全年，回收废旧农膜２７万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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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示范户３户，培育示范户８２５户，推动农户收人。 ３２０家，实现贫困村农民专业合作社全覆盖；按照农

推广冬小麦新品种１个，建立４５０亩的示范基地１个， 村＂三变＂改革和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对１５２
引进蚕豆、饲用玉米、马铃薯新品种各１个。新华牧 个行政村集体资产进行调查摸底。投人扶贫资金２１００
业引进罗曼蛋鸡４３２０只，实施富陋鸡蛋养殖新技术示 万元，扶持８９个贫困村集体经济，全部有村集体经济
范试验项目，推动全县鸡产业向良种化、资源化方向 收入，消除＂空壳村＂，产生村集体经济收益１０．１４万

发展。通过＂下乡、进村、人户＂方式，重点开展以 元。
标准化养殖、中药材种植、病虫害防治、饲草饲料开
发利用、牛冻精改良等农牧业实用技术的推广和培 县农牧局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马如俊（回族）
｜训，参训群众３６００多人（次），发放宣传资料２４万余 局长
｜份，其中《肉牛养殖技术》《饲草加工种植技术》 副局长、兽医局局长马少飞（四族）
副局长
荀文忠
《中药材种植规范》等资料１４００余册。
纪检员

马孝辉（东乡族）

马占虎（回族）

（供稿：赵德宝）

｜农技推广

［机构人员】县农技站隶属农牧局，内设文秘

牛羊引进

组、农技推广组、土壤肥料组、病虫测报组，有干部
职工７９入，１５个乡（镇）站干部职工６０人，其中高级
方案》《康乐县牛产业精准扶贫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农艺师８人，农艺师１８人，助理农艺师２７人，工勤管
《康乐县贫困户牛羊产业扶持管理办法》等，定期召 理２６人。
产业扶贫】印发 《康乐县贫困户产业扶持实施

｜开会议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难点问题。开展建档

【全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目】
立卡户牛羊引进产业扶贫、村集体经济建设、合作社 从农牧系统遴选技术指导员２７５名，每人指导科技示
全覆盖建设、粮改饲等脱贫攻坚重点工作，提高各项 范户３户；在１５个乡（镇）的１２０个村遴选科技示范户
工作叠加效益，探索＂种养结合、以种带养、以养促
８２５户，在种养殖的关键环节人户指导科技示范户增
加、增收脱贫＂的产业扶贫路子。全县种养业增加值 收增效，每月不少于两次；在康丰乡段家坪村，建立
５亿元以上，农民人均种养业及其相关产业纯收入达 ６００亩的全膜玉米减穴增株技术示范基地Ｉ个；在五
１５００元以上，６０？？上的未脱贫建档立卡户将通过 户乡朱家村金存中药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建立
｜种养产业脱贫，逐步实现全县贫困户产业扶贫致富 １５０亩的黑膜露头栽培黄芪示范基地１个，设置当归
目标。１５个乡（镇）的建档立卡户引进基础母牛 ｜麻口病不同药剂防治试验项、２亩。开展省、州、县
１２５６７头，羊１１０１只，牛羊引进数占计划的１０％， 培训５期，参加技术人员４５０人（次），种植大户、科
资金９６２９１万元；全县种植当归、柴胡、党参等中 ｜技示范户５００人（次）。

药材７．１万亩，产值２亿元，占全县农业总产值的

［冬小麦重大病虫害验情防控项目】２０１７年冬小

３０种植面积占全州中药材面积的８０？？为建档立 麦重大病虫害疫情防控项目采购杀菌剂、杀虫剂各２

卡户种植的１０６７３亩中药材，奖补资金１０６７３万元； 吨，负责完成冬小麦药剂防治１０万亩，建立统防示范

｜投人资金１７７０万元，扶持建设重点合作社７１家，涉及 点８个，完成统防统治面积４万亩。２０１８年冬小麦重
建档立卡户３４９６户。８９个贫困村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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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病虫害疫情防控项目采购杀菌剂、杀虫剂各１．５５
吨，负责完成冬小麦药剂拌种７．２万亩（次），准备建 县农技站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立统防示范点４个，完成统防统治面积２万亩。
站长 马正忠（回族］
【良种场建设项目］ 实施２０１７年省级财政新技术 则站长 马仲堂（回族）何九
（供稿：马正忠）
新品种引进暨良种场建设项目，引进玉米新品种１个
｜（陇单３３９），在康主乡段家坪村建立新品种示范基地

６００亩，虎关乡吴坪村后坪４００亩；布设品种试验１

农业经营管理
项、面积１．５亩，参试品种１０个；种植模式试验１项、
面积１．５亩，全部完成实施。实施２０１８年省级财政新
技术新品种引进及农牧渔业良种场建设项目，引进
【机构人员】县经管站隶属农牧局，有十部职工
冬小麦新品种Ｉ个 （兰天３６），在五户乡打门村建立新 ７５人，在１５个乡（镇）委派农经员４３人，其中专业
｜品种示范基地４５０亩，布设品种试验１项、面积１．５亩， 技术人员３３人。
参试品种８个；种植肥效试验１项、面积１．５亩。
［农村土地流转、确权］全县已流转农村土地
［农产晶质量安全］全县建立中药材标准化种植 ８５２１０亩，土地流转率２４．９其中种植业５６６７亩，
生产基地１个．面积１５０亩。在虎关乡、上湾乡、白王 占流转总面积的６５．３３？？？果业２１９８５亩，占流转总
乡、八松乡、景古镇、鸣鹿乡、胭脂镇农产品质量安 面积的２５．８？？？牧业７５５８亩，占流转总面积的
全监管中心及华昱循环农牧有限公司、绿色食品厂、 ８．８７？？按照流转形式，其中转包４２５２１亩，转让４１
康美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追 亩，互换９７０亩，出租４０５７８亩。流转人企业面积７７３９
溯示范点１０个。完成无公害产品认证２个，绿色农产 亩，流转人合作社面积２２８７８亩，流转入农户面积
｜品７０个，例行抽检果蔬样品２０００个，合格率达 ４９５１３亩，流转人其他组织面积５０８０亩。签订《土地
９９．３？？开展农资打假专项整治３次，夏季百日大整、 流转合同》１６９９８份。

高毒高残留农药大整治和安全生产大排查，开展农
农村土地确权，完成农村土地确权档案整理，对
产品质量安全宣传１５次，出动车辆３０辆（次），发放 省州验收中发现的不足和问题进行整改。２月５日，在
宣传资料１．２万份。
白王乡政府举行全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

仪式。全县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５５０９３本，发放
率１００？？对个别农户证书差错问题进行登记，转交
测绘公司修改，其中登记１９６８户，已修改２６７９户，制
证１２４９本。

＂两区＂划定，县上成立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

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划定工作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制

｜定《粮食生产功能区划定工作方案》和《粮食生产功
能区的实施意见》。１１月２日发布招标公告，１１月２３日

公开招标。年底完成５万亩小麦生产功能区划定。
【测土配方施肥补贴资金项目］化肥减量增效和 【农村集体财务与资产管理］全县有贫困村８９
耕地地力提升项目，在五户乡打门村完成有机肥应 个，没有村集体经济收人＂空壳村＂８７个。全面消除
用培训，建立土壤改良修复有机肥示范基地１处、３２５ ｜ ８９个村级集体经济收人＂空壳村＂，累计收人１０．１４万
农资打假专项整治

亩。农业生态资源与生态补助项目，在五户乡打门村 元，村均集体经济收人１３９．３元。
｜完成技术培训，建立土壤改良修复有机肥和化肥对 ｜ 开展全县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村级账面资
比示范基地１处、６４亩。

金３８３．７４万元，资产１７９４１．１５万元；清理核实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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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１１．２９万元。负债总额２１２万元，＂一事一议＂筹资金额３９．３４万
核实２．１２万元。所有者权益总额１７９３９．０２万元，核实
：资金２９４７．８２万元，硬化村社道路３７９５７０平方米，拓
｜ ４０９０９．１７万元，较账面数增加２２９７０．１５万元，造成差 宽农路９．７８公里，修建便民桥（涵洞）１座，改善农
异的主要原因是盘盈的经营性资产形成资本、非经

民生产、生活条件。

营性资产形成公积公益金，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指导］全县有合作社５９２家，

｜ 根据国土局提供的农村土地利用现状二级分类 按行业分：种植业１１５家，畜牧业２３７家、林业２０１家，

面积汇总数据，全县农用地总面积１０３５７６８．９亩，其 服务业１３家，手工业２家，光伏２４家。８９个贫困村有

中耕地６３６８０２６５亩，园地３２．７亩，林地１３９６８２．２５亩， 合作社３２０家，贫困村实现合作社全覆盖。威员总数
草地１８４５３９．９亩，农田水利设施（沟渠）７００６５亩， ６９０７人，带动非成员农户２５７０９户（建档立卡户４７２５
｜养殖水面（坑塘水面）１４４亩，其他农用地７３８６６７５ 户），资产总额１６９６３４万元，成员总数４０３９人，带动
亩；全县建设用地总面积９９１２２１Ｉ亩，其中工矿仓储 非成员农户２３２３３户，资产总额１３７５６９５万元。开展
用地１８３０９亩，农村宅基地６７０．９亩，公共管理与公 农超对接合作社３家。被评为国家级示范社１家，省级

共服务用地１７３５５亩，交通运输和水利设施用地 ｜示范社１０家，州级示范社３２家，县级示范社３５家，总
２０８２３亩，其他建设用地９０６１８亩；全县未利用地总 结金城肉羊繁育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等５个合作社典
面积１４６９７亩。
型。组织实施１个国家级示范社３０万元和３个省级示范
经过清理核实，全县农用地总面积１０３５７６８９亩， 社３０万元以奖代补项目，东西扶贫协作２个合作社
其中：耕地６３６８０２６５亩（已承包到户５１２２９８．０４亩， ｜１０万元，３７个贫困村４１个合作社全覆盖项目４１０万
未承包到户１２４５０４６１亩），园地３２．７亩，林地 元。

１３９６８２２５亩（未承包到户７２５９４７亩），草地１８４５３９９
｜亩，农田水利设施 （沟渠）７００６５亩，养殖水面（坑

塘水面）１４４亩，其他农用地７３８６６．７５亩；全县建设
用地总面积９９２２Ｉ亩，其中：工矿仓储用地１８３０９
｜亩，农村宅基地６５６７０９亩，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
地１７３５．５亩，交通运输和水利设施用地２０８２３亩，其

｜他建设用地Ｃ６１８亩；全县未利用地总面积１４６９７亩。
全县＂四荒＂地总面积２５７４０５３亩。全县待界定农用
地总面积１０００亩（为鸣鹿园区占地后还未确权土地）。

具委书记吴回峻珍查胭脂镇萧家村合作社运行情泥
的收费、＂两免一补＂国家惠农政策落实情况，执法 【农业产业化］有县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检查１次，重点检查农业用水、用电、农村中小学、 ５户，其中国家级龙头企业１户，甘肃康美现代农牧
农民建房、计划生育、种粮补贴、农机补贴、支农惠 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资产总额２７９７４万元，固定
农政策落实情况。落实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资 资产１１０５４万元。省级龙头企业３户，资产总额２０８１０
金、落实农机具购置补贴专项资金、兑现＂两免一 万元，固定资产总额１０５０５万元。县级龙头企业１户
【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对１５个乡（镇）及中小学

｜补＂资金、做好涉农收费公示和专项治理等工作。加 （德隆良种畜禽有限责任公司）资产总额３７００万元，
强＂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监督管理，执行议事程序、 固定资产３００万元。以上５户龙头企业资产总额５２４８４
议事范围、上限标准、审批程序、民主监督、公开公 万元，固定资产２１８５９万元。龙头企业采取＂公司＋

示等规定。２０１８年，审批农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 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辐射带动农民参与产业化
财政奖补建设项目８３个，涉及１５个乡（镇）、２２个村， 经营，共带动贫困村３２个，连接农户８０４５户、２１１２
户数３５０４户，受益人口１６７１５人，劳动力９０５４人， 人，其中对接合作社１７８个，连接农户４４９６户、１０Ｉ１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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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带动贫困户１１４８户、４７９２人。以订单方式连接农 亩；设置蚕豆新品种区域试验１个，试验采用随机区
户１２６６户、４５６４人，土地流转带动农户６４７户、２０２８ 组设计，参试品系８个；在八丹乡麻湾村设立全膜双
人，以人股方式连接农户１０户、４０人，吸纳就业农户 垄沟播玉米新品种和粮饲兼用型玉米新品种对比试
验各１个，种植面积１．５面，参试品种各６个；在白王

｜４７８ 户、５０８人。

乡徐家沟村设置马铃薯新品种引进试验１个，面积１．５
亩，参试品种３个。抽调技术人员赴胭脂镇、草滩乡
和上湾乡，深人田间地头现场讲解、技术指导，发放
玉米全膜双垄沟播技术宣传资料。２０１８年，胭脂镇完

县经管站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站 长 马占荣《回刻
副站长 张德明 马占山（回族）镍 鹏
马腾虎（颐族）

成玉米全膜双垄沟播９００亩，草滩乡完成玉米全膜双

垄沟播３００亩，上湾乡完成玉米全膜双垄沟播８０００

（供稿：马文俊）

亩。

【市渐整顿］３月４—９日、３月１６—２１石、４月２—

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管理

４日，对１５个乡（镇）种子经营户，通过检查种子标

签、包装、进销货台账、安全生产，签订责任书，发
【机构人员】县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管理站隶属农 放宣传资料，指导网上备案等，进行专项检查３次，
｜牧局、有干部职工８人，其中高级农艺师１人、农艺师
２人
【主要工作］围绕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推进废旧
｜农膜回收利用和尾菜无害化处理工作。２０１８年，全县

出动执法车２０辆（次），执法人员１０８人（次），检查
种子经营户１０７户，其中固定门店８３户，临时经营门
店１８户，流动摊点６户，玉米种子品种１１１个，计
４９２７９５公斤；油菜品种３６个，计１５５９３．２公斤。签订

废旧农膜回收率８５尾菜处理率达４０引导群众 ｜《种子管理责任书》９１份，补发进销货台账１１套，填
｜ 实现资源再利用，减少环境污染。完成第二次农业

污染源（种植业及地膜专题）普查，抽样调查１２０个
典型地块种植情况及农药、化肥使用情况。开展野生

写《安全生产检查记录》２０９份，发放宣传资料７６０
份，下达《遵改通知书 １６１份。

植物资源调查，调查野生红花绿筑蒿、桃儿七等野生
｜植物分布情况。

县农坏站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站 长 杨永玺
副站长 王林忠丁育勤

（供稿：杨永玺）
种子市场检查

种子管理

【触改饲３月，抽调技术骨干２人，协助筛选适
宜种植的粮改饲玉米新品种。８月，抽调５人入户，核

查虎关乡、康丰乡、附城镇、苏集镇、八松乡、鸣鹿

［机构人员】县种子管理站隶属农牧局，有干部 乡等乡（镇）粮改饲玉米种子发放情况。９月，组织

职工２３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１２人。

人员协助草原站丈量２２户饲草加工企业青贮池容积

［新品种示范】在五户乡下窑村实施＂临蚕９号＂ 实地，了解加工机械准备情况。抽调技术人员１６人组

新品种试验示范，建立＂临蚕９号＂新品种示范田６００ 成技术指导组，调配打包加工机械，清点登记加工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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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数量，保证二级公路沿线粮改饲实施。

｜技术资料１０００多份（册）。

｜【种子经营户网上备案］全年，共审核备案单

【２０１８年农村清洁能源综合配套示范村项目］

７６２份，打印合格备案单５７９份，驳回不合格备案单 项目在草滩乡才子沟村实施，项目建设资金２０万元，
１８３份，答复驳回原因７２０条，有８３户种子经营户进 全部为省级补助资金，安装太阳能路灯２４盏，推广生
行网上备案，取得种子经营主体资质。

物质节能妒２１４台，使才子沟村主要道路实现太阳能

具种子管理站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村容村貌，推进可清洁能源新产品示范推广，引导群

站长赵文祥
副站长 马有忠（回族）靳康荣 田发财（回族）

众清洁能源消费，实现农村能源消费的减量化、低碳
化。

路灯的亮化，生物质节能炉人户达到全覆盖，改善了

（供稿：靳康荣》

具能源办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主 任张明智（东乡族）

农村能源

副主任 马成才（回族）冯晓琴（女，东乡族）
纪检员 杨康兵

（供稿：马鹏飞）

【机构人员】县农村能源办公室归口农牧局管
理，有干部职工１Ｉ人。

【大型沼气工程］先后４次组织技术人员，深人

康成、园区和绿色食品厂大型沼气现场进行安全管
理和运行情况的督促检查。３个大型沼气运行良好，

农业机械推广与管理

｜ ［机构人员】县农机局内设人秘股、农机推广
【太阳能路灯建设项目】宗教活动场所路灯建设 ｜站、农机监理站、农机化学校，下设乡（镇）农机管
单位由县委统战部变更为县农村能源办，总投资１００ ｜理服务站１５个，有干部职工６５人。
万元。项目于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３０日通过公开招标，江苏新 ［指标完成】２０１８年，全县农机总动力１３．５４万
火种照明有限公司中标建设。２０１８年３月建成，为八 ｜千瓦，播种面积３４．９万亩，机耕面积３３万亩，占任务
松乡、苏集镇、康丰乡等１４个乡（镇）、５３个村的宗 的１０１６机播面积８万亩、占任务的１１３．３？？？收
教活动场所安装太阳能路灯２５３盏。３月８日，县统战 面积７５万亩，占任务的１０７．５主要农作物综合机
部和县农村能源办进行验收。
械化水平达５１？？机耕、机播、机收分别比上年增加
管理规范，制度健全，安全措施到位。

２３万亩、７９００亩、１万亩，机械化水平比上年度提高
拨付资金。２０１８年２月，组织人员在胭脂镇大庄村， ３农机经营总收入、纯收人分别达到４８５０万元、
确定示范户和示范地块，确定示范田３００亩。３月上旬 １２５０万元，增长５．４３？？８．７％
至５月中旬，开展沼渣做基肥示范推广，结合项目开 完成机械铺膜１．８万亩，完成农机深松整地作业
Ｉ＂三沼＂综合利用示范推广项目】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展，采购维修工具５套和电动喷雾器３台，维修维护全 ２．４万亩，兑付资金４８万元，受益农户５０１１户，占任

村沼气池，组织技术骨干对示范户＂三沼＂综合利 务的８０？？？装农机深松检测仪４６台，信息化检测１
用培训２期，受训１６５人，发放宣传资料１０００多份。 万亩，占作业比例的４２？？签订《目标管理责任书》
｜ 【农村户用沼气安全培训】针对农户不会利用沼 ５５００份。全县有拖拉机１８８９台，检验拖拉机１８６５台，

肥、沼气使用和管理中存在的安全问题，对草滩乡那 ｜检验率９８．７？？？拉机驾驶员培训７２人，合格７２人；

那沟村、五户乡下窑村、流川乡团结村、八丹乡李子 拖拉机新人户５５台，人户率１００？？？理拖拉机挂牌
｜堡村沼气用户，开展以＂沼肥综合利用、沼气安全管 ｜５５台，签订《目标管理责任书》５５００份、占应签数

理和使用＂为主要内容的培训６期，参训３００人，发放 的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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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购置补贴］２０１８年，国家投人补贴资金 打非治违、安全检查、隐患排查及＂六打六治＂工

４００万元，省级累加补贴资金１４万元，州级累加补贴 作，将农机安全隐患降低到最低程度；抓平安乡
资金３万元，２０１７年结余２０２．２１万元。补贴农机具３４７ （镇）建设，巩固省级平安农机县成果，签订《目标

台，农机购置补贴资金４０２．３１万元，受益农户１４２户， 管理责任书》 ７０６０份（村委会１５２份，驾驶员１８３２份、
拉动农民投人１０７０多万元：
｜农机手５０７６份）。全县拥有拖拉机１８９９台，其中完成

拖拉机检验１８６５台，其中轮式拖拉机１３６９台、手扶
４９４台、轮式联合收割机２台，检验率９８．７？？检验多

ＤｐＴ７

功能农机１００台，检验率１００？？检香旋耕机４９２台、

铺膜机３９５台、柔丝机６台、大型粉碎机２４台。出动宜
｜传检查车８０辆 （次），出动农机执法人员３００人（次），

查处并纠正违章９０台（次）。在检查中发放 安全隐
患整治通知》 ４１份。
［农机培训］农机化学校依托基地优势，利用教

ｌＭｓｕ＇客３完
小麦联合收氡机田间作业

【农机推广］实施＂一乡一农机合作社＂试点１４
个，即：扶持建成有完善的基础设施、有良好的运行
机制、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有较大的作业服务范
围、有显著的综合效益的＂五有＂农机合作社。在苏

学场地、设备和师资力量，采取集中培训与实训操作
相结合的方法，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为切人点
和衔接点，结合农机购置补贴、＂一乡一合作社＂，
开展拖拉机驾驶员培训、全县农机手操作培训，新
型职业农民培育、一乡一合作社机手培训等工作。全

集镇、附城镇、康丰乡、景古镇、五户乡、草滩乡、 年，完成拖拉机驾驶员培训１５０人，农机手操作培训
胭脂镇、白王乡、流川乡、八松乡、鸣鹿乡等乡 ３００人（次），其中管理人员４０人，技术人员１００人，
｜（镇）进行试点。全年，＂一乡一农机合作社＂完成 操作人员１６０人；完成新型职业农民培育７０人，其中
｜ 作业２．５３万亩，经营收入１９０４万元。强化各类农机化 ｜培训精准扶贫帮扶村八丹乡麻湾村专业服务型人员
作业示范点建设。重点组织技术人员搞好玉米全程 ４０人，培训技能型人员３０人；完成＂一乡一农机合
｜机械化种植示范点、马铃薯机播机收示范点、中药 作社＂农机手培训３６人。同时，以精准扶贫村为目
材机收示范点建设工作。在康丰乡杨台村建立面积 ｜标，通过田间地头、进村人户等多种形式，累计培训
３００亩的玉米全程机械化作业示范点１个，即进行机 群众１２００多人（次）。
械化旋耕、机械化铺膜、机械化点播、机械化收获作

业，完成作业任务。在附城镇马家咀村建立面积３００
亩的马铃薯机播、机收示范点１个，在五户乡朱家山

村建立３００亩的中药材机收示范点１个。秋收作业期
间，推广玉米收获机械，中药材收获机械，召开机械
化收获现场会，推进全县农机化进程。下达农机深松

整地补贴试点作业３万亩，完成深松补贴作业试点；
完成深松整地补贴作业面积２４万亩，占任务的８０％，
补贴资金４８万元。组织调运各类农机具８００多台
（套），其中大中型拖拉机８０台，手扶拖拉机２００台，
铺膜机１００台，精量播种机２００台，深松机、旋耕机、
犁骅等配套机具２２０多台（套），
【农机监理｜完善农机质量监督管理制度，开展

、ｔｗ
县农机局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局 长 李平原

－１９３－

康乐年鉴测。

商实地考察，洽谈采购苗木，引导鼓励绿化公司、苗
木种植合作社走出去参加外地造林绿化工程的招投

副局长 马小军（回族）
纪检员马寿山（回族）

（供稿：师军宏） 标，拓宽苗木销售渠道。全年，销售以云杉为主的各

类苗木９９０万株，综合收入１亿元。２月，林业综合服务

中心被评为＂全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先进集体＂，１人

林业综述

｜被评为＂全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先进个人＂。

｜［规构人员】县林业局内设办公室、发展规划和

财务管理股、森林资源管理股、植树造林和林业产业
股、林调队、林业技术推广工作站、林木种苗站、森 会２位。：，ＳＳ９
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林业综合服务中心、北山林

场、风转磨梁林场、红山林场、道家园艺场、哈鹿苗

圃、夏家寨苗圃，有干部职工９４人，
｜［造 林］２０１８年，实施中央和省级生态建设工

｜育苗

程人工造林６０４亩，林果基地１０８０亩，林业项目总投
资９４０７万元（中央和省级投资５０５万元，县级自筹资

【赫下经济】完成上湾乡瓜梁、八松乡南山、虎

金４３５．７万元）。完成１００万元的三北五期防护林工程 关乡二十铺等２０１７年度省级财政林下经济发展项目。
２０００亩，完成１９２万元的２０１７年森林植被恢复人工造 【森林资源保护］ 实施天保工程和重点公益林建
设，开展森林病虫害防治，靠实森林防火责任，编织
｜林２７４４亩，完成投资２３万元的中日友好合作造林项 森林资源管护网络，确保全县生态安全。抓好森林生
目３００亩，完成５０万元的２０１８年天然林保护工程人工
造林１０００亩，完成１０３万元（省级９０万元、县级自筹 态效益补偿基金落实。加强林地征占用管理，围绕县
１３万元）的啤特果基地建设项目１０８０亩，完成３８２．７ 上重点项目和民生项目，依法查验、核实、报批建设
｜万元的行道树栽植９７公里，完成４０万元的苗圃提升改

｜单位的林地征占用申请，从源头上把好审核关。依法

｜造工程，完成１０万元的林业科技示范推广项目，完成 打击违法占用林地的行为，受理涉林案件８件，查处８

件（均为林业行政案件），处罚８人（次），救助、放

１０万元的林业技术推广培训设备采购项目。

生野生动物刺猬２只、雕鸮１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朱雀２８只，林业行政罚款１．２１万元。

Ａ人ｎｔ。入．意

县林业局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局长
｜杜春福
副局长
｜马福录（回族）樊东明
马继华（东乡族）
纪检员
林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丁喜珍（回族）
副主任

｜马 麟（回族）

（供稿：陈小军）
县杨导植树造林

［育苗产业面对全国苗木市场疲软，全县苗木

留床面积大的实际，通过多渠道宣传推介，发挥县内
育苗大户、苗木经纪人的人脉资源优势，邀请外地客
｜－１９４－

农世

｜法资格考试。

森林公安

【森林防火】结合平时巡逻，排查火灾隐患，将

火灾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在森林重点防火期，利用
【机萄人员］县森林公安局内设办公室、刑侦治 新闻媒体、张贴公告、刷写标语、悬挂横幅等多种形
｜式，宣传森林防火知识。
安大队、法制室，有干部职工２１人。
｜【警务协作】分别与省森林公安局太子山分局、

｜【纪律作风教育】根据省森林公安局的安排，开

展＂加强纪律教育、整治突出问题、严子纪律底线、 省森林公安局莲花山分局和白龙江洮河森林公安局、

｜ 树立警营新风＂专项教育活动，梳理存在的问题１８ 临洮县森林公安局、临潭县森林公安局签订《鹦区域
警务合作协议》。
｜项，明确整改时限、制定整改措施。
【案件查处】２０１８年，受理各类森林违起案件８

件，查处８件，处罚８人（次），救助野生动物２只、刺 县森林公安局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猬Ｉ只、雕鸮１只放生朱雀２８只、雕鸮１只（国家二 教导员康林
级保护动物），林业行政罚款１．２１万元，收缴粘网３

副局长 马剑峰（回族）

｜（供稿：王志和）

张、１５０米，拆毁膺架１个。

水务水电
【机构人员】县水务局内设人秘股、业务股、财
务股、项目办，下属水土保持管理局、防汛工作办公
室、农村人饮工程管理局（东南部人饮工程管理分
站、麻山峡人饮工程管理分站、扎子河人饮工程管理

号ｋＡ１
我ｃ生状道

ｅｋ

分站、北部人饮工程管理分站、中部人饮工程管理分

准火化法术按注

站、才子沟人饮工程管理分站、莲麓人饮工程管理分
｜【专项行动］开展＂春雷２０１８＂＂打击整治枪爆 ｜ 站）、水政监察大队，下设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站、水
１０月１６日，民警在八升乡针路破拆除粘网

｜违法犯罪＂＂绿剑２０１８＂专项行动，广泛排查，深挖

利工程质量监督与安全管理站、抗旱防汛服务队、农

线索，突击整治，出动民警２１０人（次），办理行政案 村人饮水质监测中心，苏集水利工作站、康丰水利工
件４件，处罚４人，收缴粘网３张、１５０米，拆毁膺架１ 作站、虎关水利工作站、马集水利工作站、莲麓水利

工作站、流川水利工作站、丰台水利工作站、中砥水
［【宣传教育］开展＂保护森林资源，严防森林火 ｜利工作站、药水峡水库管理所、姚姚沟电力提灌管理

个；救助野生动物２只。

灾＂＂爱护野生动物＂＂保护森林资源，建设生态文 ｜所和水利水电工程公司，全系统有干部职工２１０人，
｜ 明＂为主题的森林防火宣传活动，发放各类宣传材料 ｜招聘临时水管员９７人。

［项目建设］鸣鹿水库工程累计完成总投资１．１８
５０００余份、张贴传单３００余份，现场咨询４００余人
（次）。深人林区开展民情、林情、社情调查，详细 亿元，完成枢纽及设备安装，进水管、连通管道安

掌握辖区内各项信息资料，完善、更新＂三情＂档 装，上、下库３０５８米基坑开挖及钢筋碎齿墙浇筑，排
案，张贴《肃省森林公安局转发（关于依法收缴非 洪渠浇筑，制做预制块３５万块。８月１７日，总投资

法枪支弹药爆炸物品严厉打击枪爆违法犯罪的通告〉 ｜ ３６５２万元的城区净水厂工．程通过验收。康乐县三岔
的通知》５０张。民警２人参加省森林公安局组织的执 河片区综合治理一期工程总投资１．３７亿元，治理河道

２１公里，新建泄洪槽２．２公里，新建气盾坝３座，跌

－１９５－

康乐年鉴测Ｐ

工程建设。苏集河苏集段堤防治理工 河工程安全度汛监督，修？
程总投资２２４１．２万元，治理河堤１５．３５公里，６月底完汛预案》。强化预警预防，加强气象预警，发送各类
成建设。城区供水工程输水管网建设项目总投资６８０５ ｜预警信息１．９万条（次），修订各类《防汛抗洪应急预
万元，于２０１８年３月开工，完成高位水池、输配水管 案》１６８个和县、乡、村三级《仙洪灾害防御预案》，
道埋设、管网配套建筑物等全部批复建设内容，工 设立山洪灾害警示栏和宣传栏１４５块，书写大型宣传
程正常通水运行。三岔河片区综合治理二期工程累 标语１０条，发放宣传资料１．７５万份，播放防汛法规等
计完成投资６１００万元，已完成全部泄洪箱涵整体浇 录音２０小时，完成防御山洪灾害知识培训５０人，全

筑，一、二期箱涵贯通。２０１８年高效节水项目于１１月 面提升群众遇灾自救能力。加强山洪灾害预警能力

底完成建设。东南部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累 建设，２０１１年后，＂户户知＂工程建成县级监测运行
计投资３３１２万元，已完成部分管道埋设及蓄水池等建 管理平台１个．自动雨量站４３个、自动水位甬量站２
设，占总工程量的８５？？农村安全饮水到村到户工程 个，自动水位站１个，无线预警广播站１９个，简易雨
｜投资２４００万元，上湾乡甲木沟村、下庄村，腮贴镇郭 量站４２３个，视频站６个，图像站５个，墙情监测点５

家麻村，蓬麓镇大山沟村、扎那山村等完成部分管道 个，卫星备用通道４个。技术人员及时检修维护，全
｜埋设及建筑物等建设，占总工程量的６３？？
县所有自动监测设备运行正常。

【河道执法］开展＂３·２２＇世界水法宣传日＂

＂水法宣传周＂宜传，制做横幅３条，展板１０块，发放
宣传资料１万余份，宣传画册５０套。完成胭脂河、苏

集河、莲麓河等部分河道疏通清理，整治河道３．６公

里。强化河道日常巡察监管、对全县河道开展执法巡
察３３次，阻止违法行为１１次。依法征收水资源费３．５
万元，上缴县财政。

Ｌ一
城区净水厂

【农村人仪工程管理】推进脱贫攻坚贫困村供
水、东南部农村饮水巩固提升、到村到户等建设。
投资８５万元，维修加固麻山峡等５个水厂屋面。投资
１０２万，维修水毁人饮工程管道及水源地。更换全县

供水管道６５公里，确保农村饮水工程供水稳定性、安
全性，征收自来水管理费７５万元。在全县未就业大中

专以上文化程度毕业生、退伍军人中，公开招聘临时
农村自来水管理员９７人，完威培训，提升农村饮水工
程社会服务能力。
【防阳抢险｜落实防汛行政首长负责制和部门领
导责任制，年初与相关单位签订２０１８年励汛工作责

麻山峡水源地
【河长制深人宜传河长制工作，组织春季、秋

季清河护河专项巡河行动，发动群众广泛参与，捡拾
胭脂河河道垃圾，倡导＂落实河长制、保护母亲河＂，

任书》《＂户户知＂工程设备管护责任书》《水库安 落实全州＂全域无垃圾＂三年专项治理行动。组建河

全责任书》。组建应急抢险队１７１支，储备编织袋、发 长制＂三级河长管理＂体系，全县设立总河长２人，
｜电机等防汛抢险物资，执行２４小时领导带班值班制
县级河长９人，乡级河长１３９人，村级河长１５２入。强
度。强化防汛隐患排查整改，对排摸的隐患１３处，隐 化日常巡河督察，共设立＂河长公示牌＂４１块，其中

患点２７０个进行整改，涉及群众５０４Ｓ户；加强在建涉 州级河长公示牌２块，县级公示牌１９块，乡级公示牌

－１９６－

农业

２０块。对县乡两级河长及其管理范围、管理目标、
举报方式等向社会进行公示，增强河长工作的社会
知晓度。开展＂清四乱＂专项行动，对县域内河道、
沟道、水库管理范围乱采、乱占、乱堆、乱建等突出

｜问题，开展集中摸底和整治。１１月４日，举办＂为家
乡的河流奔走＂主题巡河宣传活动。

县水务局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长 马永盛（０
局长张苏鹭 马德华（画
总工程师 胥国明
纪检员
张重继（回族）

草滩乡甘沟客更换ＤＮ２ＳｐＥ管道

全县农村人饮工程维修管道工程４２０多处，各类
阀门井６４０座，新建可锁阀门井３００座，更换直径抢修
节８７０个，为流川甘沟村、胭脂八龙村、草滩苏河村
（供稿：张国顺
等部分村社；更换ｐｃ直径３２管子９８米，直径２０管
子５２００米，直径４０管子５５２０米，直径７５管子１１００米，

直径６３管子２１５０米。投资２０．６万元，更换旅游大通

农村人饮

｜道部分管道；清除７个水源地淤泥７８０立方米和大量杂

物，疏通引水枢纽，维修主管道、干支管、分支管、

【机构人员】县农村人饮工程管理局内设人秘 净水厂配水管道２８公里，累计完成投资８７万元。招聘
股、业务股、工程维修股，下设扎子河、北部、东南 的农村自来水管理员９７人，进村进户宣传，调查登记
部、麻山峡、中部、莲麓（景古）、才子沟管理分站， 造册，发放《用水户手册》，分片安装水表，收缴水

费，完成人户卡表册１．２１万户。全年，收缴水费１２０

有干部职工１２９人。

【主要工作］脱贫攻坚农村饮水安全项目到村到 万元。
户工程，总投资５５７８万元，分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年建设，
完成２０１８年度５３个村人户工程量的５５．３安装水表 县农村人饮工程管理局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２８００ 块，完成投资２１００万元。东南部农村饮水安全 局长 石维华
｜巩固提升工程，总投资３８９７万元，完成投资３１４０万

副局长 马如祥（回族）王永礼

元，占计划投资８２６３？？剩余工程年底建成。２０１７
年精准扶贫重点脱贫村供水工程，总投资６０６万元。

（供稿：马顺利）

｜主要解决苏集镇古洞沟村、周家沟村，鸣鹿乡东沟门

防汛

村，胭脂镇西坡村、唐哈村，八丹乡芦子沟村、斜路
坡村、叶素村，草滩乡巨那村、才子沟村、东湾村等

１１个贫困村、１２１个自然村、３１８８户、１４３１９人的饮
｜水问题。维修扎子河、麻山峡、才子沟等管理分站的

部分被冲毁管道、水源地清淤共投人资金１０２３５万

【机构人员】县防汛办公室隶属水务水电局，有
干部职工１２人。

【隐患排查］２０１８年，补充完善全县隐患排查
｜元。农村自来水水厂屋面维修工程，总投资８５万元， 点，使各乡（镇）、村社明白各自防汛重点区域户数、

对麻山峡、扎子河、北部、东南部、才子沟农村自来 人数、紧急撤离转移路线等。乡（镇）、村社排查摸

水管理分站的办公室和净水间房面进行维修，工程 底，排摸出防汛隐患点２７０个，涉及群众５０４５户、
全部完成。
２５５７７人。

－１９７－

康乐年鉴３

会递。全年，发布预警信息５９万条（次），预警及时未
【群策群防］４月２７日，全县防汛暨气象工作会
议召开。完善《乐县城市防洪预案》《水库应急度 发生人员伤亡等重大损失。

汛预案》《康乐县山洪灾害防御预案》及１５个《乡
（镇）山洪灾害防御预案》等各类预案１６８个，签订 县防汛办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财汛责任书》《户户知＂设备管护责任书》；组织 主 任 马建雄（回族）
开展县、乡两级防汛培训和应急演练活动，完成山洪 副主任 马琼堂（女、东乡族）
灾害防御常识培训１８００人（县级培训５０人）。组建全

（供稿：张宇骥）

县应急抢险救援队伍１７１支，县级４支、乡（镇）１５
支、村级１５２支，队员９８８６人。

水土保持
【防汛宣传】汛期特别是主汛期，深入乡（镇）
集市、村社、学校、清真寺，利用县城文化广场文艺
汇演、八松乡街道逢集日、莲花山花儿会等进行防汛
【机构人员】县水土保持管理局内设人秘后勤事
知识宣传培训。全年，出动宣传车１９辆（次），播放 务股、规划治理股、预防监督监测股、梯田建管股，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防汛条例》的宣传录音 加挂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督中队牌子，有干部职工２８
２０多小时，张贴＂户户知＂设备管护通告５０张 人，其中高级工程师２人。
（次），发放防洪知识宣传资料１．７５万份，接受教育２８
｜【生态环境及水十保持预防监智】从３月起，水
万人。

土保持预防监督股、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督中队组

【预警预防】２０１１年开始建设＂户户知＂工程， 成３￣５人专项执法检查组，检查旅游扶贫大通道、鸣
｜建成县级监测运行管理平台１个，自动雨量站４３个、 鹿水库、三岔河治理等建设项目１３次，配合州局检查
自动水位雨量站２个，自动水位站１个，无线预警广播 ２次；核查全县机砖企业３４户。经核查，生产１８户，
｜站１９０个，４简易雨量站２３个，视频站６个，图像站５ 关停或未生产１６户。

个，嫡情监测点５个，卫星备用通道４个。经过技术人

印发《水土保持工作政策法规汇编》７６０本。采

员及时检修维护，全县所有自动监测设备运行正常， 用最新ＣＰＳ测量工具，测量砖厂控制水土流失面积、
上线率１００及时提醒暴雨区群众做好防范，发挥 测量砖窑面积、控制制砖孔数、总生产率、测量取主
监测预警作用。８月２日下午，全县普降暴雨，监测到 场面积和取土高（深）度以毁坏植被面积，测量弃渣
苏集河八丹口河道内有放羊群众，工作人员及时用 ｜场面积及堆放位置以确定造成水土流失治理规模。
预警广播发布预警信息，由于撇离及时，未造成人员 审批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１８份，征收水土流失补偿费
伤亡和财产损失。

【防汛设施】储备各种编织袋１３．９万条，绳８００

１０．９万元。

公斤，铁丝２０００斤、救生器材２０件、发电机８台、水
泵７８台、铅丝２０００斤、手电简和应急灯等照明设备

５００只，雨衣、雨伞等雨具８１０件。铁锹、锤子等小
型工具１０２０把（个）、洋镐１００把，电缆２００米。协议
商定装机、挖机、翻斗车及其他防汛抢险车辆的保

障，
【防汛值珊】领导带班的２４小时值班制度，靠实
责任，严肃值班纪律，对违反值班纪律，不履行好值

班职责造成重大损失或责任事故的，按有关规定追
究值班领导和当班人员责任；准确搞好信息上下传

－１９８－

稀田工程

［梯田建设傻］ 全年，依托实施全国坡耕地水土流

农业Ｉ
失综合治理水土保持项目、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

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中标承建，甘肃泓字工程监理

理工程，成立县梯田建设督察验收领导小组、县水土 ｜咨询有限公司中标，进行施工监理。工程措施中标价
保持项目建设管理办公室，掀起全县梯田建设高潮。 ７４９９９５２９５元，监理中标价１７２６７０元。
｜深入村社宣传，加强技术服务，与有关乡（镇）、村
９月７日开工建设，增加机械推进速度。１２月底，

建立梯田建设公示受益户移交协议，与中标企业签 完成梯田建设７８３０亩，造林３９０亩，主干道３．７７公里，
｜ 订施工合同，每个点派专业技术人员２人，蹲点梯田 栽植行道树１２５９株，修建道路排水沟３．４公里，支付
建设现场，进行技术指导，督促检查梯田建设进展和 工程款７５０万元，占国家投资７５０万元的１００？？
质量。９月动工，每天投劳１５０多人（次），投入大型
［２０１８年省级水土保持补偿费建设项目流川小
｜装机５４台，累计投入大型机械５５０台（班）。梯田验收 梳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工程］项目区位于虎关乡下
采用ＧＰＳ测量，高标准，确保修成一块，验收一块。 沟村，总面积４９０３．５亩，其中水土流失面积４１０５．６５

完成２０１８年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７８３０亩，占 亩。规划新增水土流失综合治理２７９亩，其中营造水
任务的１００？？

保林９００亩，封禁治理１８９０亩，设置宜传标语牌３个。

【全国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康乐县 ｜水土流失治理７０？？上。工程建设资金６０万元，其中
２０１７年度五户乡元树项目区工程通过州级竣工验收】 ｜ 林草投资５５６９万元，封禁投资１２００元，独立费用４．１９
｜１０月２２—２３日，州水保局局长马鹏阳、副局长邹小 万元。１１月，完成建设。

亮带领验收组，对全国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
目康乐县２０１７年度五户乡元树项目区工程建设全面进
｜ 行验收。先后抽取图斑，现场抽查测量外业梯田、造
｜林、道路等工程实施情况，对内业资料和全部档案进

行检查。召开全县２０１７年度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项目验收会议。康乐县２０１７年五户乡元树项目区，按
批准的设计内容全面完成建设任务，措施质量总体
｜达到设计要求。全国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
永保林工程

康乐县２０１７年度五户乡元树项目区工程建设通过竣工
｜验收。

［２０１８年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２０１８ 县水保局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年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涉及八松乡的那尼 局长 陈廷平
头村、塔庄村，白王乡的苏丰村、徐家沟村、新庄

副局长 罗守颖 杨文英（回族）

村，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８２２０亩，其中机修梯田

｜（供稿：冯学斌）

７８３０亩、营造水保林３９０亩，配套田间道路２７．２７公里

（主干道３．７７公里、田间道２３．５公里）、道路排水沟３．４

公里，行道树１２５９株、３．７７公里。总投资９３７万元，
其中中央预算内投资７５０万元，地方配套及群众投劳
折资１８７万元。

养殖企业选介

康美现代农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建设实行责任主体制、招投标制、工程合同
管理制、工程监理制、项目公示制、投劳承诺制、县
｜ 康美现代农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２００２年９
级报账制等管理。６月２３日，在甘肃经济信息网、临 ｜月，总占地３４０亩，有资产２．０１亿元，员工２００多人，
夏州人民政府网同时发布招标公告，州发改委、州 是集人工受精、科研推广、咨询服务、肉牛育肥、饲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定于７月２３日开标，最终由甘肃恒 草料加工、居宰分割、加工冷藏与熟食品生产和餐饮

－１９９－

康乐年鉴测

为一体的现代畜牧龙头企业。有年出栏５０００头标准肉 草机１台，固定式ＴＭＲ全日粮饲料混合机１台，地磅１

牛的示范养殖场，存栏１０００头的德系西门塔尔繁育 台、自动喂料车２辆，肉牛１３００头左右，牛存栏２６０
｜场，年屠宰肉牛６万头、羊２０万只的屠宰和牛副产品 头。２０１８年，出栏１０２０头，实现产值１８００万元。
深加工生产线，冷藏库容量达２０００吨。集团公司依托

宏福现代农牧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省畜牧业协会牛业分会，依靠政府支持，搭建养殖
场、合作组织、种植大户、金融机构的合作平台，发

挥龙头带动作用，按＂标准化设计、规范化建设、制 宏福现代农牧产业有限责任公司位于康丰乡辛
度化管理、精准化养殖、科学化防疫、无害化处理＂ 雍家村，注册资金１０００万元，主要以良种牛羊的繁育
｜的养殖模式，示范带动周边发展年出栏千头以上肉 调拨、育肥、养殖、苗木花卉的种植推广、调拨、农
牛育肥场１７个、５００头以上的３５个、５头以上规模养殖 资服务等为主。有职工２８人，其中管理人员４人，技

户１万户，年出栏育肥牛达３万头。以＂清真、绿色、 ｜术人员８人。同期存栏母牛２０００头以上，年出栏良种
国际标准＂为产品定位，打造＂中国西部清真牛肉第 犊牛、育肥牛３０００头以上。成立公司服务冻配中心，

一品牌＂，推出冷陈肉、冷鲜肉、熟食制品３大系列、 取得省级《钟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按照＂公司＋
１００多个产品，在外地开设＂康美农庄＂连锁加盟专 基地＋农户＂的产业化发展模式，采用＂统一经营，
卖店１００多家，产品销往北京、上海、广州等大中城 统一调拨，风险共担，利益均享＂的原则，与２０多户
市。＂康美农庄＂＂农庄牛仔＂商标被评为甘肃省著 农户联合成立专业合作社，扩大养殖规模。繁育母牛
名商标，集团先后被评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 除供应县内外，远销新疆、四川、西藏、宁夏等省
企业＂＂国家扶贫龙头企业＂，甘肃省私营企业１００ ｜（区）。公司先后与青海省富尔鸿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强。２０１８年、屠宰肉牛１．１万多头，加工熟食品４０００ 新疆石河子四八团牧业中心等省外３０多户企业和省
多吨，完成产值２．３亿元。
内榆中、庄浪、陇西、白银、定西、武都等县（市）

签订长期《供应良种母牛协议。推广良种母牛３．２万

信康肉牛育肥有限责任公司

头，良种母羊１０万多只，实现产值近３亿元，助推精
准扶贫、带动贫困户脱贫。西门塔尔基础母牛存栏
信康肉牛育肥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２００７年３月， ｜１５００头，安格斯牛４００头，湖羊２０８５只，小尾寒羊
有饲养人员４人，其中技术人员２人。有肉牛标准化养 ２３５３只。２０１８年，调运牛１．２万头，羊出栏３４万只，

殖场２个，养殖一场占地５０亩，为生活区、养殖区、 实现产值２１４亿元，利润６６８５方元。
粪污处理区。生活区建有办公用房１１间、附属用房１５
间，养殖区建有单列式标准化养殖围舍、隔离舍１３
｜新华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栋；青贮氨化池５座，建有参观大厅、消毒通道，兽

医室，建成精饲料库房１０间，干草棚３间；有大型侧

新华牧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２００３年，占地８０

亩，注册资金００万元，集牛羊繁殖育肥、禽类养殖
台，固定式ＴＭＲ全日粮饲料混合机１台，自动喂料车２ 及产品加工销售和开发利用为一体的现代化企业。

｜ 草机２台、小型侧草机６台，１５吨地磅秤１台，取草机１

｜辆；粪污处理区建有自动翻搅发酵设施，肉牛养殖 有标准化蛋鸡养殖场１处，家禽屠宰场１处，年屠宰加

｜１０００头以上。２０１０年，养殖场被农业部评为首批

工鸡７万只。有职工５５人，其中技术人员５人。位于附

＂国家级标准化肉牛养殖示范场＂。养殖二场占地７０ 城镇刘家庙村的生态养殖场，以特色原生态林间放
亩，建有单列式标准化养殖圈舍９栋，双列式标准化 ｜养为主，结合种草种树的经营饲养模式，配以黍加当

养殖圈舍３栋，青贮氨化池３座；建有精饲料库房４００ 归等多种原生态中草药的全新饲粮。年出栏七彩野
平方米、干草储存棚８００平方米，建有办公用房６间、 山鸡、珍珠鸡、贵妃鸡等特色珍禽３万只。年出栏肉

１５０平方米，有大型恻草机２台、小型侧草机２台，取 牛６００头，羊１０００只，特色珍禽鸡４万只。标准化蛋

－２００－

农业

鸡场年产鲜鸡蛋５００多吨，５０？？要供应于全县１７１所
学校学生营养改善工程，其余部分销往周边市场。
先后投资８０万元，从南京引进全自动家禽屠宰流水线
一条，成为临夏州首家家禽定点屠宰场。２０１６年，投
｜资１００万元，从山东诸诚引进鸡肉休闲食品生产线设

品认证；公司被评为诚信企业、青年文明号、＂五

四＂红旗团支部、省州县级＂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等。２０１８年，投资２４８万元，兴建食品生产加工扶贫
车间５００平米，引进先进设备吸纳刘家庙村、塔关
｜村、段家坪村等村建档立卡贫困户３０人就业，带动增

备，开发出＂胭脂川＂品牌系列鸡肉休闲食品，探索 收每人每月１５００￣２２００元。选择２４户有意愿、有养殖
出饲养、加工畜禽，实现优势互补，可持续发展的循 条件的贫困户，签订《凭无风险土鸡养殖协议》，由公
环经济产业链。校企合作完成《新华公司当归鸡 司采取统一育苗、统一技术指导、统一防疫、统一品
｜（蛋）研究项目》《富硒鸡蛋》科研项目。以＂公司＋ 牌、统一回收销售。每户发放４０日龄的健康雏鸡５０

合作社＋基地＋农户＋科研＂经营模式，创出＂胭脂 只，配过渡期饲粮１袋，专业鸡笼２￣３组，技术人员
川＂商标特色品牌，获甘肃省著名商标。２００８年，通 每周电话回访。公司统一回收，统一屠宰加工销售，

过国家农业部无公害产地认定和甘肃省无公害农产 户均收人２８００－３５００元。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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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
公思（户学

交学说ｕｔ测

工业和信息化
工业信息

展清真肉食品、中药材、洋芋淀粉等相关产业。申报

优质特色农产品深加工产业链项目４个，其中甘肃康

美现代农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牛产业全程信息追溯
【机构人员］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内设办公室、经 及管理系统建设项目、鲜湿面技术提升牛肉拌面研
｜济运行股、循环经济发展与产业规划股、信息化发展 发与应用建设项目；甘肃康晖现代农牧产业有限责

推进股、中小企业股，下设县工业节能监察中心、县 任公司马铃薯淀粉加工废渣废水循环利用及节能改
造项目；新华牧业有限责任公司鸡肉熟食休闲食品
助保金管理中心，有千部职工１２人。
【经济指标】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康美集团 研发项目。申报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项目１个，
公司。２０１８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３１５６１万元， 新华牧业有限责任公司申报中小企业信息平台建设

｜项目。将５个项目申报纳入省工信委项目库。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２０２６万元
［项目建设］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融资服务】按照＂政府引导、银行牵头、企业
共享＂发展理念，实施＂工业强县＂战略，依据全县 自愿参与、市场运作＂原则、深化和完善融资体制改
畜牧养殖产业和中药材种植业资源优势，打造清真 革，规经营管理、增强融资能力、防范投资风险和
肉食品供应基地和中药材加工及生物制药基地，发 财政风险，加强和规范融资平台建设。县助保金管理
中心注册资金５００万元，为１５户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担

－２０２－

工业和信息化｜

保金额５４３０万元。通过融资平台运行，支持全县养殖
业和肉制品加工业发展。
［信息化］推进＂两化＂深度融合，＂三网＂结

康美农庄＂＂义顺牌＂＂胭脂川＂系列产品为省级
名牌产品。

【服务企业】按照州政府（关于印发临夏州支持
合，加快提高工业信息化水平。针对工业企业少，发 普通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企业服务工作的实施方案的
｜展规模低，管理落后实际，制定《康乐县促进＂十三 通知，全县有大学生１４８人分别与１６户用人企业签订
五＂信息化发展规划。康美公司建立市场销售网络． 《劳动服务合同》。制定《工信系统人才发展规划》。
【天然气建设】总投资３亿元的天然气项目完成
华昱公司实现中央控制室管理。新华牧业公司、义顺

药业公司申报生产过程信息化控制管理。全县光纤 建设，于２０１６年７月通气，减少燃煤消耗量。有天然
｜高速宽带网络覆盖县城小区９５提供１０ＯＭ宽带接 气居民用户１１５２户，商业８５户，燃煤锅炉改气８台。
入服务能力，县城４Ｇ网络达到全覆盖；通信基础设

施建设稳步推进，电信普遍服务补偿试点项目获国
｜家工信部支持，未通宽带网络的４８个行政村实施光网

建设，年底建成，通过州工信委、州电信公司验收；

ｍｒｏ原ｅ分提的天ａ
３章工高Ｔ住活的诗宽未

｜（５个乡（镇）所在地实现光纤全覆盖，１５２个行政村

中９５？？行政村实现光纤、有线宽带覆盖，３Ｇ网络覆
盖半１００？Ｇ网络自然村覆盖率９８？？上。州到县
城数据网带宽达１０ＯＣ，各乡（镇）出口宽带达ＩＣ。按
照《县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全县农村通信网络建设
天然气入户宣传
助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实施方案》，实施线路、基
站建设，乡（镇）、村干部协助解决建设征地问题。
电力公司协调对部分区域设备用电不到位的接入电 具工信局领导珊千成员名录
局长 马玉海（回族）
网，确保设备运行。
马文忠（回族）范效红
纪检员魏秦昌

（供稿：马俊峰）

电力供应
［机糊人员］国网康乐县供电公司内设综合管理

安全生产检查

部、财务资产部、安全监察质量部、调度控制分中

｜心、运维检修部、营销部，下设基层供电所１６个，有

【工业发展及产品】制定康乐县贯彻执行临夏 职工３２０人。
州＂十三五＂工业转型升级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实 【购（售）电量」２０１８年，累计完成购电量
施方案》，结合行业特点和企业实际、制定实施＂一 １４５１６．９７万度、同比上升５８４．７３万度，上升率４．２％：
业一策＂方案。全县初步形成肉产品加工、工业循环 完成售电量１２４９６．６万度，同比上升１２５０８９万度，上

经济、小水电、中药材加工、建筑建材、塑料包装、 升率１１２？？？电收人７５７２３９万元，同比增加ｓ９４．１１
制香业、现代服务业等新型产业，主要产品有：淀 ｜万元；售电均价０６１元，同比下降００２元；综合线损
粉、清真牛学鸡肉、机砖、当归醋、当归蛋、电等； 率１３．９２同比下降５．３６个百分点，其中３５千伏线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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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活动，抽调精兵强将、筹集救灾物资，开展抗洪

率０．９７同比下降３．０１个百分点，１０千伏线损率

救灾和抗雪救灾，排除因洪水冲毁、厚雪积压造成的
【电网概况】电网由３５１４广康线、３５１５新虎线两 倒杆断线、跳闸停电隐患，恢复灾区供电。开展房

１３．０７同比下降２．８７个百分点。

部分组成、主网架结构为３５ＫＶ。辖１１０千伏变电站１ 线、树线矛盾排查整治。开展以春（秋）季安全大检
座，３５千伏变电站６座，主变１２台，总容量７９１００千 查为重点的安全专项工作，完成全州旅游宣传月、高
伏安。１１０千伏线路２１．５公里；３５千伏输电线路８条， 考、春节、五一、国庆等重大活动、节假日保电任

线路１２３．５１公里，１０千伏线路７４１．３６公里，０４千伏线 务、以星级供电所创建为契机，专项督察基层单位
路１５９６．２５公里，有配变７６８台，容量７２６０５ｋｖａ。全网 工器具管理和使用悚况，管理水平逐年提升。兑现安
有小水电站共计８座，发电机组１８台，总容量１１．１９兆 全专项奖励，定期开展配网故障跳佩分析和安全隐
瓦，年发电量约２６３５４８万千瓦时。电网最大负荷 患排查整治，配网跳闸率显著降低。
【市场营销］用电信息采集步伐加快，开展电费
３６．５２兆瓦，最大日用电量４９８万千瓦时，小水电最大

回收＂双清＂活动，推广手机缴费、电费预存等收费
【人力资源】有专业技术员工４７人，其中副高级 方式，改走收为坐收，减轻一线员工收费负担。开展

出力９．２兆瓦。累计供电量１４５亿千瓦时。

职称１人；中级职称１２人，初级３４人。有技能员工２８２ 优质服务，营销服务规范化供电所９个。加强计量资
人，其中技师４５人，高级工２１２人，中级工２４人，初 产规范化管理、推进拆除旧表清仓利库工作。落实台

级工１人。以岗位培训为基础，以全员培训为重心， 区经理制实施方案，在苏集镇、流川乡供电所开展试

｜举办各类业务培训班９期，培训职工１６８人。开展职工 点，合理优化配置班组人员，理清工作界面，细化任
技能运动会，为优秀学员３０人颁发荣誉证书和纪念 务指标，按照线路、变台、表箱、人员等分布情况，

建立客户档案台账，充实台区基础资料，规范台区
【电网建没】围绕县上提出的建设＂一湖两山三 经理的服务内容、行为规范和基本素质，在辖区内每
园四河五桥六区八路＂的总体规划及电网脱贫攻坚 个变台、表箱、开关柜张贴台区经理公示牌，制做便

｜品：

建设，将电网建设紧跟全县重点项目建设，实施２０１８ 民服务卡，绘制台区经理组织架构图，形成较为完善
年脱贫攻坚农网改造升级１０千伏及以下工程，批复规 的台区经理框架。持续开展＂四率＂创优竞赛活动，
模为：改造１０千伏线路３．１公里；改造０．４千伏线路 前三季度，系统有２个供电所获＂创优奖＂，９个供电

６４．０１公里，新建１０配电变压器３４台，容量３３４０千伏 所获＂进步奖＂。
安，总投资１０９６万元，委建单位为白银供电公司，由
白银银珠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施工，９月２０日 国网康乐具供电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开工建设，完成１０千伏线路２８公里，０４千伏线路５１

理岳建军

支书记 马占全（回族）
公里，安装配变１５台，容量２１００千伏安。投资１０９６万
元，改造上湾乡三条沟村，八丹乡叶素村、吊庄村、 副经理 沈建华 张亚强
马云山（回族）
芦子沟村，康丰乡头岔村等５个贫困村农网电网，年 工会主席
｜底完成建设。第一批建设１０个电站，容量１６０７９千瓦，

涉及２４个贫困村、２２９７户。一期建设光伏扶贫电站７
个、容量１０８５０千瓦，涉及１６个贫困村、１５５０户，完

成基础浇筑、支架安装、１０千伏线路架设任务，部分
电站的光伏板正在安装。二期光伏扶贫电站３个、容

量５２２９千瓦，涉及８个贫困村、７４７户。部分电站完
成基础浇筑。

【安全管理】开展安全规范培训、考试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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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赵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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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选介

｜和程序文件，以及企业质量职能组织机构图等相关

文件资料，制定岗位人员责任制，使质量体系的建立

从组织、机构、岗位、规范标准、职能职责上得到保

证。经申请由国家批准的、公正的第三方权威机

县建筑工程公司

｜构——北京恩格威质量体系认证中心，严格按

ＩＳ０９００１：２０００标准进行现场审核，对公司《质量手
册》和１９个程序文件及施工现场，每个过程记录进行
｜质检股和办公室，下属施工处３个，在册职工２００人，
县建筑工程公司内设财务股、安全股、技术股、

为期５天的外部审核，经中心专家审定，通过ＩＳ０００１
职称人员８８人，其中工程师１２人，助理工程师３７人，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企业多次被评为＂重合同，守信
用＂企业，＂全省文明乡镇企业＂＂全省诚信守法企
助理会计师７人，技术工３０人。有各级各类持证上岗
业＂。总经理康胜获＂第六届甘肃省乡镇企业家＂＂。
｜人员８８人，其中中级人员１２人，初级人员４０人。城镇
（供稿：马如清）
集体房屋建筑施工总承包三级企业。可承建高度１４
层及以下，单跨度２４米及以下的房屋建筑工程；高度
申华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７０米及以下构筑物；建筑面积６万平方米及以下住宅
其中固定工人５人，技术工人４０人，管理人员２０人。

小区或建筑群体工程。有固定资金６４２万元，流动资

申华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下属８个项目部，有
金３２２万元。施工机械设备３２１台（件），总功率
６２５０ＫＷ，动力装备率每人８４千瓦，技术装备率每人 员工９８８人，有各类技术人员１５８人，其中高级工程师

４３２９元。承建工程项目：县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中 ２人，工程师３３人，经济师１人，会计师２人；助理工
心、县司法局业务用房及地下设备用房、原县一中操 程师９７人，助理经济师２人，助理会计师４人，助理统
计师４人；建筑工程建造师２３人，二级建造师１２人，
场公路一侧安置房建设项目工程等。
三级建造师１１人；造价工程师１人，全国造价员１人；
县建筑工程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经理 马良山（回族）
制经理 马俊林（回族）

水利工程三级项目经理６人。企业资质等级为房屋建

筑二级，市政、水利三级。注册资金２５８０万元。先后
承建县医院住院部，县医院门诊楼，康乐一中教学综
（供稿：马晓萍） 合楼、学生宿舍楼、教师公寓楼，县东环城路水利工
｜程，中砥河水利工程，县城排水改造市政工程，总产

胜龙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值２４１亿元，建筑面积１７．６３万平方米，上缴税金１２９２

｜万元。被县政府授予＂守合同重信用企业＂＂纳税

胜龙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内设投标办公 大户＂（两次），被州建筑业联合会评为＂２００９年临

夏州优秀企业＂，被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授予＂守合同
营科和财务科，有独立核算的项目经理部５个，有职 重信用企业＂，被省建筑业联合会评为＂甘肃省建筑
工８１０人，固定工４８人，生产工７４１人，管理人员６９ 业诚信企业＂（两次）。承建的康乐县城中苑商住楼
人，有专业技术人员１５３人，其中高级职称２人，中级 被省建筑业联合会评为＂２０１２年甘肃省建设工程文明
职称２３人，初级职称１２８人。房屋建筑工程总承包二 工地＂；康乐一中综合楼被被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评
级企业。注册资金２５８０万元，总资产２９７３万元，有固 为＂２０１２年度甘肃省建设工程＇飞天奖＇＂，企业被省
室、技术质量科、安全生产科、设备材料科、计划经

定资产１３４８万元，年总产值３３５５万元；年均缴税１１２ 私营企业协会评为全省＂百强企业＂。总经理申志江

万元、为公益事业、汶川及玉树地震灾区捐款捐物９６ 被甘肃农村劳动力资源促进会评为＂优秀企业带头
人＂。
万元。公司专门设立贯标办公室，编写公司质量方针

（供稿：马如清）

康乐年鉴测Ｐ

玉
（供稿：马如清）

｜荣庆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中渝燃气公司

荣庆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内设生产安全科、
经营管理科、技术质量科、材料设备科、办公室；有 中渝燃气有限公司成立于２０１４年５月，内设总经
工程技术、经济管理职称人员６人，其中中级１０人。 办、行政办、工程技术部、安全运维部、市场部、财

建筑三级项目经理１３人。建筑施工总承包三级、市政 务部，有员工１４人。主营城市燃气供应与天然气销
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注册资金１００万元，固定资产 售、ＣＮＧ汽车加气站、燃器具销售与维修业务。全
７００万元，从业人员１６００人，主要施工机械１８０台。 县天然气工程项目总投资３亿元，设计规模为年供气
在工程质量管理上做好五个坚持：坚持公司所承建 １２亿立方米。上游气源为临洮八里铺门站。主体工
｜每个工程项目做到严格管理，精心施工，遵守施工 程于２０１５年５月３０日开工，建成临洮到康乐高压管道

规范及图纸要求，力求创造品牌工程；坚持工程管理 ２１公里；县城主供气中压管网１５公里，天然气管网
｜人员和技术人员在施工中跟班作业，明确责任，各司 覆盖县城大部分区域。２０１６年７月６日，天然气输送到
其职，把好施工质量关，做到施工中发现问题及时处 ｜康乐县城。２０１８年１月，管道天燃气竣工。２０１８年，
｜理；坚持对竣工交付使用的工程，定期回访，做到为 主要用气小区有７个，即：城东农林局家属楼、福鼎

所建工程终身负责的承诺；坚持对员工＂抓好质量 公馆、阳光庭院、太子山小区、滨河庭院、滨河花
关、保质保量＂的教育，明确工程质量；坚持把建设 园、国盛家园、城中苑Ａ、Ｂ区、鸿鑫润苑，天盛嘉
｜单位满意作为公司全体员工奋斗的目标，创造良好 苑、民贸小区、公安局家属楼、一中家属楼、德馨苑
的管理系统。
小区、良恒嘉苑、良友Ａ、Ｂ区、西街清苑。居民通

（供稿：马如清） 气１１５户，商业户通气８５户，取暖锅炉５吨，茶水锅
２吨，德兴加气站Ｉ个。年用气量１８０万立方米。

（供稿：杜生霞）

长建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热力有限公司

长建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位于附城镇石
王村、具备修建土建、市政、公路、河堤护坡、水利

热力有限公司是以城市供热为主的民营股份制
工总承包二级、市政工程总承包三级、公路工程总承 独资企业，于２００９年９月成立，注册资金２６００万元，
水电等附属工程能力，由省建设厅核发房屋建筑施

包三级资质。有固定资产３５０２万元，流动资金２１７８万
元，在册人员１９８人，管理人员２８人，专业技术人员
７５人，其中工程师２２人，助理工程师４６人，造价师３
人，会计师２人，建造师２２人。先后被评为＂先进文

规划供热面积１２０万平方米，内设行政部、财务部、
营运部、采购都、技校部和监测部等部门。２００９年１１

月供暖，安装＂四七一＂１４ＭＷ热水锅炉１台及其他
附属设备，淘汰小型燃煤锅炉２７台，埋设室外管网

明施工单位＂＂重合同，守信用企业＂＂２０１８年度建 ３０００多米，供热面积６９７３２平方米，总投资１４８０多万
筑施工质量安全管理考核优秀施工企业＂。承建代表 元。２０１０年，实施节能技术改造项目，重新砌筑５０

工程项目有：县中医院建设项目，松树沟小学建设项 米高的环保无污染烟简１座，安装自动无工补偿变频

目，洮河康乐段水域污染防治工程三岔河绿地生态 设备１套，新增供热面积２２８１６０平方米，总供热面积
综合治理项目第一标段，县城区供水工程输水管网 ２９７８９２平方米，淘汰小型燃煤锅炉１９台，埋设室外

建设项目第一、二标段，石墩至二郎庙公路建设项目 管网２４００多米，总投资１２００多万元。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

第一、五标段等，承建项目合格率１００？？承建的松 供热面积逐年增加，累计安装２８ＭＷ热水锅炉３台及
树沟小学建设项目被评为优良工程。

附属设备，砌筑麻石水浴除尘器１座，新建储存１万多

－２０６－

业和信息化｜

吨煤的地下煤场，累计淘汰小型燃煤锅炉２６台，埋设册例
册资金２００万元，内设供热管理部、供热办公室、财

室外管网４４００多米，供热面积增加至４０多万平方米， 务部、档案资料室、供热管网维修材料保管供应部，

有职工４２人，其中技术人员１６人。有锅炉房１座、４０

总投资２３００万元。２０１６年后，根据县环境保护局大气

污染防治措施及要求，进行烟气脱硫安装工程，新 吨热水锅炉１台，埋设窒外供热管网５．０８公里，建成
建高度１７．５米的３座脱硫塔，４座沉淀池，３个布袋除 ｜换热站５处，均换热面积１０万平方米。主要承担县城

尘，２座循环池，２个操作间及其他附属设备，总投 东新区集中供热，包括聚租房、东都小区、县公路路
资约６５０万元。２０１８年，安装废气物排放在线监测设 政执法管理所、国税局家属院、滨河庭院、象山家
备，实施监控烟气排放，添加大量氢氧化钙、碳酸钙 园、消防大队、交警大队、县医院、卫计局、国税
达到降低硫、硝等有害气体浓度。公司成为全州第一 局、民政福利院、城东小学、城东幼儿园、康乐中
批供热行业环保设备精良企业。
｜（供稿：杨文祥）

学、建筑学院、丽景家园等。每年为县综合福利院捐
赠面粉、大米、清油，为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康乐
校区捐款２０万元。

城东新区供热有限公司
县城东新区供热有限公司位于新区纬三路，注

Ｌ２０７－

（供稿：芦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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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通信
１条、７０公里，县道９条、２９．１公里，乡道１４条、
１５４．９公里，村道５６条、７２１．６里，社道１７０４条、１０５７
公里，旅游专用道１条、１５８公里。１５个乡（镇）、

｜交通运输

【机构人员］县交通运输局内设公路养护站、路 １５２个行政村全部通油路或水泥路，通畅率１００？？
政办公室、规划建设股、公用型汽车站、安全股、办
公室，下设县水运管理处，有干部职工５２人。
康乐县违东站
【公踏建设】加大项目争取，抓道路建设，形成

以国道２４８和３１０为主骨架，以省道草上公路，县道杜
｜家嘴至牙扎坎、康乐至苏集、白王至魏家寨、团结至

塔关、康乐至上满、杨台至斜路坡、丰台至竹子沟、

马集至墩湾、苏家至康丰公路和旅游扶贫大通道为
主要连接线。以农村通达、通畅道路为脉络，依托１５

【项目建设］６个结转项目为葱滩至石墩公路全
个乡（镇）的立体交通网络布局，全县农村公路通车
｜总里程达２３６８４公里，其中国道２条、１２０公里，省道 长３３４６公里，完成总工程量的９项目二期工程

可研批复，待施工图批复后招投标。总投资１６．１亿

２０６－

交通通６

元，全长５１公里的康乐至卓尼二级公路康乐段工程， 发，影响道路安全通畅，及时组织养护人员进行养
于２０１６年建成路基工程。全长２３公里，总投资 ｜护，清理康上八路边沟４６公里，清理塌方及滑坡土方
｜６２６３．４５万元的草滩至上湾公路改建工程，于２０１６年９ ｜ １．２万立方米；清理白八公路边沟４公里，清理塌方及
月下旬开工建设，２０１８年７月底建成。全长３３．５公里， 滑坡土方７００立方米；清理丰直公路边沟４公里，清
总投资５３５３万元的旅游扶贫大通道石墩至二郎庙公路 淤涵洞２道、１３米，清理排水沟一道１４０米。１０月，发

建设工程，进行桥涵、路基施工，２０１８年底建成路面 布公告加强村道养护，聘用农村公路养护员４８０人已
沙方工程。总投资９８９万元，全长５．５公里的康广公路 上岗。
｜虎关至康乐段养护维修Ｔ程项目开工建设，完成底
基层冷再生工艺，浇筑完成登路肩和水泥稳定层铺 具交通运输局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筑，计划２０１９年５月底建成通车。投资２３８９万元，占 局长

地５０亩的县汽车站续建项目建成。
新开工建设州交通局下达２０１７年第三批危桥改造

长马世兰（女，东乡族）白国俊（回族）
｜总工程师马进龙（回族）

２座，总投资１３６万元，于６月上旬开工建设，全部建 纪检员杨 患

成。州交通局下达６条、５０公里２０１８年安全生命防护

（供稿：姜云龙）

工程，投资３５０万元，全部建成。＂畅返不畅＂工程
１４条、３８．５８公里，总投资３７６０．９５万元，，全部建成。

水路运输管理
【机构人员］县水路运输管理处有干部职工６人。
【水运建设］２０１８年，完成省、州、县下达的各
项工作任务；完成投资７万元的码头停泊浮桥建设；

９马３：Ｈ３２ｓｏ

申请州水运处新增投放船舶２艘，运力６６客位，辖区

｜总运力达到１４８客位；出动执法车２２０辆（次）、执法
｜船４４艘（次），出动执法人员５８０人（次），完成客运

苏集至流川团结公路

【交通项目储备】抓交通项目储备，储备项目
有：总投资１．８９亿元，全长２３．８公里葱滩至下乍扶贫

量１．１万人（次），未发生水上交通事故。

旅游大通道（葱滩至石墩段）公路二期工程各项前
｜期工作，争取于２０１９年４月开工建设。争取完成总投

资３．７８亿元，全长７．３８公里的段家坪至白家：级路工
程和总投资２４６亿元，全长１４．３１公里的塔关至拔子沟
｜二级公路立项评审。全长２２公里，总投资４２７亿元的

Ｌｙ

白王至虎关公路建设工程，编制施工图。全长１１４．２
公里，估算总投资１４５万元的康乐旅游扶贫大通道２２
条连接线工程，可研报告编制完成。
［农村公路管护］建立县乡村三级农村公路养护

旅客运输

机构，印发《康乐县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办法》，明确 具水路运输管理处领导近子威员名录
任务、靠实责任，加强日常管护，整治道路卫生、农 主 任 张书元
（供稿：陈永康）
作物晒碾等问题。年内雨水多，泥石流自然灾害频

－２０９－

康乐年鉴

据

公路管理

理管养路段发生泥石流及边沟、涵洞、桥底淤泥。备
防滑料２２０立方米、融雪盐６吨，保障冬季公路畅通。

［机构人员】康乐公路管理段下设康乐养管站、
景古养管站，有职工５７人：
【养 护路线和里程】管养路线 Ｓ３１１线

１０９Ｋ４７８—１７０Ｋ＋８７５（杜家嘴至莲鹿），其中将
Ｋ１２０＋２００－Ｋ１２５＋５００段（起点Ｋ１２０＋－２００为中元桥，
讫点１２５＋５００为附城镇高家村高家桥路口）公路产
权、管理权移交县人民政府，Ｓ３１７线４Ｋ＋７００—
｜４７Ｋ＋０００（康乐至槐山子），养护总里程９８．３９７Ｋ，主
｜要对管辖路段的路基、路面、桥涵等构造物进行维

修和养护、维护路产路权

高构ｙ烈

路面除营

康乐公路管理段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党支部书记
段长
孙全胜
副段长

赵文涛

（供稿：马兰英）

运输管理
清除淤跳

公路养护管理］２０１８年，围绕公路路容路貌整

【机构人员】临夏州道路运输管理局康乐县分局
｜内设办公室、运政法规股（运政大厅）、稽查队、财

治、小修保养等重点、处治各类公路病害，恢复路容 ｜务资产股、运输安全股、培训股，有干部职工１４人。
路貌，做到边沟畅通、路肩、边沟线型流畅，路容路
【道路营运】２０１８年，全县有营运车辆４４９９辆，
｜貌整洁。累计处治翻浆６６４８平方米，油路修补１．１万 客运量４８万人（次），客运周转量３２８８９万人（公
平方米，路面灌缝７吨，埋设钢筋玲农路涵４９０米，搭 里）；货运量５１８万吨，货运周转量５１０９０万吨（公
设农路涵盖板１０７米，调整路肩墙１９８５米，修建挡墙 ｜里）。全县有道路运输企业２０户、其中道路旅客运输５
４５６立方米，新修建Ｍ７．５浆砌边沟、排水沟及涵洞进 户，营运客车９０７辆（市际班车５０辆、县际班车１５辆、
出口２５４５立方米，阶边沟２３４立方米，新建拦水带 县内定线客运５４５辆；公交车６３辆；出租车２３１辆）。
５６立方米，砂浆抹面１３９０平方米，补画路面热熔标 道路货物运输５户，维修企业５户，汽车客运站１户，
线４０平方米，刷新钢管护柱６５９根，更换７６根，安 驾驶员培训学校４所，综合性能检测站１户。开通线路
装警示标志牌２块，更换维修标志牌２５块，更换维修 ５３条、３６１个班（次），其中跨区客运线路１０条、５４
｜护栏１２８米，增设涵洞信息牌１１６块，更换损坏的桥梁 个班（次）；县内客运线路３２条、２２８个班（次）；公
信息牌５块。汛期，清理泥石流、边沟淤塞８２９１立方 交（城市公交）１０条、６３个班（次）；县际线路１条、
米，清理涵洞及桥底淤泥Ｓ５４８立方米，出动机械运输 １６ 个班（次）。
｜车辆３４台（次），其中租用挖掘机３６台（班），彻底清

【客运市场禁治】年初，联合公安交警、乡

睡 通标

｜（镇）派出所等相关部门组成联合检查组，在全县开 号。全年，单独或会同相关部门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
｜展以整治道路运输客运市场为重点的专项行动。根 １０次，检查企业１８户（次），查出安全隐患７６条，现

据客运市场无证非法营运＂黑车＂有增无减的实际情 场纠正４８条，督促整改１８条，限期整改１０条。
况，安排开展客运市场专项整治行动，重点对康乐至
［基础管理】督促客运企业加强对驾驶员遵守法

兰州、康乐至莲麓、苏集、白王等线路和出租车市场 ｜规、安全生产、文明服务等方面的教育培训，提高从
中存在的＂黑车＂违法违规经营行为进行整治，出动 业人员服务意识。邀请县旅游局、红十字会、消防大
稽查车１２９６辆（次），出动稽查人员４８５０人（次），查 队，从县城简介、旅游景点推介、人文历史、美食小
｜扣＂黑车＂１５６辆（次），查处违章２３９起，纠正违章 吃等方面对全县客运驾驶员进行分期分批培训，让
２８１ 起，处理各类投诉６起，制做执法文书１１８份。开 出租汽车驾驶员成为康乐形象的推介者和宣传者，
｜展争创文明企业、文明诚信客车、文明服务窗口等示 提升出租汽车驾驶员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营造规
｜范活动；开展全县从业人员、安全员、管理人员参加 ｜范经营、优质服务＂爱我康乐、文明出行＂的良好氛

的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大会、安全生产培训大会；高考 围，将＂五星出租汽车＂创建活动推向深入，在全县
期间，免费接送考生，开展＂爱心助考＂高考志愿服 提倡热心、周到、热情服务，树立健康、规范、安全
务活动。推进全县出租汽车行业争创＂五星出租汽 的出租车服务示范形象。鼓励更多出租车驾驶员向
车＂活动，提升出租车行业服务形象。开展２０１７年度 全州＂十佳驾驶人员＂看齐，规范经营行为，提高服
质量信誉考核，通过企业自评和初评，道路运输企 ｜ 务质量。
业获得ＡＡ的企业比例占９０？？上：
｜【依法行政】在办理投放、增加客运车辆等行政
｜【源头监管】督促各运输企业、汽车客运站明确 许可前开展调查，进行可行性及风险评估，向州运管

岗位职责、完善安全设施设备，确保生产安全。督促 局汇报沟通，集体研究决定，按照许可权限和行政许

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以创建＂平安交通＂为 可规范办理。对许可的事项，按照减环节、减程序、

主线，与所有运输企业签订《安全目标责任书》，督 减时间的要求尽快办结，对重要事项按程序进行公
｜促各运输企业与单车签订《安全目标责任书》，明确 示，落实政务公开的各项规定。完善行政执法程序，
运管机构安全监管职责和运输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 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加强行政执法监督，确保执法
任。全县道路运输行业每季度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 过程中做到程序合法、着装规范、用语文明、手势标
议，部署安全生产工作，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开展安 准、证据确凿、裁量准确、文书规范。开展道路运输
全生产大检查，堵塞事故漏洞。提高道路运输安全应 ｜ 法律法规宣传，出动宣传车１２辆（次），制做宣传版
｜ 急保障能力。制定和完善道路运输应急预案，畅通应 面８块，散发宣传单４０００多张，编发工作简报２３期。
｜急求助电话，做到反应迅速，处置及时。按照企业为
［综合治理】开展矛盾纠纷排查整治，掌握、调
主、行业监督、灵活调度的原则建立客运应急运力储 ｜处各种矛盾纠纷。对来访群众，班子成员第一时间赶
备，缓辉节假日等客流高峰的运输压力，提高应对突 赴现场调处，对来访群众合理诉求，向上级部门反

发事件和紧急情况的能力。督促道路运输企业落实 映、与有关部门协调解决，全县客运市场基本保持稳
管理人员，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各类基础台 定。建立经营者、企业及管理部门三级信息共享机
账和车辆、人员档案，履行安全生产职责，加强从业 制，设立专门的信访电话，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对发
人员学习和培训，落实安全生产例会和从业人员学 ｜现的道路运输行业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介人调
习制度。定期不定期开展安全生产检查。督促协调各 ｜处；对群众举报投诉和信访案件认真受理，对来访群

运输企业与相关部门，解决车辆动态监控中存在的 众耐心接待，对反映的问题协调办结，对各类转办事
问题、保证各运输企业所属＂两客一危＂重点营运车 项认真查处。全年，共办理各种举报投诉案件６件、
辆的ＣＰＳ动态监控运转；督促维修企业对电子档案上 办结县委、县政府督查室转办网民留言３件。
传，对查出的问题，建立台账，挂牌督办，逐一销

－２ｌ－

乐年鉴部

路通行环境，营造＂畅、安、舒、美、洁＂出行环

州运管局康乐县分局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境。以全省全域无垃圾专项治理活动为契机，重点整

局 长 汪佐新（东乡族

治公路和公路建筑控制区两侧堆积物及非公路标志

同局长 王国忠 田海军（回族）

（供稿：张顺平） 牌。发放《公路法》《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等宣传资

｜料３００余份，签订单位自行拆除承诺书６份，共拆除
｜非公路标志牌２２０余块，整治＂三堆＂６２处。开展路

路政管理

域环境联合＂整治百日＂专项行动和＂全域无垃圾＂
环境治理。开展非公路标志牌治理＂回头看＂，发现
【机构人员】 康乐公路路政执法管理所隶属临夏 一处、清理一处，打造良好路域环境。
公路路政执法管理处，内设综合办、业务办，有干部

职工４人。
【管理巡查］２０１８年，以＂保护路产、维护路
权＂为中心，以＂执法为民、服务社会＂为宗旨，夯
实内部基础，规范路政管理，抓好依法行政能力建
设、执法队伍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基层党组织建

设，提升综合执法能力和服务水平。全年，累计巡察

２．１１万公里，恣查１８２次，７４５人参加，巡查率１０３％；
查处违建１处；罚收Ｓ起路产损环补偿费２３８１５元。打

公路环境整治

击公路设点摆摊、加水、打场、乱建、乱堆乱放等侵

【超限治理］与县交警大队联合，按照各自职责

占路产违法行为，集中查处违法建筑、整顿马路市 做好超限超载联合整治工作。以辖区超限超载车辆

场，依法打击损坏公路、公路用地及公路附属设施违 必经路段为主阵地开展整治，通过点上查、路上巡的
法行为，

方式，打击非法超限超载、车辆绕行、逃避检测等行
为，形成区域内高压态势，查处不规范装载运输车３５０

辆（次）。在Ｓ３１７线设立综合执法临时办公场所，杜
绝超载车辆上路过桥行驶。加大治超宣传力度，以

案说法，发放公路法》《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肃省公路路政管理条例》《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
管理规定》等宜传资料８００余份。

［安全生严】以＂防风险、除隐惠、强责任、建

机制、抓落实＂为主题，开展＂平安交通百日行动＂，
拆除非公路标志牌

｜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加强道路安

【队伍建设］提升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以岗位 全隐患检查，对辖区路段增加巡查频次，提高巡查质

练兵为重点，采取集中授课、个人自学、组织研讨等 ｜量，重点是桥涵、临水、临崖、急弯、陡坡路段。加
形式，学习路政管理法律法规、相关制度、文书制作 大路域环境治理，集中整治公路＂三堆＂、运输车辆
及公路保畅应急预案、安全防范等知识。对队列及交 上路遮盖篷布、防沙石料抛洒、超限运输等，改善公

通指挥手势进行规范和训练，提升路政部门执法形 路路域环境，保障公路行车安全。加强单位内部安全
｜生产，对办公区域及宿舍、水源、电源、灭火器等设
象。
［佛城环境治理｜ 改善省干线路容路貌，优化公 施和巡察车辆进行检查。建立隐患和风险排查清单，

－２１２．

｜交通通信

及要求。加大涉路施工监业务、信贷业务、理财业务、信用卡业：
管，督促施工单位做好现场安全保障、交通维护。吸 和代收代付业务。代收代付业务主要包括代发工资、
取＂ｌ１１·３＂重大道路交通事故教训，重点排查辖区公 代发养老金、代收电信资费、代收公益事业费、代收
路路面、桥梁、涵洞、边坡、临水、临崖等部位，发 电费、代缴税金等业务。全年、全县邮政金融类业务

现一处、整改一处，第一时间制做《公路巡查告知 收人１２０５万元，同比增长１３．６２？？？人储蓄存款净
书》，督促公路养护部门及时修复，从源头上消除安 增８５００万元，储蓄存款余额６．２亿元，公司存款余额
０．４７亿元。

全隐患。

【邮务业务】利用点多面广的优势，致力于＂立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５月，结合＂路政宣传月＂活 足当地、服务＂三农＂、服务地方、服务社会＂。全
动，开展法律法规宣传；６月，开展＂安全生产月＂ 年，邮务业务收人６７．１５万元，同比增长０６３其中
活动，普及安全知识，推动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发 函件业务收入１１．５万元，同比增长０６２？？？刊业务
展；９月，开展＂诚信兴商宣传月＂活动，采取悬挂 收人４７．８５万元；集邮业务收人７．８万元，同比增长
【专项活动］４月，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横幅、设立信用政策知识咨询台等方式，宣传普及 ０．０７？？

信用交通知识。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营造

【速递物流业务】承担社会责任，助力农村电
良好的网络舆论环境；１０月，开展＂信用交通宣传 商，在县城建立邮乐购站（点）４处，与县商务局协
月＂活动：１２月，开展＂宪法宣传周＂活动。
商，申请将乡（镇）一级电商服务示范点设在公司农

村邮政所，为客户提供实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管理
服务。全年，完成业务收入９８万元，同比增长

康乐公路路政执法管理所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所长 王继伟

（供稿：贾 胜）

３１．６７？？

中国邮玫康乐分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名单
总经理马岩（四族）

邮政

制总经理高显强

（供稿：尤 红）
【机构人员］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甘肃省康乐县分
公司内设综合办公室、市场营销部、金融业务部、文

电信

化与传媒中心、渠道部和邮储银行康乐县新治营业
所、附城营业所、胭脂路营业所、新治街支局、封发
【机构人员】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康乐分公司
投递中心，下设乡（镇）邮政代办局所１４个，邮乐购
站（点）３２处。有合同制员工２５人，其中助理经济师 内设办公室、政企客户中心、渠道中心、维护工作
５人。
站、营业厅、城市支局、苏集支局、虎关支局、胭脂

【业务收入】全县有汽车邮运线路二条９７公里， 支局、景古支局，有合同制员工１７人，其中工程师４
电动车、自行车投递线路２５条、９０公里，具有点多 人。
面广的特点，网络覆盖全县城乡。２０１８年，完成业务
【项目建设】完成全县１５２个行政村光纤到村工
收入１４０８万元，完成年计划的１０１．８同比增长 ｜ 程建设，实现１００？？盖。县城除新建小区外，各住

１１．６６？？？成邮政业务总量９３０万元，同比增长 宅小区、办公大楼光网覆盖率达９８？？
｜【主要业务】固定电话、移动通信、互联网接入

｜１６１？？

【金融业务】邮致金融业务包括个人业务、公司 及应用、数据通信、视讯服务、国际及港澳台通信

－２１３－

康乐年鉴ｍ

点建设１５个乡（镇）街道，１５２（村）完成５６？？村

等

｜ 级建设，安装分纤箱４３１０个。在各类立项中签约小区

１７个，签约集团单位专线１１０家，签约安装车务通
１１０台。

Ａ５ＡａｌＡｔ公，２Ａ７
职工大会

中围电信康乐分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总经理王新明
副总经理 吴锋曾有青

工作会议

［景点诠置」康乐县智慧旅游项目投资２８７５万

（供稿：常忠德）

元，搭建康乐旅游网站、微信公众平台、小程序，为
游客提供县内旅游动态、在线预订、办事指南、旅游

投诉、咨询及康乐县内旅游景点、线路、旅游产品介

移动

绍等；建立康乐全景虚拟旅游观景系统，拍摄康乐之
旅实景，游客可通过网站、微信和客户端足不出户，

［机构人员］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康乐分公司内 身临其境感受康乐的美景；建立智能ＷＩＦＩ系统，在

设综合部、业务运营部、政企客户中心、建设维护 莲花山、竹子沟、胭脂湖公园主要景区及县城安装无
部，有员工３５人，其中派遣制员工２人。
线覆盖设备２０台，满足游客免费上网的需求；安装智

［基础设施）有基站３２７个，其中２Ｇ基站１６４个， 能视频监控，监控景区人流量较为集中的区域；建设
直放站３１个，覆盖率９８？？纯４Ｃ基站１３２个，４Ｇ信号 智慧旅游指挥中心，将视频监控、无线ＷＩＦＩ系统运

｜覆签率９８？？有景古镇、草滩乡．胭脂镇、虎关乡、

行状态及分析等进行集中展示，并进行调度及应急指

流川乡、康丰乡、苏集镇、八松乡、上湾乡片区营销 ｜挥；建立旅游大数据分析系统。

中心，县城滨河、什字、苏集３个自营营业厅，仿古

街、中心２个承包营业厅，景古镇、草滩乡、胭脂镇、

中国移动康乐分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虎关乡、流川乡、上湾乡、苏集镇、八松乡片区营业 总经理张永
厅，３７家指定专营店、７１家合作商．
副总经理 张爱林

（供稿：周彦洁）

｜【业务工作］紧抓流量业务营销过程中的＂人

网、终端、促销、走动＂四大触点，渗透性落实新增

客户植人、终端搭载、促销组合和４Ｇ客户发展。在
县城什字和９个片区所辖乡（镇）利用逢集日进行户
外宣传，组织外呼人员进行流量、终端、套餐等精
｜准外呼。由政企客户中心、客户经理在集团单位进
｜行信息化产品的营销。打好互联网业务基础，组织

公司后端营销力量，街道辅面营销５０余（次）。分纤

｜联通
｜ｌ机构人员］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康乐分
公司有职工１７人，工程师ｉ人，初级技术人员１２人。

－２１４－

【设施设备】有网络维护车１辆、业务宣传车！

长通通信｜

辆，办公电脑１５台，自助缴费终端室内机６台，２４小 通信业务、卫星国际专线业务），网络覆盖１５个乡
时室外自助缴费终端４台，
（镇） 及旅游景点莲花山、药水峡、西蜂窝寺。
【主要业条】在原有１５０个基站的基础上，新建
基站４０个，城区及主要乡（镇）开通４Ｇ基站２３个， 中国联通康乐分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网络覆盖全县９２？？区域。基本业务有：移动电话业
务（ＧＳＭ第二代数字蜂窝移动通信业务、ＷＣＤＭＡ第

经理何菊荚（女）
制总经理许发伟

三代数字蜂窝移动通信业务、ＴＤ－ＬＴＥ、ＦＤＤ－ＬＴＥ第
四代移动通信业务、因特网数据传送业务、国际数据

－２１５－

（供稿：许发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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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流通
甜ＡＮＧＭＡＯ－Ｌ他ＴＯＮｅ

商贸流通
等部门，检查全县３户大型加油站，５０个私营加油站

商务

经营状况和消防安全设施等。联合县工信局、工商

局、交警大队等部门，专项整治煤炭市场，设固定执
【机构人员】县商务局内设办公室、市场管理 法点１处。检查运煤车辆１５０辆，出动执法人员１２０人

般、服务行业监管股、酒类商品管理股、商务综合执 （次）。新建刘家庙煤炭市场优质煤配送中心，规范煤
炭市场。

法大队，有干部职工１４人。

［对外经济合作交流】组织企业走出去，参加厦
｜６５０平方米的电商服务中心，已入驻企业１５户，聘用 洽会、兰洽会等，实现销售收入１５０万元，签订供货
未就业大学生３０人，入驻孵化企业服务建档立卡贫困 合同８５万元，达成意向性协议５０万元，同步推介旅游
产品和旅游资源。参加在永靖县举办的七届教煌行·
户３９００户。２０１８年，全县电商销售额８５９万元。
【行业监管】建立健全常态检测、节假日检测和 丝绸之路国际旅游节旅游产品展览会、在临夏市举办
应急检测机制，对城乡市场总量、需求量、库存量等 的临夏国际美食民族用品博览会暨第五届＂清河源＂
｜指标进行检测，特别针对市场异常波动，联合多个部 杯全国名优风味小吃大奖赛，实现综合收入１５万元，
门进行市场整治，确保市场供应安全、物价平稳、群签订供销合同２０万元，推动商贸与旅游、文化、体育
［电子商务】利用东西部扶贫协作机制，建成

众放心。联合县工商局、公安局、消防大队、安监局 等产业的深度融合。

－２１６－

商贸流通 ｜｜

人（次）。

县领导检查电商中心

加映盐变传
［盐业市场稽查】全年，累计出动稽查车３４１辆
（次），执法人员１０２３人（次），检查经营户３９０２家，

｜县商务局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局长石晓华

副局长 马水忠（回族）马小虎（回族）

查获盐业违法案件２６件，较上年同期增加１５件，增长

纪检员杨秀英（女）

１３６查获违法盐产品２５５吨，较上年同期增加２．３８
｜吨，行政罚款１５００元。管理盐业市场，打击以皮革防
｜腐剂、工业盐等假冒伪劣产品冒充食盐销售的违法

｜（供稿：马伟荣）

行为。开展每月一次大检查，对商店、饭馆、小卖
部、食品加工点、养殖业用盐户进行重点检查。对违

盐务管理

法盐产品严重的虎关乡二十铺村、关北村和流川乡

［机构人员］县盐务管理局与中盐甘肃省盐业集 古城村、团结村家庭食用盐进行人户调查，讲解碘缺
团康乐县盐业有限责任公司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内 乏病防治知识，发放宣传材料。食用碘盐合格率
设办公室、财务科、业务科、盐政执法科，有职工８ ８６．９工业盐占食盐市场的比例１３０７违法盐
人．
产品冲击食盐市场严重。全年，共调查家庭用盐３９０２
｜ 【销售情况】２０１８年，销告各种盐产品９８５吨，

户。配合兰州盐务分局组织联合执法大队，开展大检

较上年同期减少１８５吨，其中销售小袋食盐８０３吨，较 查１次，与县食药局联合检查市场２次，重点检查县
上年同期减少６６吨；销售食品用盐９５吨，较上年同期 城、莲麓镇、景古镇、五户乡、白王乡等１５个乡
减少４５吨；销售工业用盐５８吨，较上年同期减少６８

（镇）各集镇的餐馆，茶园，小吃部，食品加工、养

吨；销售小苏打、食用碱２６吨，较上年减少６吨。１２ 殖场等。
月３１日，完成政企分设。

【免费送确盐活动】县上拨付碘盐扶贫资金１０６

【营业收入】全年，营业收人２２８万元，较上年 万元，购买５００克精制食用盐３５３吨，免费发放给全县
同期减少４９万元；累计发生费用９３万元，较上年同期 ｜困难群众，增加了碘盐覆盖率和碘盐销售量。
｜ 增加２１万元；实现利润总额２１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万元，完成预算的１００％，
具盐务局（盐业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宣传活动】开展＂碘亮智慧人生，共享健康生 ｜局长（经理
马志明（回族）
活＂为主题宣传活动。联合县地病办在文化广场开展 副局长（副经理）马孝礼（回族）

宣传活动。全年，开展大型宣传活动５次，累计出动

宣传车１５辆（次），宣传人员１２０人（次），散发宣传

资料４０００余份．展示宣传展板８０张，咨询群众达５０００

－２１７－

（供稿：马岩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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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专卖

石油
｜［机构人员】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甘肃

｜【机构人员】县烟草专卖局（营销部）内设专卖

监督管理科、客户服务部、综合办公室，有干部职工 临夏销售分公司康乐县片区下设森彪加油站、城南
｜１７人。
加油站，有员工１８人，其中森彪加油站有员工１１人。
【管销管理】２０１８年、销售卷烟５５８３．７３箱，销 ｜［石油销售〕２０１８年，森彪加油站销售石油
１５４５０吨，油品容量达１５０吨，其中汽油５０吨，紫油
害收人１０５３６．０７万元，单箱销售额１８８５５元。
｜【专窦管理】全年，查获涉烟违法案件１１５件，７５吨。

［制度管理】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和奖惩管理办

案值１９．４４万元；查处各类假冒伪劣卷烟１．２５万支。
｜［综合管理］５月，开展＂放飞中国梦·青春我先

法，以规范化管理为基础，抓加油站规范运营。完善

行＂为主题的五一、五四文化娱乐活动。加大培训力 ｜培训、学习、岗位练兵制度。每周选定一个项目开展
度，将企业文化、党风廉政、警示教育、政治理论、 岗位练兵，树立＂以站为家＂凝聚机制，推行＂以人
七五普法、规范经营、＂１３５＂工作法、专卖＂四个 为本＂管理方式，抓员工劳动纪律、消防安全知识教
体系＂等作为重点内容进行培训。全年，开展各类培 育。每周开展安全检查，进行隐患整改。结合＂五
ｉ训１６６期，培训２０２３人（次）。组织职工参加各类外部 比＂劳动竞赛活动，打造学习型、安全型、清洁型、
｜培训４期。开展创新及ＯＣ课题研究，年初上报两个创 节约型班组。制定＂班组绩效考核＂＂班组五比评
新项目和２个ＱＣ课题，州烟草局（公司）第一批立项 优＂、考核工作机制，定期在班组之间开展＂加油状
ＱＣ课题１个。全年，召开安全领导小组会议１２次，开 元＂＂优秀员工＂＂每周之星＂＂服务明星＂等评比

展专题教育培训１２期，组织应急演练３次，查改安全 活动、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坚持日检查，周考核，月
｜ 隐患７８项。员工撰写的政研论文获＂２０１８年甘肃省烟 评比，实行奖优罚劣。
［安全生产】结合＂八日安全无事故＂活动，采
｜ 草公司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政研论文交流会＂三等奖。

取加油站重点培训，班组有针对性的自学方式，将
重点放在作业指导书、应急救援预案及安全知识的
培训及应用上。采取理论学习、现场讲解及操作示范

中国烟

｜等方式，培训消防器材使用及业务知识学习，有效运

行ＱＨＳＥ管理体系。对新员工和换岗人员进行岗前培
训和换岗安全培训，开展全员岗位练兵活动，对内控
体系、ＯＨＳＥ管理体系、岗位练兵题卡及相关业务知
识进行考核，９５？？员工掌握学习内容。抢点员工掌
握＂三懂三会＂，对进站加油客户和施工人员进行安
全宣传。定期对员工进行安全知识和消防器材设备

Ａ到衣纸指
消防安全培训

操作培训。

具烟草专卖局（营销部）领导班于成员名录

从３月起，在开展以＂强三基、反三违、严达标、

物长（主任）３ 合（回族）
｜副局长
杨志云（回族）
制主任

除隐患＂为主题的＂安全环保基础年＂活动，结合
＂安全生产基础年＂活动及ＱＨＳＥ管理体系和内控体

｜辛仲国

（供稿：马寿春）

系有效运行，制定活动方案和环保知识培训计划，

成立领导小组。在组织职工学习事故案例，吸取经验
教训的同时，细化各级安全生产责任制，健全完善安

－２１８－

商贸流通 ｜

ｓＭＮＮａＭ４ｉＦＮ

省供销社分配康乐县加油点５７个，其中供销系统
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强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监督检
查。开展＂千日安全无事故竞赛＂活动，在岗位建立 根据实地情况，规划建设乡村加油站１３个，全县１５
＂三违行为奖惩积分台账＂，对各岗位违章行为进行识 个乡（镇）规划建设４４个。
【赢层供销社改造】加快完善供销合作社组织体
别整理和处罚。与桑家村委会等单位协调，召开多次
联防组织座谈会议，签订《联防协议》。＂春节＂ 系。按照省供销社规范一个、扶持一个的原则，对基

＂五一＂期间，组织比邻单位在油库召开联防会议。 础设施较差的流川供销社进行改造，项目上报省供
【设备保养】每周五，加油站ＱＨＳＥ管理小组对 ｜销社。
运行设备进行全方位安全检查，特别是对电器设备 【供销社综合改革］按照＂经营性服务、公益性
和静电接地进行测试、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对设备 服务、便民金融服务、电子商务服务＂的供销社改革
进行维护保养，确保在用设备完好率达９８？？做好节 ｜目标要求，先期试点建成集农资、金融、日用消费品
｜前安全自查和春节期间值班巡检。
｜为一体的八丹乡、苏集镇供销社村级综合服务社，以

点带面，完成乡（镇）供销社村级综合服务社全覆

县森彪加油站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经理杨小荣

｜盖。

｜例经理窦学鹏

具供销社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供稿：杨小荣） ｜ 副主任 王风陶 马生俊（回族）
纪检员 马宝明（回族）

（供稿：马生栋）

｜供销合作

粮食

【机构人员】县供销社内设人秘股、财计股、业
务股、产业股，有干部职工８人。下设１２个基层供销
合作社，２个县属企业，有职工７８人。
｜ 【经济指标］２０１８年，全系统完成商品销售总额

【机构人员】县粮食局内设文秘股、财务股、储
运股、购销殷，有于部职工１５人。

７２４０万元，利润１２万元。完成州供销社下达的各项
【储备粮轮换】恒丰粮油储备有限公司承储的
经济指标。１月，获州供销社综合业绩考核一等奖。 １５００吨小麦到轮换期，汇报争取轮换经费，前期各

抓以化肥为主的农资商品供应，加强农资市场行情 项准备工作到位，到省粮油批发市场挂牌出让到期
和市场供求分析研究，多渠道组织货源，确保农资商 ｜小麦，并及早联系粮源，确保按期完成轮换任务。
品供应、不脱销断挡；执行价格政策，实行淡旺季储 ｜【项目建设］投资１４２万元的恒丰公司粮库智能

备制度，通过贴息，让利于广大农民；加强农用物资 化项目，完成设备安装，调试设备和员工培训。

经营网点协调、服务和监管，提高为农服务的质量和 【粮食科技周宣传｜根据省州粮食局开展的粮食
｜水平。全年，共销售各种化肥７６８０吨，农药４２吨，农 科技周活动，分别在县城三角花园和万家乐超市门
｜膜６２ 吨。
口举行宣传咨询活动２次，深入重点集镇和粮食经营

【项目建设】按照州供销社《关于加快推进乡村 企业，宣传《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粮食流通监督检
加油站建设的通知》精神，县供销社利用两天时间，查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国家粮食政策，制做横模
分别与１５个乡（镇）党政负责人和实施项目有关村两 ２条，设立展板４块，发放宣传画册３０００余份。

｜委班子，通过座谈、实地查看等方式，探讨乡村加油
【粮食安全责任制】根据州粮食局对康乐县
站建设的前景、效益和出路，将乡村加油站项目打造 《２０１７年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情况的通报和整
成助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样板工程。

－２１９－

康乐年鉴测

改要求，查找问题和不足，逐条照单认领整改，作为 （商业广场约７万平方米，星级酒店约１万平方米，高
《２０１８年度临夏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内容， 档公寓约３万平方米），有员工７１人。

制定整改方案，明确责任部门和承办单位、完成时
限和责任人。
３墙在
０ａ６ｃ马１

言场外观

负二层：地下停车场；负一层：大型生活综超；
一层：品牌服饰、黄金首饰、钟表眼镜、化妆品、名

｜国家粮食玫策宣传

包；二层：女装、饰品、民族服饰；三层：男装、鞋
城、家纺、中老年服饰；四层：童装、童鞋、玩具、

县粮食局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局长杨宏伟

亲子乐园；五层：电影院、文化餐饮；六层：美食广
场、品牌餐饮；七层：良恒健身俱乐部；八层：良恒

副局长 马梅兰（女，回族）马世乾（东乡族）
纪检员 马尚云（回族）

｜教育培训中心。九至十三层为星级酒店。聘请＂西安
（供稿：漆小霞） 唐人商管＂为全程商管顾问。人驻商家有：美得亨综
超、新视界影院、佳贝爱亲子乐园、三叶家居生活

馆、巍雅斯钟表眼镜、金宝源珠宝、恒源祥家纺、甘

良恒商业

肃银行及其他品牌商家５００余户。２０１５年４月商场开
｜业，解决就业２０００余人，年均销售额４２亿元。

｜ 良恒商业广场是省内各县单体建筑规模最大的
｜城市商业综合项目之一，规划总投资４．９８亿元，实际
投人超６亿元。占地３０亩，总建筑面积１１万平方米

－２２０－

（供稿：马瑞）

旅
｜ＬＷＯＵ

旅游
点企业６户；旅行社服务网点４家。

旅游综述

【宣传促销】制做旅游手提袋、旅游宜传专题片

ｕ 盘等宣传品；举办临夏州第十一届旅游宣传月活动
【机赖人员】县旅游局内设办公室、宜传促销 启动仪式和康乐县旅游推介会暨竹子沟景区运营仪

股、行业管理股、项目办和执法大队，有干部职工 式，国内２０多家新闻媒体进行报道。先后参加在张掖
举行的２０１８年＂中国旅游日＂甘肃省分会场＂全域旅
２０人。
【旅游收入］２０１８年，全县接待游客１３０．３万人 游美好生活＂主题宣传活动，在嘉峪关举办的＂第八
《（次），同比增长１４旅游综合收人６２４亿元，同比 届敦煌行丝绸之路国际旅游节＂，与光合文旅控股公

司签订《康乐县竹子沟牡丹谷景区开发项目建议书》；

增长２３．３？？

［景区开发］全年，全县开发旅游景区景点１３ 完成＂交响新丝路大美古河州＂康乐行采访活动；完
个，其中３Ａ级景区１个（莲花山国家森林公园））；宾 成乐途旅游网＂寻梦丝路花儿临夏＂采风活动；９月，
馆３８家，其中三星级宾馆３家（憩园宾馆、星海宾馆、 在《中国旅游报） 开辟＂康宁盛世乐居福地＂康乐旅
莲花山专家公寓）；农家乐７８家，其中星级农家乐１１ ｜游专版。

家；中国乡村旅游示范村１个（足古川）；县级旅游定

［项目建设】药水峡莲花山大景区基础设施项目

（二郎庙至河口段）公路建设工程，完成土方量８５？？

２２１－

康乐年鉴测Ｐ
＿弱
｜挡墙７０？？板涵和管涵９０投人资金３１２０万元。
观、田园拾级、村容村貌美化建设及木栈道建设，基
竹子沟旅游开发项目。投资１１６００６万元，完成 本完成人居环境整治。拔子沟村基本完成道路、停车

拔字沟村旅游扶贫经营性用房、竹子沟道路建设工 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完成拔子沟村、景古村、马巴村

程彩色沥青、竹子沟道路改建工程、停车场、牛羊便 旅游扶贫村旅游规划。
道、道路硬化及防护栏安装工程、道路改建附属工
程、群众旅游扶贫经营性用房引电工程、景区门头工
程建设、景区电瓶车车棚；委托北方设计院完成拔字

沟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可研和设计规划报告书，
进行评审前期审查。

委托甘肃美乡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负责竹子沟景
区经营管理，县旅游局派６人驻竹子沟景区日常监管。

Ｗ情游耀主

６月４日，成立竹子沟致远观光旅游开发农民专业合
作社，实现公司＋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

旅游厕所建设项目。全年，在麻山峡生态园、杨
种子沟
台村民俗馆、野望阁观景台、草长沟、大滩茶园、胭
｜【市场监管】完成全县衣家乐和宾馆的摸底登
脂广场建设旅游厕所６座。胭脂广场旅游测所完工， 记，有农家乐７８家，宾馆３８家；新增三星级旅游饭店
１家（莲花山专家公寓）；新增星级农家乐２家，野望
其余完成厕所选址。
【智慧施蹿］建立智慧旅游门户，搭建康乐旅游 阁生态园获＂全省示范农家乐＂，被临夏州农家乐评

网站、微信公众平台，为游客推介旅游动态、在线预

｜定委员会评定为四星级农家乐；福来顺农家乐被评

订、办事指南、旅游投诉、咨询及旅游景点、线路、 定为三星级农家乐。
｜ 旅游产品等；建立全景虚拟旅游观景系统，拍摄制

作康乐之旅７２０实景，游客通过网站、微信和客户端，
身临其境感受康乐美景；建立智能ＷＩＦＩ系统，在莲
｜花山、竹子沟、药水峡、杨台村史馆、县博物馆、胭

脂衡公园主要景区及县城安装无线覆盖设备２０台，满
足游客免费上网需求；安装智能视颊监控，在主要景

点安装高清球形监控摄像机１０台；建设智慧旅游指挥
中心，在县旅游局安装９块全高清拼接屏一套，将视
频监控、无线ＷＩＦ系统运行状态及分析等集中展示，
｜进行调度与应急指挥；建立旅游大数据分析系统，对

草长沟农家乐

｜所有出入县内的外地移动用户，用个性化欢迎语进
【旅激产品］主要旅游产品有：＂康美农庄＂精
行短信推送，采集统计及深度分析游客来源、年龄、 品牛肉系列产品、康美农庄鲜拌面系列、华昱绿色有

机蔬菜、＂义顺＂当归系列产品、＂胭脂川＂土鸡
［旅黔扶贫】 全年，打造鸣鹿乡拔子沟村、上湾 蛋、＂胭脂梦＂牌刺绣系列产品、麦之魂麦秤画等。
乡马巴村、八松乡纳沟村旅游扶贫重点村。草长沟旅 ［培训提升］５月２２日，组织野望阁生态园、福
｜性别等信息。

游示范建设项目，完成破旧房屋拆除、围墙、大门、 ｜来顺农家乐、桦林山庄、明海山庄农家乐管理人员，

庭院硬化、６户农家乐建设和运营，社道树木栽种、 景古村、纳沟村、拔字沟村村干部，参加全州旅游扶
文化石设置、房前屋后花草栽种、景观树、休闲桌凳 贫暨乡村旅游发展培训班；６月２—１１日，在八松乡纳
和凉亭等设施建设，社内沟壑、边沟水渠、水系景 沟村草长沟举办为期１０天的康乐县２０１８年农家乐从业

－２２２－

狐游
｜人员培训班，培训５０多人（次）；６月２１—２８日，组织

秀。从半山腰的唐坊滩至峰巅依次有莲花宝殿、十八

旅游扶贫重点村八松纳沟村和莲麓镇莲花山村村干 罗汉楼、头天门、二天门、三天门、四天门、紫霄
部，在北戴河参加２０１８年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村干部 殿、娘娘殿、舍身殿、独木桥、鹞子翻身、金顶、夹
培训班；７月２３—２５日，组织农家乐从业人员２０人到 人巷、玉皇阁等自然景点３０多处。山险景奇，一步一

和政县参加临夏州２０１８年度旅游人才示范培训班；１０ 景，古代诗人曾有＂西倾积石几千峰，不及莲花绝黛
月２２—２５日，组织纳沟村、拔字沟村、三条沟村、足 容；休与峨媚争虚宠，愿投碧落作神工＂的赞誉。有

古川村村干部和５个农家乐代表及莲花山国家森林 植物种类约９０科、３４６属、７４５余种；兽类４５种，鸟类
公园负责人参加全省＂两州一县＂＂旅游扶贫骨干培训 １４８种，爬行动物２种，两栖动物４种，鱼类５种，昆虫
班；１０月１７－—２１日，局长李继卿参加全省贫困县乡 类５６０余种。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中兽类有：豹、啥
｜村旅游和旅游扶贫培训班；１１月１６—１７日，在莲花山 稍、林嘉等；鸟类有：斑尾鸡、暗鼠雪鸡、血雉等；

专家公寓举办康乐县助推百亿元产业万名人才培训 昆虫有：双尾褐风蝶等。

班，１５个乡（镇）分管旅游领导、旅游扶贫重点村

先后建成莲花山山门、莲花山宾馆和长廊，雕塑

｜书记或主任、农家乐经营户、旅行社服务网（点）负 ＂三仙女＂像。整修登山通道，修建旅游四级专用道。
责人、星级饭店负责人、莲花山景区负责人及县旅游 投资３０００多万元，配套完善旅游服务设施。每年农历
局干部职工１５０多人参加；１２月２１－２３日，在县政府 六月初一至初六，举办＂六月六＂花儿会，是周边县
｜六楼会议室举办全省深度贫困地区乡村旅游和旅游 （市）花儿会中历时最长、参加人数最多、影响最深

扶贫培训班（第一期），康乐县、广河县、和政县乡 远、最具代表性的花儿会。届时，歌手云集，商贾纷
村旅游管理干部和从业人员３００人参加。
至，到处洋溢着＂花儿＂的芬芳。２００４年，莲花山被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中国花儿保护基地＂。

县旅游局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２００５ 年１２月，国家林业局批准设立甘肃莲花山国家

局 长 李继卿

｜森林公园；莲花山花儿会被文化部列为＂国家级非

副局长 马利春（回族）

｜物质文化遗产＂。２０９年９月，甘肃＂花儿＂（莲花山

纪检员 马宗礼（回族）

｜花儿）成功申报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供稿：朱 彦） 名录》。２０１０年７月，莲花山保护局与省林业厅、省文

化厅、省旅游局、省歌剧院联合举办首届＂甘肃莲花

山生态旅游花儿艺术节＂。２０１１年７月，省少数民族文
化教育促进会在庆祝建党９０周年之际，为莲花山群

旅游景点选介

众送上＂花儿＂。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０日，全国旅游景区质量

等级评定委员会批准莲花山国家森林公园为＂国家
ＡＡＡＡ 级旅游景区＂；１０月，莲花山国家森林公园被

莲花山
莲花山景区距康乐县城５８公里，距兰州市１６５公
里。古称西崆峒，自然风光秀丽，野生动植物资源丰

富，民俗文化独特，是洮岷＂花儿＂发样地。因其山
体呈鳞形断层，群蜂耸立，形似莲瓣，状如莲蕊，俊

丽骄妍，整个山峦雾气笼罩，满目绿海，像浩大的莲
叶罩在莲峰之下，故名莲花山。主峰海拔３５７８米，其

省文明办、省旅游局、甘肃日报社评选为＂绚丽甘

｜肃＂２０１３十佳旅游景区，获首批＂中国森林氧吧＂
称号。２０１６年３月，莲花山国家森林公园被评为：
＂＇绚丽甘肃·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黄金段１００张名片＇
——十大＇最具影响力甘肃胜境＇之一＂。２０１７年，
举办七届敦煌行——丝绸之路国际旅游节临夏州
＂莲花山花儿会＂花儿大奖赛。２０１８年，实施Ｇ２４８线

｜景色随四季变化，春有花，夏有绿，秋有果，冬有 ｜至莲花山景区道路建设等基础设施项目。
雪，具有华山之险、黄山之奇、青城之幽、峨眉之

－２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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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主任刘志坚，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中将军衔），后勤

｜药水峡

人员驻孙家楼。

红军到达后，在莲麓拉扎山头筑３华里工事，残

药水峡森林风景区距康乐县城２６公里，距兰州市

１５０公里，是太子山自然保护区组成部分，总面积 迹犹存。红军整修国民党军队所筑碉堡６座。开展抗
２０００公顷。峡谷呈南北走向，由于受地质榴皱变化 日宣传、动员民众抗日教国。当时，正值夏收季节，
的影响，群峰突兀，山势陡峭，峡谷幽深，四季分 红军一边帮助群众搞夏收，一边宣传政策，解除群众
｜明，气候凉爽湿润，具有丰富的生物种群。植物资源 惧怕红军的顾虑。红军休整练兵，设立区、乡苏维埃
有８０多种、其中乔灌木植物有１５０多种，野生木有 政权，组织成立抗日义勇军独立营，筹集粮款，发动
１７０多种，野生药用植物２００多种，野生动物６０多种， 群众参加红军，打退马步芳侦察连进攻。在景古地区

鸟类１５０多种。山水草林、飞禽走兽互相依赖，和谐 红军有５００余人。１９３６年９月３０日，红军撤离景古地
｜共存，构成自然生态生物链。春天，峡谷山花争艳， 区。在景古地区的Ｓ２天时间里，部队得到休整，改善
｜万木吐翠，山顶白雪皑皑，云霞飞渡。夏天，烟雨朦 供给，扩大队伍，在群众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贱，林涛起伏；激流飞珠，蜂鸣蝶舞。秋天，红叶如 常家楼、孙家楼因改（扩）建或自然灾害损毁，

霞，山果垂枝；鹰矫鹿肥、候鸟云集。冬天，山峦起 ｜不复存在，唯有线家楼保存下来。在线家楼周围，还
｜有被群众称作＂红军坟＂＂红军崖＂的遗址。１９６年
伏，银装素裹；洁净无暇，万山如暖
｜ 位于峡谷口的药水水库，两面环山，筑坝拦河，４月，州委、州政府、临夏军分区授予线家楼为＂州
｜蓄水为湖，占地１５０亩，库容１９０万立方米。碧波荡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为全州红军长征遗址之一。

漾，丛林环抱，湖光山色。朝曦之时，晨雾蒙蒙，峰 １９９６年以来，州县前后拨款１０万元，按照原貌重建线
峦隐现；中午时分，水静林幽，鸟翔云飞；夕照之 家楼，使其成为康乐乃至临洗、渭源、临潭等地干部
｜际，岗烟缥渺，山水辉映。新建人工湖———荷叶湖， ｜群众，缅怀革命先烈、重温革命精神的圣地，先后接
明净如镜，天水一色，亭台林立，回廊曲折，山上苍 待观众１万多人（次）。
｜ 松翠柏，做然挺立；山下奇花异草，芳香四溢；林中
麻山峡
｜百鸟争鸣，萎婉动听。仙鹤岭上的仙鹤亭琉瓦悬阁，

古朴典雅。丛林中的太子山度假村，设计新颖别致，
装饰豪华考究。位于旅游区中心的母山和太子山高

麻山峡位于草滩乡，距县城２０公里。山势陡峭，
峰石墩，貌似２口大钟，如一模铸出，母山底小而石 沟壑深幽，草木茂密，溪流淙淙，是优良的天然牧
墩高大，母山在前而石墩在后，屹立在群山之中。母 ｜场。白石山直插云霄，白雪皑皑，风光宜人，是娱乐
山海拔３０１０米，其上修建的嘹望塔，云雾缭绕，高入 休闲之好去处。
｜云天。登上顶峰，远眺太子山巍峨挺拔，纵揽胭脂三

川风景如画；俯敢药水峡谷幽谷深涧，碧水蓝天，林
木茂盛，山花烂嫚。山竣峰秀，峡幽壁俏的天然画卷
与高峡平湖、碧波涌翠的绚丽图景交相辉映。

后墩湾

｜ 后墩湾位于鸣鹿乡，距县城３５公里。山清水秀，
｜披翠挂绿，危崖自林间耸起，崖谷之间，奇峰绝璧，

参差耸立，溪水潺潺。近观山峰挺拔，远观群峰簇
｜拥；上有云雾缭绕，下有溪水盘旋；仰观山高，俯观

｜线家楼

１９３６年８月９日，红二、四方面军四军十二师长征 谷幽。峡口地势平坦、开阔。
到达莲麓，司令部驻地寺坪小学，设立兵站。同年８
月２４日，红二、四方面军西北先遣军长征到达景古
城，司令部设在线家楼，政治部设在常家楼（政治部

－２２４－

旅游｜

产业要求，引进山东菏泽瑞璞牡丹产业科技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和甘肃龙华国色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竹子沟

在鸣鹿乡鸣关村风沟投资实施＂牡丹籽油及牡丹相
竹子沟位于鸣鹿乡，距县城２６公里，属甘肃太子 关产业开发＂项目。公司以牡丹籽油、牡丹特种油、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东湾保护站，海拔２４６０￣ 牡丹花粉茶、花粉营养胶囊、花蕊酒、花瓣茶、籽仁
３５４０米之间，气候属温带高山高原气候，特点是寒 浸膏、牡丹食品等综合加工产品为开发前景，采用公
冷阴湿多雨，光照热量不足，年气温５℃左右，无霜 司＋基地（牡丹园）＋合作社（农户）的产业模式分
｜期１１０天左右，年均降雨量８００毫米以上，干燥度在

三期开展，一期于２０１１年在鸣鹿乡鸣关村风沟阴山建

０．７以下。植被种类比较丰富，阳坡植物稀少，覆盖 设２０００亩牡丹谷示范基地；二期计划五年内带动群
度不超过２０草坡、阴坡、半阴坡多为天然林和人 众发展到１万亩；三期计划十年内带动邻近乡（镇）
工林，主要有桦类、山杨、落叶松、云杉等阔针叶树 群众发展到５万亩。栽培基地（牡丹谷）可以带动项
｜种和灌木林。有维管植物３１４种，重点保护植物有桃 目区农林业和旅游业的发展。牡丹谷环境优美，气候

儿七、红花绿绒蒿、星叶草等１３种。野生动物有林 宜人，生态环境良好，牡丹生长旺盛、品种繁多、花

麝、狼、蓝马鸡、暗腹雪鸡、血雉、猫头鹰，白唇 色齐全，每年６、７、８月，百花争艳，繁花怒放，吸
鹿、白臀鹿等６０多种。阳山有高山草甸３０００亩左右， 引来无数游客前来欣赏。
｜草场丰厚，是优良的天然牧场。天蓝，山绿，水清，
是夏日避暑纳凉、露营、徒步的绝好去处。２０１６年，
草长沟
委托甘肃康美现代农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保护性开

发竹子沟自然景区。竹子沟观光牧场总体规划４５５０

草长沟位于八松乡纳沟村东南部，距县城３０公
亩，总投资２．８亿元，分两期建设，总建筑区域１０万 里，紧邻太子山原始森林，有林地２４０６亩，草山４１０

平方米。规划以牛文化为主题、休闲体验为核心，建 ｜亩，海拔２４００多米，地形地貌独特，植物资源丰富，
成集生态农业、休闲观光、体验、娱乐为一体的现代 森林、草山覆盖率达９５夏日平均气温约２５℃，景
乡村旅游区。景区基本完成第一阶段规划建设，形成 色秀丽，环境清幽，有山、树、草甸、小溪，为天然
＂企业＋农户＋产业＋旅游＂乡村旅游模式，成为全县 氧吧。打造草长沟旅游扶贫示范点，完成人居环境整
旅游名片。２０１８年，打造鸣鹿乡拔子沟村旅游扶贫重 治；已投资４８０多万元，修建围墙３６６米、大门９座，
点村，推进竹子沟旅游开发建设项目实施，接待游客
２４万人（次）。

｜硬化庭院２５８１平方米，栽植社道树，房前屋后栽种花
草、景观树，设置文化石，摆放休闲桌凳，建成凉

亭、社内沟壑、边沟水渠、水系景观、田园拾级，美
化村容村貌；栽植啤特果４６０亩，种植花海１２亩、观

牡丹谷

赏油菜１０亩，新（扩）建农家乐９户。配套建成大巴

｜牡丹谷位于鸣鹿乡，距县城２６公里，南邻太子山

停车场、人工湖、便民超市、木栈道８００多米等景观

｜林区，气候条件优越，适合油用牡丹（紫斑牡丹、凤｜设施。
丹白）栽植。２０１１年，鸣鹿乡政府根据县上发展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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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 金融
２５９７５６万元，同比增长２７０８增支５５３５万元。

财政管理

｜ ［财政监督检查】 全年，县上投人１５万元聘诸甘

肃百诚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对２０１７年扶贫领域２５２）项、
［瓶构人圆｜县财政局内设办公室、预算股、国 ２１２５７万元进行绩效评价，将绩效评价作为规范扶贫

库股、社保股、行财股、农财股、企财股、综合股、 领域项目重要措施来抓，确保扶贫领域项目实施规
基建股、采购办、报账办、财监办、信息中心、税 范，综合效益明显。康乐县在全州绩效评价综合位列
政，下属县国有资产管理局、县非税局、县＂一事一 第一名，其中优化支出结构在全国排名第一，
（会计管理】邀请培训机构专家及州财校讲师，
｜议＂办公室、县会计局、县金融办、县互助社，１５个

对全县预算单位负责人和财务人员，开展以《新会

乡（镇）财政所、有干部职工１５５人。
｜【财政收入征餐］２０１８年，全县大口径财政收入人

计法》《政府会计准则《断旧政府会计制度衔接处

１０４．９５同比下降１８．９？？

增强各预算单位主要负责人、财务人员的业务技能，

１８５６３万元，同比下降８．３减收１６８４万元。一般公 理规定》《（资金管理办法》、支农政策、廉政风验警
共预算收人９２２６万元，占调整预算８７９１万元的 示教育为主的培训，有６５０人（次）参加，通过培训
【财酸支出管理】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 达到从源头上预防腐败，促进党风廉致建设。

［政附采购】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

２２６－

财税金融｜｜

法》和 钳肃省财政厅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财政涉农资金整合】２０１８年，统筹整合使用财

印发甘肃省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和采购限 政涉农资金３０４７８．７８万元，用于农业生产２２８８６．１４万
额标准的通知》 要求，对全县各单位上报的采购计划 ｜元，农村基础设施建设７５９２．６４万元，支出３００２７．０５万

进行审批。全年，在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招标６３次， 元，支出率９８．５２？？
其中公开招标５７次、单一来源采购６次，其中项目预
｜【民生工程保障］落实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
算１３５１７８８万元，中标金额１２６５８．０１万元。节约资金 营养餐、学前教育及普通高中改善办学条件等；筹集
８５９．８７万元。
２９５３２８万元，落实全县学前教育和高中免费教育、寄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结合脱贫攻坚三 宿生生活补助、边远山区教师生活补助等；筹集

年规划，以２０１８年预脱贫的３９个行政村为重点，邀请 ７３５８９６万元，落实保障性安居工程、异地搬迁、农村
｜中介公司，对＂一事一议＂涉及村社道路硬化项目进 危旧房改造、棚户区改造等；筹集１９０９９万元，落实

行工程量核算、草图绘制等工作。全年，投入资金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城
２９４７万元，硬化胭脂镇西坡村、苏集镇马寨村等２３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盘恬存量资金４６１万元，用于

个村社道路１０８公里；完成苏集镇周家沟村、八松乡 支持全县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避免资金沉淀闲置。
塔庄村等７村招投标；完成五户乡五户村、苏集镇高
习别
楼子村等４０个村图纸设计。

我新筑ＴＴ

【金融支持富民产业发展】根据省州关子精准扶
贫专项贷款回收续贷要求，县财政局牵头，与兰州银
行、各乡（镇）及相关部门加强业务衔接，对２０１８年
县委书记吴副峻检查工作
到期逾期的２．９７亿元精准扶贫专项贷款进行回收续
【资金争取】加大汇报衔接力度，争取各类专项 贷。全面收回＂户贷企用＂贷款５４８０万元。对＂户贷
资金和转移支付补助，扩大均衡性、民族性和生态功 户用＂的２４２２０万元，完成同收续贷２３９５４万元，全县
能区转移支付资金总量。全年，争取各类转移支付资 ｜精准扶贫逾期率降至２？？内，使精准扶贫专项贷款
金２１．６３亿元，较２０１７年增加３．１８亿元，增长１７．２４？？ 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发展生产、增收脱贫提供资金支
【村级产业发展互助社运转】全县成立管委会、 ｜ 撑。制定《康乐县特色产业发展工程贷款实施方案》，
管理站１５个，互助社１４２个，互助社资金１０２６２２２万 为特色产业专项贷款筹集担保金３００万元，使惠民政

元，其中政府注资７４９１．２９万元，企业注资１８７．４万元， ｜ 策得到落实。向甘肃金控公司临夏分公司２批（次）、
社员人社费２１２０．２万元，其他注资３５．３１万元、转增资 推荐贷款６１６０万元，承贷银行为３户企业发放贷款

４２８．０２万元。互助社按照《康乐县村级产业发展互助 １００万元、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题，推动全县特色
社工作实施细则（试行）》和互助社章程》 规定程 产业发展。
序审核发放借款，对每笔借款做到调查到位、审核到
【金 融副以全县农村金融综合改革为核心，发

位、监管到位。新发放借款６６１户、６５４３万元，累计 ｜展普惠金融，深化金融体制创新，加强金融服务体系

发放借款４２８５８户、３９２０９万元，互助社借款创新金融 建设，强化金融风险管控，金融生态环境持续优化，
资金，形成财政资金助推脱贫攻坚的新模式。
强化协调、服务、协助监管等积能。全年，全县５家

－２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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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实现存款余额５０５７８４万元，较年初增加

国有资产管理

５７０１７万元，增长１２．７１？？？款余额２７９３３０万元，较
年初增加５３８７万元，增长１．９７？？
【完善内控制度】针对大多数单位对内部控制制
度理解不到位、资金管理效率不高，影响单位整体财
务管理的现状，县财政局率先修订完善内部管理制
度，要求全县行政事业单位建立健全内部控制体系
建设，通过健全单位内部制度，规范全县行政事业单

位财务管理水平。

【优化资金拔付】落实《甘肃省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管理办法》，按照＂项目跟着计划走、资金跟着项

目走、责任跟着资金走＂原则，严格执行资金预付制

度，专项扶贫资金实行国库集中支付管理。制定《康
｜乐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管理办法（试行）》

【机构人员】县国有资产管理局下设人秘股、行
政事业股、企业股，有干部职工１２人。

【资产核查处置调剂】对各部门和单位资产盘
盈、各项资产损失、资金挂账以及往来账款等核实、
依据审批权限，对各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存货的盘盈损失按资产清查有关规定和资产管

理信息系统操作程序进行初步审核，将证据资料充

足的单位、按资产价值的审批权限上报财政局，财政
局审核后报县政府审批。２０１８年，办理１８个单位资产

处置工作，累计审批报废、房屋拆除等资产１２０８１万

元，残值收益１４００元。对行政事业单位的资产核实结

和 崇乐县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办法》，拟定 《慷 果按批复进行系统更新，加强国有资产动态监管。调
乐县农村通户道路建设奖补方案》，为资金使用和管 剂划转１６辆车辆（价值３０８９万元）和价值１７２７万元
理、项目建设建立长效机制，强化制度约束。会同县 的资产。

扶贫办、发改局等部门，定期不定期地对扶贫资金使
｜用情况开展监督检查，督促专款专用。引入中介机

【企业国有资产统计】加强国有资产信息管理，
开展企业信息搜集、整理、财务月报上报工作。

｜构，对扶贫资金安排、使用、成效等环节和领域开展 【资产管理统计报表｜强化资产管理信息系统工
绩效评价，形成＂财政＋部门＋社会监督＋中介＂的多
作，督促完成全县１６１家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占有、使
｜元化资金监管评价机制。创建＂协同通信＂平台和 ｜用、变动及资产管理信息系统统计年报工作。

＂催办函＂＂督办函＂模式，对资金拔付实行＂倒逼＂

【公务用车改革】配合行政单位公务用车改革，

机制。通过转变工作观念，逐步提高服务能力优化 做好相关国有资产管理工作，加强对评估中介机构
财政扶贫资金拨付流程，有效提高资金拨付进度。
的资格审查，监督其认真规范操作，严格法定程序和
方法，以现行法规政策为依据，正确评估和测算现有
价值，做到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完成第二批需处置
公务用车评估和拍卖。加强资产管理，确保国有资产

县财敢局领导班了成员名景
局长
｜何正江
副局长
马永福（回族）苏俊城
纪检员 杨永伟

张祎

安全完整。

＂一事一议＂办公室主任黎育强

县国资局领导班于成员名录

会计局局长王 玺（回族）

局长吴万腾

全融办副主任张俊（东乡族）
互助社副社长 陆 昕
会计局副局长 曾进军

（供稿：马秀花）

《（供稿：张 伟）

非税收入管理
【机构人员】县非税收人管理局隶属财政局，内

－２２８。

设综合股、票据股、征收股、稽查股，有干部职工１０

税务

人。

【主要工作】２０１８年，完成政府非税收人

２０７００．６８万元，其中一般预算收入完成２７１４．９万元
【机构人员】国家税务总局康乐县税务局内设办
（专项收人３７４．０４万元、行政事业性收人２２３４１万元、 公室、法制股、税政一股、税政二股、社会保险费和

罚没收人８８４．８２万元、国资有偿使用收入９０６．３万元、 非税收入股、收入核算股、纳税服务股、征收管理
捐赠收人３２６．３３万元），占任务的１１７９９？？？府性基 股、税收风险管理股、财务管理股、人事教育股；设
金收人１０３０９万元；财政专户管理资金７６７５．８８万元 ｜机关党委、纪检组和信息中心，下设第一税务分局、
（教育行政事业性收人１６７．７万元、其他收入７５０８．１８万 第二税务分局、附城税务分局、苏集税务分局和莲花
元）；超额完成收人任务。

坚持＂以票控费、凭证领票、限量发放、核旧领
新、单位保管＂的原则，发放各类手工票据５８６本，

山税务分局，有干部职工８１人。

机打票据４６．２万份

【财政票据电子化管理】改进财政票据监管方

式，提高财政票据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推进全县财改
票据电子化管理。按照＂便民、高效、廉洁、规范＂原
｜则，为符合条件的附城镇新治街社区、城东社区和崇善
社会服务工作中心安装财政票据打印系统。１２月３１日，
全县财政票据电子化系统安装达９８？？上。
【政府非税收入收缴电子化管理】根据省财政厅

政府非税收入收缴电子化管理改革安排和州政府非

７月２０日，国家税务总局康乐县税务局成立桂牌仅式
【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７月２０日，完成原县
加省财政厅视频会，单位负责人和业务骨干参加州
｜国家税务局、县地方税务局合并为国家税务总局康
非税局政府非税收入人收缴电子化管理改革会议。完
成１９９个单位的基础信息采集，并制做缴费ＵＫ２０１ 乐县税务局挂牌。１０月２９日，完成县税务局＂三定＂
方案落实等阶段性工作。报批设立县国家税务局与
个，调试运行缴费ＵＫ１００个。
税收入收缴电子化管理改革会议精神，干部职工参

｜【政府非税收入专项检查】成立２个检查组，对 县地方税务局联合党委、县税务局党委、县税务局机

全县２９个重点收费单位和１５个乡（镇）医疗保险票据 关妇女联合会、共青团县税务局机关支部委员会、县

进行检查，督促上缴政府非税收人４０．１８万元，规范 税务局工会委员会、县税务局机关委员会和机关纪
财政票据使用，强化政府非税收入监管，完善政府 律检查委员会、县税务局机关第一支部委员会、县税
务局机关第二支部委员会。向县委、县政府提请成立
非税收入收缴。
县非税收入管理局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局长 马晓洲（回族

局长 马玉英（女，回族］
纪检员 边方君

全县税收征管体制改革专项领导小组，协调组织召
开全县税收征管体制改革专题会议，制定《康乐县国
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组织实施工作方案》，按照方案

稳步推进改革。沟通交流，协调配合，开展共同调

研、费源摸底、资料承接、平台搭建，干部培训、划

供稿：马如明） ｜转准备等工作，确保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前完成社会保险费
和非税收人征管职责划转。

【税收征管】承担所辖区域内各项税收、社保费
和非税收入征管等职责。通过优化人力配置、统筹协
｜２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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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精准宣传辅导纳税人办税，完成扶持民营企业政策、固定资产加）
改革任务和税收重点。加强与财政、社保等部门沟通
通减免税以及国家支持西部地区、贫困地区、民族地区
交流，协测配合，做好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人征管职 等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宣传到位、落实到位，优化营商
责划转的费源摸底、资料承接、平台搭建、干部培
训、划转准备等工作。辖区有纳税户１６５６户，其中企
业１００９户，个体工商户６４７户。２０１８年，完成各项收
人１７７０５万元，其中税收１５２７４万元社会保险费及
非税收人１７３４万元，工会经费５５万元。

环境。推行＂大一窗＂办税模式和电子业务，优化办
税流程，推行容峡受理和专邮服务等，落实＂最多跑

一次＂６大类、１９项业务清单内容和＂全程网上办＂

７大类、１０４项办税事项，破解纳税人＂多头找＂
＂反复跑＂难题，提升纳税人满意度和获得感。根据

牛羊养殖和苗术种植、中药材种植产业发展迅速的
特点，实行个性化服务策略，精准服务相关民营企
单位：万元、％ 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累计落实各类税收减免２７０６万
元，释放国家税收优惠政策红利，优化税收营商环
完成数占任务

康乐县税务局２０１８年税收收入情况统计表

税种

任务数 ｜完

合计

［１４８００

增值税

８２９

消费税
企业所得税
车辆购置税

个人所得税
土地增值税
土地使用税

耕地占用积
车船使用移
房产税

印花税
契税
｜环保税

城建税

１５２７４
７０５

２２

｜ ７４０

２１００

３０

０

２

。

１０３２

９．２３

９．１５

４６１７

互

２４０．５８

税收服务

２１６６７

２６
１８

９８．１６
｜９２

｜１７

１３１４６

２７ ６１１
３ ５
｜４８

为回聚 财训

｜１０
｜０ｍ３

８

８国

｜境，发挥税收社会经济职能作用。

数百分比

３４５

［（文明创建］推进民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以精

神文明创建活动为抓手，提升十部综合素质，树立税
务人新形象。组织开展＂上传全家福、传承好家风＂
｜ 活动，倡导干部职工发扬优良家风，助推税收征管体

制改革；开展＂青年文明号＂创建活动，号召青年干
部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和推进＂放
管服＂改革各项部署，让改革红利实现最大化；组建
先锋志愿者服务队，为省运会青少年组乒乓球比赛
提供志愿服务。１人被评为＂第十四批省级精神文明

｜２６３

１００
７．２９

｜【办郡服务】县税务局持续强化征管措施，坚持

建设先进工作者＂＂。

＂机构改革、服务先行＂理念，落实＂放管服＂各项 县税务局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措施及＂转变作风改善发展环境建设年＂活动要求，
书记、局长
提升办税服务质效。通过办税服务厅公告栏、税企微
委副书记、副局长 马志仁
｜信交流群、Ｑ０群、纳税人大讲堂、县政府网站税务 党委委员、副局长
专栏等渠道，将个人所得税改革、小微企业减免税、

－２３０－

马 忠（回族）牵志平
白建军 郁义戚

Ｗ税融Ｌ

｜涉农贷款２３．７９万元，比上年增加１．７８万元，占各项贷

禹 凯（回族）

款的８５．１８？？

党委委员、纪检组长 尤国建
｜（供稿：马慧凤）

［全融隐定｜全县金融运行整体情况良好，国民

经济保持平稳运行，金融运行总体稳健。人民币各项
存款平稳增长，住户存款增势较旺；人民币各项贷款
｜增量较年初增加，主要是涉农贷款增加；金融机构备

人民银行

付能力保持正常。

【机构人员】中国人民银行康乐县支行内设办公

中国人民银行唐乐具支行领导班于成员名录
党组书记、行长
张海梁
１５人。
罗应平
【业务职能］中国人民银行康乐县支行为中国人 党组成员、副行长（兼纪检组长）
室、纪检监察室、综合业务股、国库会计股，有职工

民银行派出机构、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承担贯彻执
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提供金融服务三大职
能，具体承担执行货币政策，管理人民币流通，经理
国库，维护支付、清算系统的正常运行，反洗钱资金
监测，管理信贷征信，金融业统计、调查、分析和预
测等职责，

党组成员、副行长（兼工会主席） 石进荣
（供稿：马增祥）

农业银行
【机构人员】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康乐县
支行内设综合管理部、风险管理部、客户部、财会运

Ｉ题ＯＤＲ６ＴＩＴＡＥｔ｜

营部，辖支行营业室、附城支行、康兴路支行，有员
工５５人。

【业努经营】２０１８年，各项存款余额１２．１３亿元，

其中个人存款８．２８亿元，对公存款３．８２亿元，各项存

款较年初增加７０３１万元；各项贷款余额５１２３２万元，
其中公司贷款１７３３０万元，个人贷款３３９０２万元，各

项贷款较年初增加２３４８万元；实现中间业务收入

【金融机构］ 全县有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农业 ２６４．６万元，拨备前利润２２３１万元。
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甘肃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及
人寿保险公司、财产保险公司等１１家金融机构，３２个

营业网（点），其中银行业金融网（点）２６家，从业
人员３１ｌ人。全县有小贷公司２户，分别是金牛、天盛

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有担保公司１户，即县金牛

ｔ成３

资产担保有限公司。
（金融运行】全县银行业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

款５０．５８亿元，比上年末增加５．７亿元，增长１２．７？？？
【普惠金融］以互联网服务＂三农＂＂一号工
中住户存款３９６４亿元，比上年增加４４１亿元，增长
１２．５２占各项存款的７８．３７？？？县各项贷款２７９３ 程＂为抓手，以支持县域肉牛育肥、苗木育植、中药

亿元，比上年增加５３９亿元，增长２３．９１？？其中发放 材种植等特色产业为重点，服务＂三农＂，支持地方
经济和各类经济实体及群众脱贫致富。顺应全县经

－２３Ｉ－

康乐年鉴加

【支特小微企业融澳】配合县委、县政府及相关
｜ 陇原农担贷和惠农ｅ贷等拳头产品，强化消费金融业 部门工作，以支持小微企业及个人融资为重点，发挥
济转型，推出小微企业简式贷、主导产业扶贫贷款、

务战略转型开办随薪贷、网捷贷、专项分期、现金分 国有商业银行融资主渠道作用和自身品牌优势，银
期和账户贵金属等优势产品，满足全县人民金融需 企协作，推出＂网贷通＂＂信用卡分期付款＂、公司
｜求。全年，累计投放普惠金融贷款６４０户、金额

２７１３６２万元，占各项贷款投放额的９５．３５？？

逸贷、个人逸贷等＂互联网＋＂金融产品，搭建＂线
上＋线下＂多元化的融资平台。全年，向康乐县建文
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等小微企业投放各类贷款２００万

｜元，个人贷款５００万元，办理个人信用卡分期付款业
务７６笔、金额４３００万元，有效解决小微企业及个人

中国农业银行康乐具支行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总支书记、行长邸晓明（回族）

融资难问题。

总支委员、纪检委员 马学明（回族
党总支委员、副行长马光海《回族）

业务拓展】按照省分行统一规划和部署，制定

马吉祥（回族）刘文
具体营销方案，开展营销活动，深挖客户资源，确保
（供稿：杨丽平） 存款迈上新台阶。向所辖个人客户推介工行个人网

上银行，引导客户购物或购买理财产品。发挥对公客
户的优势，争揽企业法人的个人存款。加大中小企
业、个人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付款业务营销，加快贷款

工商银行

投放进度，保证公司、小企业、个贷、银行卡资产业
【机构人员】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康乐支

务的健康快速发展。营销理财产品做好银行卡、个人

网银、电话银行、手机银行、工银信使营销，加快银
［业务状况】２０１８年，各项存款余额１６３９１万元， 行卡、电子银行的拓展力度。全年，实现中间业务收
较年初增加１５５３万元，其中储蓄存款余额１０９１５万元， 人３５２２６万元，同比增加８６万元，占任务的８９１２？？
较年初增加１０４万元；对公存款余额５３９７万元，较年 信用卡净增发卡４５００张，同比增加１００张，完成序时
初增加１４１８万元；各项贷款余额２０２７９万元，较年初 任务指标的１０５．４３信用卡刷卡消费额１１０４３万元，
减少４３４万元，其中个人贷款余额６９８４万元，较年初 同比增加１６２３２万元，完成序时任务指标的１１３．２％，
减少６９万元，公司类贷款余额１３２９５万元，较年初减 完成率全省排名第八位，信用卡透支余额３５０６１万元，
少３６５万元。中间业务收入３５２．２６万元，现拨备后营 较年初净增７５２５万元，同比增加２２１０万元，完成序时
行有员工８人。

任务的９７．１３？？年末，净增融ｅ联客户２９８２户，融ｅ行

业利润５８２．６万元，占计划的９２．２６？？

客户１３８２户，融ｃ购客户１１０３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康乐支行
【问控管理｜ 加强各类风险特别是重点领域风险
２０１８年存贷款情况统计表
单位：万元 防控，推进＂网状式控制法＂，实施关键风险点精确
各项存款

余额

｜比年

年｜增

余额

增减｜

初增减

点人员管理。

个人

巾国工商银行康乐支行ｒ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行 长杨建忠

各项

｜ 公司
｜类贷款
｜比年
｜余额｜

整治。提高核算质量，加强重要岗位、关键环节、重

１０９１５ １０４

１５５３｜ ＋９．４｜５３９７ ＋１４１８｜

余额

＂十大违规行为＂和高风险网（点）、高风险柜员进行

初增澍

ｉ６３９１
贷款

制导和重点管控，强化操作风险监督检查与控制，对

储蓄存款
比年
余额

对公存款

比年｜增量

｜初增减

货款
余额

［初增诚｜占比
２７９｜－４３４｜－２．１４？３２９５｜－６５｜６！

比年

初增减

－６９

－２３２－

康圆国（女）黎路（：

（供稿：黎 璐）

其税金融 ｜

ＣＡＡ ＮｔＮｅ

甘肃银行

业务主管 杨成才（回族）
（供稿：孟勤学）

［机构人员】甘肃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康乐支行有
员工１５人。

【设施设备】有附行式自助服务设备２台，存取
｜款一体机１台，取款机１台，大堂自助发卡机１台，网

邮政储蓄银行
【机构人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康

银体验机１台；在良恒商业广场和星海宾馆各设立离 乐县支行设新治街营业所等代理网（点）３个，有职
行式自助银行２家，布放存取款一体机３台，取款机１ 工１４人。
台。

主要业务】开办个人存款、公司存款业务，个
【经营状况】２０１８年，各项存款１０１５８９万元，各 人小额贷款、个人商务贷款、小企业贷款业务，个人

项贷款１６７２７万元。重点支持特色产业，支持全县中 一手房、二手房贷款业务，个人信用消费贷款、综合
｜药材产业，发放农户种植贩运贷款６４５０万元；发放养 消费贷款业务，理财、信用卡、电子银行和代收代付

殖小企业联保贷款１５００万元，小微企业贷款６４９０万 ｜业务。代收代付业务主要包括代发工资、代发养老

元，为养殖、育苗、药材三大支柱产业，提供贷款资
金支持。

金、代收电信资费、代收公益事业费、代收电费、代

｜ 缴税金等业务。２０１８年，各项业务收人９４０万元。累

【代质服务】以＂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 计发放贷款５２９笔、金额５０２４２万元，贷款余额
业、服务城乡居民＂为市场定位，以创新为起点，以 １０３１７２１万元；公司业务开立１０９个账户，余额

发展为动力，以客户为中心，服务全县发展项目及 ６１１０．２７万元；个人业务客户７２８１户，余额８１７９４１万
＂三农＂＂中小微＂＂非公＂经济。以＂精细化管理、 元。为各乡（镇）发放扶贫惠农保证、农户联保贷款
规范化经营、差异化发展＂为理念，形成实体网点、 １００．１５万元。
自助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微信银行协调运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康乐县支行
的服务格局。

络安全为人民刚给安全量人氏ｓｓｓ
ｔ
［普及金融知识］在县城及各乡（镇）市场开展
＂送金融知识下乡＂宣传活动，为群众普及金融知识，
提供各类银行金融知识咨询服务。
甘肃银行康乐支行毓导班子成员名录

行 长李锦（
副行长杨育海

｜２０１８年存贷款情况统计表
单位：万元

个人存款

公司存款

贷款

８１７９．４１

６１１０．２７

１０３１７．２１

｜中国邮储银行康乐县支行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行 长张秀霞（女

（供稿：马得荣）

农村信用联社
［机构人员！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内设综合管理
部、计划财务部、市场发展部、稽核审计部、纪检监

察部和安全保卫部等８个职能部门，有１个党委、４个

康乐年鉴测Ｐ
党支部，１７个营业机构，干部职工１５２人（劳务派遣 融知识普及月、金融知识进万家＂暨＂提升金融素
工８人）。
｜ 养，争做金融好网民＂为主题的征信、反假币、金融
【业务经曹】２０１８年，各项存款总额１８５１７２万 网络知识宣传活动。散发宣传折页３２００多张，受益学

元，较年初增加１９３５３万元，增长１１．６７？？各项贷款 生、群众达５０００多人（次）。９月１９日，与四川金钱柜
余额１８０６５万元，较年初增加１０５３０万元。存贷比 文化传播等３户公司共同举办＂金秋九月，喜迎国庆，

＇金＇彩有你＂贵金属品鉴会，日销售额７６８９万元。

１０２．４９？？？项收入１２３９０万元，各项支出１１７９３万元。

【产业扶贫】与县政府，甘肃金控临夏融资担保

实现利润５９７万元．

【信贷支农】与县财政局、水电局、社保局协 ｜有限公司协调、对接，签订《银担合作协议》，确定
调，争取财政资金，挖据涉农资金存款，促进存款 合作关系。县政府有关部门筹措注入风险补偿金，
业务的持续发展。２０１８年，对１０万元以上贷款原则上 向联社提供《全州支持龙头企业康乐县拟推荐企业
实行抵押方式，重点拓展１０万元以下农户小额贷款业 名单》。与首批甘肃宏福现代农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务。各项贷款较年初增加１０５３０万元。其中农户贷款 康乐县新华牧业有限公司、甘肃康晖现代农牧产业
１８０２６户、１６５７３０．２９万元，有信贷关系农户２２８３９户， 有限责任公司、康乐县信康肉牛育肥有限责任公司４

占全县农户总数的４６？０万元以下的贷款７．７９亿 户政府推荐县域龙头企业协商合作，争取解决６７０万
｜元，１６２８２户。累计代理发放精准扶贫贷款１１０４户、 元的产业扶贫贷款。

金额５６２００万元。为鸣鹿乡拔字沟村发放农家乐旅游

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贷款２００万元。发挥支农主力军作用，
【送温暖活动】春节和开斋节期间，慰问退休职 ｜理事长马福良（回族）
｜工１７人和困难职工１３人；为大东沟村和洼滩村捐助 主 任马世恩（回族）
农用三轮车２辆及办公用品。

｜监事长 马国良（回族）
｜【业务培训］ 贯彻省联社２０１８年＂合规年＂建设 ｜ 副主任 马建明（回族）马进忠（回族）

（供稿：牛允文）

活动工作精神，开展＂合规在我心中＂演讲比赛活
动。选手２人参加临夏稽核审计中心赛区比赛获三等
奖和优秀奖。组织年轻员工１５人苦练各项业务技能，

人寿保险

职工１人参加全省农村信用社业务技能比赛及全国农
信系统首届业务技能竞赛、获全省个人第二名和全
国个人优胜奖。７月，邀请兰州政安防火知识宣传中

｜ 【机构人圆】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康乐县
支公司有合同制员工３人，代理人１３６人。
｜【服务理念］坚持依法合规经营，坚持以人为

心相关人员，分两批对全县信用社员工集中进行消
防知识、实际应急操作等方面培训。

本，坚持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业务发展和经营管理
ＥＲ

取得好成绩。

【保费收入」２０１８年，实现业务收人２２４７．８５万

ＳＳＡ－Ｕ

元，其中个险渠道保费收人１７３５２８万元，占全年保
费的７７２？？？险渠道保费收入２１．６１万元，占全年
保费的９．６４？？？介渠道保费收人２９４万元，占全
｜年保费的１３．３４？？

Ｒ

【金融知识查传］９月２０—２１日，分别在甘肃建
筑职业学院康乐校区、县城滨河文化广场举办以＂金

－２３４－

财税金融｜｜

ｃａＡｌ ＩＲ４ｎｗ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康乐县支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经理 牛兴旺

副经理邱瑞俊
（供稿：牛兴旺）

｜财产保险

｜对处罚的出单员，再进行同等数额罚款；加强对新

保、加保、脱保车辆的验险，做到见车承保，规范退
保业务。严格费用支出，大额费用实行会议研究决
定。全年，报送信息６４篇。落实大堂经理负责制，在
营业厅设专职大堂经理，承担大厅内客户接待、业务
分流、服务监督、服务礼仪、环境卫生，实行晨夕会
制度，每周召开晨夕会不少于２次。延长大厅营业时
间，实行无假日服务，确保正常出单。加强理赔队伍

［机构人员】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康 建设，对发生的事故及时查勘定损，对于有人伤的事
乐支公司有干部职工２７人，其中ＨＲ系统员工１９人，
兼职营销人员８人

ＰＣＣ中国人保财险

故与交警大队沟通，到医院实际做人伤调查，一次性

｜向被保险人告知案件所需的资料，减少客户跑公司
次数；农险方面，因农险标的分布地域广，出险率
高，查勘事故路程远、时间长，严格按农险理赔要求

查勘处理，核对化工效量，对每一个病死标的进行割
耳、焚烧，做到无害化处理，进行兽医鉴定和公示，
农险案件做到当日理算，当日结案，业务续保率８０％
以上。加强代理渠道建设，扩大保费来源，掌握市

场主动权，与大客户，客运公司、宏宇公司、运输
公司、信用联社、车商建立业务合作关系，每季度召
开座谈会，征求在出单、理赔、服务、手续费支付

等方面的意见建议，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手续

，３３３１＿

费比例。

【经曹情况］２０１８年，商业险实现签单保费
７８１．２８万元，其中车险签单保费１２２８．３６万元，占 中国财险公司康乐县支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１０２车险业务占６８９？？？业保险实收保费３１５．４２ 经 理 唐致洁（东乡族）
万元。商业险赔款１３４９．６８万元，简单赔付率８１３３％， 副经理马梅花（女，回族）
上缴营业税及附加９７万元，代收车船税１５９万元。参

（供稿：马俊羿）

加大病医疗保险２４４５４４人，保费收人７３３．６３万元，赔
付７４７．７６万元。

［主要工作］按照《保费收人考核办法》，制定

大地保险

《２０１８年业务发展考核办法》，员工按月分解保费任
｜ 务，按月制定考核办法，超额完成者，按超额部分的

５？？行奖励。设立续保专员，每天对续保业务进行
｜ 跟踪联系，对每个车辆续保状况进行记录、分析脱保

【机构人员】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康

乐支公司有勘查车１辆、电脑４台、打印机２台、传真

｜机、复印一体机２台、扫描仪１台、电话３部，员工１８

原因，续保率保持在６０？？上；每天公布个人业务进 ｜人。
度，每周召开一次业务分析会。完成临夏州财产保险

｜［主要险种］主要险种有：企业财产保险、家庭
股份有限公司下达任务。坚持合规经营，控制经营 财产保险、建筑工程保险、安装工程保险、货物运输
风险，执行公司各项业务规定，加强管控措施，提高 保险、机动车辆保险、能源保险、法定责任保险、一
承保质量，控制经营风险，在每月出单中心考核中， 般责任保险、保证保险、信用保险、种植业保险、养
￣２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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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业保险、短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

ａａ２Ｓ？

中国大地财险公司廉乐支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经 理 汪作武

｜（供稿：汪作武）

中大熄产ｓ增Ｂ 有ｎ公司
一５一究＂司

平安保险
【机构人员】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康
乐支公司有员工７人。

上级检查６月２５日，分公司总经理室领导来

【业务种类］主要险种有：企业财产保险、家庭

康乐考察保险市场。８月２５日，州支公司总经理董海 财产保险、建筑工程保险、安装工程保险、货物运输
林来康乐指导工作。１１月１７日，州分公司总经理董海 保险、机动车辆保险、能源保险、法定责任保险、一
｜林、副总经理罗宝红来康乐指导工作。１２月１５日，州 般责任保险、保证保险、信用保险、种植业保险、养

中支总经理董海林一行来支公司进行年终考核，全 殖业保险、短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
｜ 【收入理赔】２０１８年，机动车承保２１５０辆（台），
优通过考核。
【保费收入】２０１８年，保费收入１２００万元；机动

收取保费５００万元。人身保险承保８５０人，收取保费５０

车保险７２３６辆（台），收取保费１２００万元；人身保险万元；受理理赔案件１０５件，赔付金额１３０万元。
｜ 承保２５６０人、收取保费３５万；受理理赔案件５８６件，
中国平安财险公司康乐支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赔付３８５万元。
｜经理陈占平（东乡族）

（供稿：马振吉 马志乾 陈占龙）

文体科拔 ｜｜

＋ａｕ话动章

年血乒乓总比

云ｔｅ２刻

｜文公—＂

月［
境良恒压到

文体 科狡
ＷＥＮＴＩＫＥＪ

文体 科技
文化广播影视

广播电视台自办节目县域覆盖率。投人资金６０万元，
重新修建五户乡综合文化站。投人资金１５２万元，采
购大型线阵音响１套，为全县大型会议、文艺汇演活

［机构人员】县文化广播影视局内设办公室、文 动等提供音响保障。
【文化活动］举办以＂弘扬正能量、助推新康
化艺术股、文化市场（产业）股、文管所、广播电视
股，下设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文化市场综合执 乐＂＂精准扶贫在康乐＂＂宜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法大队和乡（镇）文化站，有干部职工９２人，其中文 神＂等为主题的各类书画作品展３０次，举办以＂美
化专干１４人。

丽康乐＂＂非物质文化遗产＂＂莲花山花儿＂等为主

【公共文化基础建设】实施县文化广播影视局 题的摄影作品展１０次，组织文化干事、文化艺术人
制播能力提升项目，投入资金２００万元，购置广播电 才、社会团体开展下乡文艺演出９０场（次）。
视采集、编辑、播出设备，进行舞美和声学装修，推 ［非遗保护］＂六月六＂花儿会期间，举办汪子

动广播电视工作再上新水平。投资４０万元，购置文 沟、戚家庵、足古川、王家沟门、紫松山等１３场花儿
化活动办公设备、乐器、音响等设施，为民间自办 专题演唱活动，让莲花山花儿会传承、发展得到保

文化社团提供文艺活动物质保障和技术指导。投入 障；举办＂康乐县文化人才培训班＂，花儿爱好者、
｜资金９０万元，为４５个村购置广播器材各１套，提升县 ｜非遗传承人、花儿串班长、花儿歌手、花儿工作人

－２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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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７０人参加，文化队伍逐年壮大，为非遗传承储备后 度，合理安排时间调剂使用，各社团有序开展歌唱、

舞蹈排练、文艺节目演出、专题培训、书画作品展览

续力量。

等活动。

｜ 图书馆举办电脑、书法、绘画、音乐、象棋等培

训班１２期，国学讲座６期，优秀影片展播】Ｏ次。开展
送图书＂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军

营＂活动５０次，参与活动１万余人，流动图书１．３万余
册。在义顺公司、农业银行、看守所、综合福利院设
立图书流动站６个，签订共建协议。转变服务方式，

提高自动化管理水平，安装自动化管理系统，购置编

目设备和借阅卡，对馆藏图书实现自动化管理。设立
【广播申视】２０１８年，县广播电视台共播出电视 残疾人阅览室，为特殊人群提供读书学习场所。创办
群众文化活动

｜新闻１４８期、７４０条，广播电台同步播出。向州电视台

以弘扬国学精粹为主的百科知识讲坛《嫌乐讲堂》，

选送２８５条，播出１９２条，采用率６７？？在《康乐新 ｜举办专题讲座３８期，成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康
闻》中开设＂精准扶贫在康乐＂＂精准扶贫百日行 乐地域文化、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有效载体。
动＂栏目，对全县２０１８年精准扶贫工作在动态新闻报

道的基础上，重点就民生项目落实等方面进行连续

度乐县纪念改革开放周年摄影展

｜ 性专题报道。制做专题《潮起草长沟留住故乡愁》，
对草长沟乡村旅游进行深度系列报道。抓好广播电
｜视安全播出，实行双人值班制度，严禁人为停播、非
法插播等事件发生，确保中央、省、州广播电视节目

的安全播出，保证广播电视无线覆盖工程运转。
【文化市场监管）全年，对全县所有网吧、音乐

《ＴＶ、打字复印企业等文化经营娱乐场所进行拉网式
排查，与场所负责人签订安全生产、守法经营责任

县博物馆提高免费开放和陈展水平，对展厅灯

书，增强业主依法经营管理的责任性和自觉性，强化 光、布展等方面进行提升改造，改善参观效果和舒适
监管措施，联合县公安局、环保局、消防大队等单 ｜ 度。利用闲置空间打造博物馆文创产品展示区，开发
位，在不同时段对全县文化娱乐经营场所开展执法 彩陶复制品、＂孺子牛笔简＂＂边家林彩陶环保袋＂

检查，重点加强晚间、周末和法定节假日监管，确保 ＂时尚彩陶背包＂等。开展进校园、进军营、进社区、
全县文化市场经营秩序正常运行。全年，出动文化市 进乡村社会教育活动演出２０场（次），带展板、发宣
场执法检查人员３００人（次），责令限期整改文化经营 传册、讲彩陶知识等社会教育活动２５场（次），开展

文物联展１次，展出文物１０余件，发放《康乐县博物
【＂三馆＂建设】县文化馆搬迁至胭脂湖公园， ｜馆文物图谱康乐牛文化展》等宣传册２４万余册。
有书画展览厅、舞蹈排练厅、摄影展览厅、器乐合奏
厅等公共文化服务场所１４００平方米，为国家三级文化 县文广局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馆。有文化演艺社团７个（康乐之声艺术团、天籁之 局长黎兆庆
声艺术团、附城镇心连心艺术团、枫叶艺术团、夕阳 副局长马玉海（回族）杨永强 赵海钟
金员 马福海（回族）马志祥（回族）
红艺术团、恒美舞蹈队和康乐县青少年波尔卡舞蹈
（供稿：高中坚）
培训中心），配备流动文化车１辆。制定各厅管理制
娱乐场所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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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接待有：甘肃省社会主义教育学院培训班、甘肃
景古红色政权纪念馆
省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厦门市考察团、甘肃文理学院
师生团体、县直各单位重温入党誓词活动和各个假
【机构人员］县景古红色政权纪念馆内设保护管 期特长班老师及学生参观，临夏州内银行系统参观
等。
理科、宣传教育科、综合科，有干部职工１０人。
【宣传教育】以流动展览和专题讲座等形式服务
［陈列展览】景古红色政权纪念馆展厅面积８００

｜平方米，馆内展品及文物大多以红军长征途经康乐 ｜社会，开展宣传教育。全年，开展流动展览５０余场

｜（次），接待观众约１万人（次），在慷乐讲堂》专题
｜时的遗留物和当时驻守农户家中使用过的工具器物
等为主。展厅以红军长征在康乐的５２天、政权新貌、 讲座＂红军长征在康乐＂，为县武警中队送流动展览３
｜ 次；联合县新治街小学在龙头山举行＂清明寄哀思、
势危时艰、天地人生、永恒记忆为主题分设五个单
深情悼忠魂＂教育活动；全年，组织开展＂弘扬传统

元，通过雕塑、浮雕、多媒体声、光、电技术与场景 文化，讲好红色故事，助推精准扶贫＂及各项活动１８
艺术的巧妙融合，依据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在康乐的 场（次），走进红军走过的地方，以群众喜闻乐见的
革命时期、历史特点和旧址实际遗存情况，遵循历史
节目形式，将红色故事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及脱贫攻
时序线索，采取专题划分布展板块的方法，力求多点 坚结合起来开展宣传教育活动。
位、多角度、区分主次、详略得当地再现红军长征在
康乐的红色历程，打造缅怀革命英雄、继承先辈遗志 县景古红色政权纪宏馆领导班了威员名录
的爱国主义与红色传统教育碁地。
｜馆长刘建文
纪念馆展厅为全封闭式，人工采光，以符合展览 副馆长岳富海 鲜 花（女，东乡族）

的功能和需求，配置先进的火灾自动监控报警系统，

（供稿：马晗峰）

远红外线安全防盗监控报警系统，配套先进的幻影
成像系统和声光控虚拟场景再现系统，开通景古红
色政权纪念馆微信公众平台，是综合性智能化系统
集成的红色政权纪念馆。展厅为全封闭式，人工采
光，以符合展览的功能和需求。配置先进的火灾自动

｜博物馆

【机构人员】县博物馆隶属文广局，内设安全保
监控报警灭火系统，远红外线安全防盗监控报警系
统。配套先进的ＶＲ虚拟展览大屏互动魔墙系统、虚 卫室、社会教育部，有干部职工２３人。
｜ 【发展简史】１９３８年，康乐与临洮县析治后，成
拟讲解员互动系统，开通景古红色政权纪念馆微信
公众平台。

立民众教育馆并征集收购文物。１９５３年，改称县文化

｜馆并设文物库房。１９７５年，结合文物普查征集以陶罐

为主的文物６００余件。２００７年，经县政府批准成立博
物馆。２０１０年，征集国家三级以上精品彩陶１５件。
２０１３年，征集精美陶器４２件，利用康乐县召开全国
肉牛产业大会的契机，建成西北唯一一家以牛为主

题的展览馆。２０１５年，征集马家窑类型、边家林类型
精美陶器１８件。２０１６年，接受移交文物９件，藏品数

量增至１６２７件。２０１７年，移交文物１件，藏品１６２８件。
开通微信公众平台和全三维跨平台式网上博物馆。
【展厅简介】展厅总面积１９００余平方米，内设彩

（参观游览］２０１８年，接待游客１６．８万人（次）。 陶、瓷器、古钱币、古建筑构件、金代墓葬、四维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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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文物修复、牛文化、书画摄影展室、社会教育基｜ 举办消防科普教育基地，观众在参观文物的同时，增
地和消防科普教育基地等展厅。藏有各类文物１６２８

强全民消防安全意识和提高自防自救能力。

［主要工作研究开发具有地域特色的＂时尚彩
陶背包＂，受到中小学生及民众喜爱；提升文物库房
安全防护，制做库房展架，加固防护栏。出版《社会
｜ 教育活动集萃》《康乐县博物馆》《慷乐牛文化》等

件，其中国家二级文物１５件，三级文物１４９件。

宣传册。利用＂５·１８＇国际博物馆日＂，在县城文化

广场和武警中队举办临时展览活动，共开展各种形

式的进校园、进军营、进社区、进乡村大型演出２０场
（次），带展板、发宣传册、讲彩陶知识等社会教育活

动２５ 场（次），其中五馆联盟文物联展１次，展出文

｜史前彩陶展厅 陈列仰韶、马家窑（马家窑类 物１０余件、发放《康乐县博物馆文物图谱》《康乐
型、边家林类型、半山类型、马厂类型）齐家、辛 县博物馆宣传册》《康乐牛文化展》等宣传册２４万
店、寺洼、沙井等史前文化彩陶，使人更直观地了解 ｜余册。

寒假期间，博物馆面向全县各中小学生进行＂小

到史前先民们的生活状况。

瓷器古钱币展厅 陈列宋金元明清各时期的瓷小讲解员＂招募及培训、增加社会实践活动，激发孩
器、北宋及王莽时代钱币，让观众研究和了解宋金时
｜期瓷器文化，加深观众对于瓷器古钱币的认知。
四维幻影展斥 利用四维幻像投影仪和电子书

子们对博物馆的热爱及保护文物的热情。发挥博物

馆社会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用，分别在＂六
一＂＂６－１２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日＂＂七一＂＂八

以３Ｄ文件的形式展出康乐彩陶史、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等节日，与省博物馆、县福利幼儿园、城东小
史等。通过高科技产品，直观、形象地了解人类社会 学、武警中队、附城初中联合举办一系列社会教育
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全过程。体验人 活动；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讲解员，加强博物馆人才队
伍建设。
类思维和技术创新之间微妙的关系。
古建筑构件展厅 陈列康乐代表性建筑上一些

古构件、古木雕，体现出具有时代性和民族特征的古县博物馆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馆长 马正芳（女，回族）
建筑文化。

会代墓葬展厅 墓葬为１：１复原展示，发掘研究 ｜副馆长 石汉明
宋金时期康乐地区的历史，建筑艺术和民居建筑提

（供稿：王海斌）

供新的实物资料。

文物修复室 主要存放破损的需要修复的文物，

文化馆

文物修复工具及进行日常文物修复。

牛文化展厅 陈列着汉、唐、北魏、北齐等朝代
｜的牛像，以不同时代的牛文物造像、与牛有关的文字
展板展现牛文化的内涵。

【机构人同】县文化馆从三馆一中心搬至腮脂湖
公园，是国家三级文化馆，内设办公室、接待室、摄
书画摄影展厅 有１００余幅书画摄影作品，以不 影展览室、书画展览室、器乐合奏室、舞蹈排练厅，
同手法、不同地域、不同类型的牛像与赞美牛精神 有干部职工７人，文艺演出团队７个，演出队员２１０人，
的诗词中，让牛文化与牛精神得到更完美的展现。

｜省上配备流动文化车１辆。

文创产品 博物馆开发时尚彩陶背包。

【群众文化活动｝２０１８年，开展＂迎新年庆新春＂
消防科普教育基地 博物馆和县消防大队联合 活动，送春联５０００余幅：举办第二届义顺杯书画展，展
－２４０－

文体科技

出作品７０余幅，１８组社火在县城滨河文化广场进行汇
演；全县首届民俗文化展，以及２０１８年＂全家福＂欢度 县文化馆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元宵佳节联欢会活动。举办＂庆祝建党９７周年——永远
馆长陈友寿（东乡族）
｜跟党定＂＂军民鱼水情文化进军营＂＂广场舞大赛＂

｜（供稿：马丽萍）

＂２０１８年相牛赛牛大赛花儿演唱会＂等专场演出及莲花
山花儿会１３场，参会１５６万人；组建县精准扶贫政策宣
传暨感恩小分队，赴１５个乡（镇）演出文艺节目９０余

图书馆

场，在朱家村、下窑村、线家滩村、八字沟村、丰台
村、苏家村、龚家庄村、新庄村，开展纪念改革开放４０
周年文化惠民文艺演出８场。

【机构人员】县图书馆隶属文广局，内设办公
室、阅览室、电子阅览室、少儿阅览室、残疾人阅览

室、书库、地方文献室、文献采编室、图书馆总分馆
建设办公室、康乐讲堂》办公室，有干部职工７人。
［图书管理］征订报刊２０余种、８００余册；收集
地方文献资料５００多册，丰富地方文献专架供读者阅
｜读。

【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加快数字图书馆建
设，甘肃知识文化网络服务平台接入电子阅览室；接
人１００兆光纤，开通网络电视，优化服务资源和环
送文化下乡
［培训和辅导］选派４人参加省文化馆举办的馆

境；开展青少年系列活动，国学诵读和诗歌朗诵活

｜ 动２次，放映优秀影片３部，举办书法、绘画、音乐
长、摄影、书法、美术培训班，参加２０１８年文化人才 培训班４期，参加５００多人。与县书画协会举办书画笔
培训班、在莲花山花儿传习所举办花儿歌手培训班２ 会３次，书面展３次，创作书画作品８０余幅。
期，培训１１５人，深人附城镇、景古镇、莲麓镇、八
｜【全民阅读宣传】利用流动图书车、逢集日、节

松乡、苏集镇基层综合文化站辅导文化工作１１人 假日期间，开展＂送图书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
（次）。
｜进军营、进机关、进企业＂活动４０多次，流动图书
【公共文化服务】４月，县委、县政府为胭脂湖 １５０００多册，发放《全民阅读倡议书》５０００多份，赠

公园文化建设解决办公室４０平方米，接待室９０平方 送图书６００余册．
米，公共文化服务场所１４００平方米，文化馆设施建设
达到国家文化馆三级标准。免费开放摄影展览室、书

面展览省、舞蹈排练室，举办美丽康乐、纪念改革开
放４０周年、改革开放４０年看康乐城乡发展新变化主
题摄影作品展览和书画展览，邀请省、州和县书画家
８０多人，展出书画作品４１４幅，开展朱万芳、宛廷

聚、师碧霞、鲍如泉等书画家作品交流。举办＂相约

金秋·大美康乐＂为主题的群众文化文艺汇演活动，
ａ一Ｅ一Ｓ
邀请著名花儿歌手马红莲等在音乐喷泉前演唱临夏
［４－２３世界读书日】４月２２—２３日，在县城滨河
花儿。接待省级领导１００多人（次），省、州文化部门
检查指导５６人，旅游团队４０个、游客２３００人，群众１０ 文化广场举办＂４－２３世界读书日＂主题宣传活动。流
动图书车满载涵盖科普、养殖、种植、文学、少儿读
万多人，展现全县各项事业发展成果。

－２４１－

康乐年鉴测＿
数

｜物等各领域图书１０００余册，供群众免费阅读。以＂阅 台、核定事业编制２９人。
台、移
读，与法同行＂为主题，制做横幅４条、展板２２块，
［节目采编】２０１８年，播出电视新闻１８１期、９８５
发放《全民阅读倡议书》１５００份，咨询阅读２０００多人 条，广播电台同步播出。每期《康乐新闻》同步向微
｜（次）。
信公众平台推送。向州电视台选送３７５条，播出２８１
【总分馆制建设｜ 在莲葳镇、景古镇、附城镇、 条，采用率７０采用率较上年同期明显提高。播出
苏集镇开设图书馆分馆，制做图书馆分馆制度，在１５ 《康乐新闻 ４２５条。２０１８年，位居全州第三名。省、
个乡（镇）开展总分馆制调研，对基层图书室进行摸 州台新闻稿采用率均衡推进。
底登记。

【图片展览】制做《春节楹联展》《书香中国》
４－２３世界读书日》图片展板，在县城滨河文化广场
和附城镇、莲麓镇、苏集镇、八松乡、流川乡等乡
（镇）、村、社区、学校展出１０次：
【康乐讲堂】开设康乐县公益性讲堂《康乐讲

【自办栏目】在广播电视节目中开设＂三年决战
奔小康＂专题栏目，对全县２０１８年精准扶贫工作动态
报道的基础上，重点就精准扶贫取得的成绩、城乡面
貌发生的变化、农民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县上各
项决策措施和脱贫攻坚中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典型
｜事例、经验做法、各族干部群众精神风貌等方面进行

堂》，讲座内容以国学经典、康乐历史、地方文化、 连续性专题报道。

风土人情、民俗民情、非遗项目、书法绘画、文学艺
术等为主。讲座的举办是图书馆延伸服务、扩大社会
影响的一项重要举措，共举办３８堂。
【特殊人群服务】开展残疾人阅读推广活动２次，
邀请残疾人在图书馆参观阅读。

按照县上重点工作进展，分阶段在广播电视节

目中开设＂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壮阔东方
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年＂＂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转变作风改善发展环境＂＂临夏
州第十一届旅游宣传月活动之魅力康乐＂＂城乡环

青少年活动］组织学校师生和家长开展＂走进 ｜境卫生整治进行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
图书馆＂阅读体验活动４次，亲子手工画制做活动２

了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康乐教育看今朝＂等９个专
栏，针对性的报道工作进展、展示工作成效。

次，参加６００多人．

拍摄专题片《温家山的嬗变》、系列报道《潮起

【电子报刊机】采购电子报刊机，安装在＂三馆

目 草长沟·留住故乡愁《徒进牟家沟》，深度报道虎关

一中心＂大厅，供读者阅读。

乡二十铺村温家山社精准脱贫、八松乡纳沟村草长
购进图书管理系统，实现图书馆业务集成化管理。 沟社乡村旅游、景古镇牟家沟村美丽乡村建设，取得
获＂甘肃省图书馆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度全民阅读先进单 良好反响。
位＂＂甘肃图书情报界讲座展览联盟十佳单位＂ 依托《俯瞰康乐》栏目，精心制做宣传节目２０
＂全州图书馆工作先进单位＂。
期，将山水康乐、人文康乐、美丽康乐制做成靓丽
名片向省内外推介，提高康乐知名度和影响力，吸
县图书馆领导班千成员名录
引省内外游客到康乐观光旅游。
馆长范 军
广播电台除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省人民广
（供稿：晏玲芬） 播电台节目外，县广播电台有半小时自办节目时间，
每天分早、中、晚三次播出，除《康乐新闻》同步播
｜【图书编目】将馆藏图书重新编目、分类上架，

出外，设时政之窗、多彩康乐、经典歌曲大家唱、生

广播电视

｜活百科、美文赏析栏目。全年，播出１３０期。

［安全播出】完善《安全播出应急预案》，做到２４
【机构人员】县广播电视台隶属文广局，内设办 小时有人值班，有播出记录、交接班记录，逢节假日或
公室、新闻部、专题部、通联部、播出部、广播电

重大事件，领导带班值守；严把文艺片、连续剧、电影

－２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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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质量关，杜绝一切黄色、暴力、反动等不健康影剧的 火炬传递活动在康乐县举行；在１１月的第二届＂西北
播出。把关电视作品，提升频道质量。精心挑选播放节 ｜武术节＂比赛中，康乐县武术协会（自强武术队）共

获得奖脾２６枚，证书１０３个，其中个人金牌６枚，银牌

目，丰富节目内容，未出现播出安全事故。

１１枚，铜牌９枚，第一至第八名证书６７个，第八名至

第十六名证书３６个；团体奖集体拳术项目获得第一

具广播电视台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台 长 赵海倒
台长 张小虎（东乡族）汪艳玲（女）

名，团体总分第二名；获得团体道德风尚奖，优秀教

练员证书。协助良恒国际健身俱乐部举办２０１８年中国

（供稿：线永祥） ｜乒乓球协会会员积分赛暨康乐县第三届＂良恒杯＂迎
国庆乒乓球邀请赛；举办牛文化旅游节暨申华杯篮
球赛。

体育

２０１８年 天马武道杯 第二届西北入

ａ…ｗｌｎｍａｍａｖｒａａｎ．ａｒｓａｎＢ

［机构人员】县体育局内设群体股、竟训股、办
｜公室，有干部职工８人。

｜【群众体育］２０１８年，在乡（镇）举办以篮球、
｜乒乓球、拔河、象棋、广场舞等为主的迎新春系列农
民运动会，与景古镇政府联合举办第十二届农民篮

球运动会，协助胭脂垂钓协会开展＂胭脂家园＂２０１８
年垂钓大赛；组织开展＂健康·快乐＂＂我运动，我
｜ 健康＂为主题的全民健身健步走活动，开展＂展示时

１１月１６—１８日，县武术协会队员参加第二届＂西北
《术节＂比霸

【体育产业】建设县公共体育场田径跑道和足球

｜ 代风采·筑梦美好康乐＂为主题庆国庆千人广场舞大

赛等活动。全年，县域内举办规模以上比赛８０次以 场建设项目，修建附城新集社区和五户乡全民健身
上，吸引、参与人数超过１０万人（次）。
赤遍赤

是示时代风采，禁梦数好激我
要证我（ｍ管瑞淋楼

中心等健身场所，配备健身器材，申报县全民健身中
心、县体育场、县健身广场及体育公园、县体育馆等
｜项目，申报１３２个行政村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纳入国

家重大项目建设库，维修县文化广场和三角花园健
身路径。

北设Ｐ＂Ｈ分

县体育局领导班子班子成员名录

局长段 湖
副局长张 忠（东乡族）
【章技体育】６－８月，全省第十届运动会青少年 纪检员 马晗生（回族）
（供稿：魏海军）
组羽毛球比赛中，取得男团第一名、女团第一名、女
双第一名、女单第一名、混双第一名、男单第二名，
男双、女双分别第五名；在全省第十届运动会青少年
新华书店
组自行车比赛中，取得第八名；全省第十届运动会青
少年组乒乓球比赛在良恒乒乓球馆举行；全省第十
四届运动会大众组攀岩比赛在甘肃建筑学院康乐校 【机构人员】甘肃新华书店飞天传媒股份有限公
区举行；全省第十届运动会＂绿色省运·美丽临夏＂ 司康乐县分公司有职工７人，其中图书发行技师２人、

－２４３－

康乐年鉴。＿产压
｜ 高级２人、中级３人。

广电网络

【主要工作】主婴负责全县１６９所小学，学生
｜４２８９１人；１４所初中，学生１０１５８人；２所高中，学生
｜４５３０人教材发行。肩负全县政治图书的宣传发行及

｜［机构人员】甘肃省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重点图书发行工作。２０１８年，全县发行各类图书 康乐县分公司内设综合办公室、用户部、建维部、户
１１９８万元，其中各类教材教辅４１２万册，码洋９３２．８万 户通管理部，有员工１１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１０人，

元；其他各类图书２０多万册，码洋２１５．９８万元；发行 工程师１人。

学生免费字典６４５１册，码洋８．８万元。

【工作职能】主要承担中央、各省、州县新闻等

２０１０年度康乐县圈书发行统计表
单位：元
、含税销售收人额（码洋）

１．一般图书销售
２．免费教材销售
３．非免费教辅销售
４．图片、其他销售

Ｉ ｔ９８００００

网和有线电视网络建设与维护，以及５４万户＂户户
通＂及３８００户＂村村通＂运行维护与管理。

［项目建设】推进＂农村宽带、电子商务信息工

９９８６４５

程＂网络建设，新建９个乡（镇）ＰＩＮ数据传输机房

４５６３８５２
５３５５３８６
６９８２

｜（莲麓、景古、草滩、胭脂、八松、苏集、白王、流

６．非图书商品销售

３８６５０
１０３２４０

７．幼儿教材、字典图书销售

９１３２４５

｜５．音像制品销售

｜广播电视节目安全传输，省级、州级、县级光缆干线

川、虎关），架设各类光、电缆２５８公里，有线电视和

｜数据宽带夏盖２４个行政村的１２３２４户，开通高清直播、
高清互动点播、优酷、乐视、芒果、陇原先锋、广电
宽带、智慧家庭、电视淘宝、智慧教育等２０多个板块

新业务，实现从看电视到用电视的转变，发展农村用

户４３２户。完成龙头山转播台、角麻敦转播台、白王
转播台等地面二期无线数字覆盖工程，＂户户通＂
升级能够收看到临夏州综合须道、公共频道及康乐
电视台新闻节目。推进全县１５２个行政村党员教育智
慧云电视安装终端机顶盒业务，

ＬｒＣｓ－ｓｎ

Ｎ１
康乐其新华书店流动售书｜

计容ｏ人天

Ａｇｉｇ

甘肃新华书店飞天传媒公司康乐县分公司领导班子
成员名录
理唐致
经理孔德海

门店经理 苏向艳（女）

（供稿：孔德海）

县城营业厅

日肃省广电网络公司康乐县分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名
录
｜经理蔡建荣

（供稿：张浩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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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２０１８）》初稿第二稿。７月完成评审稿，送出版社

史志编纂

审核、州志办审读，向全体县级领导和有关部门征
｜求意见。１２月，全彩式《康乐年鉴（２０１８）》由甘肃

｜ ［乱构人员］县地方史志办公室内设人秘股、编
辑室、年鉴办、资料室，有干部职工１３人。
［史志编修针对州志办反馈送审稿审读意见
１２０条的情况，县委办、县政府办下发补充县志资料

通知，收集补充３０个单位所缺资料，累计纠错６００余
处，删增字数３万余字，规范表格２０张，补充碑文等

１０处，完成共１６编，７６章、３２６节，彩页８４张，表
２１Ｉ 张，插图１３张的《慷乐县志（１９８６—２００５）》送
审稿第二稿送州去办审读。１０月１１日，州志办在康乐
｜召开《康乐县志（１９８６—２００５）》送审稿审读意见反
馈会，按照州志办反馈的６０余条审读意见，重新撰写
大事记部分，查漏补缺全面修改。指导出版《康乐县

｜民族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启动康乐年鉴（２０１９）》

｜编辑工作，成立编委会、印发编写细则，派出７个资
｜ 料收集组，收集年鉴资料。年鉴做到封而一年一颜

色，图片一年一风格，内容一年－充实，特色一年一
突出，质量一年一提高，撰写报送《甘肃年鉴》《临
夏州年鉴》康乐县内容。主任作为全省唯一县级年鉴
主编代表，参加在江西上饶市举办的第三期全国年
鉴主编培训班暨第五届全国地方志忧秀成果（年鉴

类）评审系列会议，一部年鉴获＂甘肃省第十届地方
史志成果一等奖＂，五部被中国国家图书馆、甘肃省
档案馆、省图书馆、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及州县档案图
书馆等省内外相关部门收藏

第一中学校史》；审读《河县志（１９８６—２０１０）》评
｜ 议稿，政协康乐县委员会简史（１９５０．１—２０１６．１０）》
｜ 初稿，提出意见建议８０多条。编审出版《中共康乐县
｜组织史第四卷》。主任被聘为甘肃省行政区划与地名
专家库第二批地方专家、被全省地方史志学会第四
｜届会员大会选为理事。史志工作被省地方史志编纂

委员会督查考核为临夏州第二名，县委常委会工作
报告和县政府工作报告上专门反映地方史志成果。
度系列惠（传５一２００５）娶审

７月５日，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调研组调研康乐县地方

史志工作

【丛书编写］在出版康乐县地情丛书《新闻辑
录》《文苑花絮《心灵的放歌》的基础上，按照打
造多形式丛书的目标，结合丛书编写经验，整理稿
源、精心编写，由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２８万字的诗文

集《划过指尖的流年》。１１月３０日，在县图书馆举办
康乐县地情从 书——马晓春诗文集《划过指尖的流
年》出版发行仪式，为与会者赠送诗文集１００余本，
｜ 【年鉴编辑】开展《康乐年鉴 （２０１８）》编辑工 丛书编写实现从无到多大转变。撰写报送甘肃地情
作，收齐１８２个单位的年鉴资料，拍摄各类照片４００多 丛书佝丽甘肃》康乐篇内容
张。按照＂整体思考、合理取舍、突出特色、科学分
【史志宣传】主任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协会吸
类＂的原则，发模板、电话催、通报督、帮助写和主 收为会员，被推选为县作家协会主席，在中国散文
编设篇征稿件、组稿严把关、排版细设计、总纂抓通 网、盛京文学网、短文学网、豫北文学、《党的建

稿＂一条龙式＂工作，于３月完成ｅ４万字的《康乐年 设 《钳肃史志》《白银文学》《民族日报》、州政
鉴（２０１８）》初稿第一稿，５月完成４２万字的《康乐年 将网等媒体，发表新闻稿件、散文诗歌、史志理论文

－２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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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１６８篇（条），配合县委统战部征集全州民族团结征

科学技术

文１０篇。多篇文学作品被《花儿艺术人生》《炊烟
飘过的记忆》《仰象临夏》等书刊收录，应邀参加中
国西部当代作家作品学术研讨会、甘肃省＂齐家文化

【机构人员】县科技局内设办公室、业务股、综

故里＂大型采风和全州作家走进州中医院采风活动， 合股、专利和科技成果股、生产力促进中心，有干部
带领莲花山花儿歌手参加州民间文艺家协会２０１８年会 职工１１人。
暨＂相约２０１９·＇禹王砖雕杯＇迎元旦文艺晚会＂，作
【科彼项目】２０１８年，全县争取到新建、续建科

为特约嘉宾做客新浪微博九歌微访。在虎关初中举 技项目８项，其中省列４项，州列４项。完成续建省列
办书籍捐赠及读书体会分享活动、捐赠图书５００余册， 康乐县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改革和示范》任务；新
并为师生进行辅导。在县图书馆举办文学讲座２次， 实施省级科技项目３个，即：《八松乡塔庄村中药材
发放刊物１８０册。联系北京、江苏作家及陇人青年志 种植技术推广应用》生猪养殖配套技术集成示范》
愿者协会先后两次捐赠价值１２００余元的衣物及学习用 和《马铃薯薯渣秸科发酵饲料推广应用》。实施州列
品，送至胭脂镇蒲家村孤残贫困学生手中。与相关单 《禽蛋贮藏保鲜技术研究及应用；督促县医院、康晖

位协作，在附城镇城东社区举办＂七一＂义赠义诊义
剪献爱心，为县老年日间照料中心消赠各类图书１００
册，为社区老年人免费体检、理发。联系县宏星花儿
艺术团为帮扶的建档立卡户和残疾人，送去价值１．４
万余元的秋冬服装７１套。

公司，完成州列《脑钠肽（ＢＮＰ）在心衰诊断中的临
床应用研究》《马铃薯淀粉加工废弃物饲料化循环
利用技术集成示范》和科技管理能力提升和科普宣
传服务＞，完成技术验收；对２０１７年度完成的《康乐

县科技助推精准扶贫行动》《康乐县科技特派员精
【信息化建设】创办全州首个史志类微信公众 准扶贫农业科技示范村（基地）建设》省级科技项

号———康乐文艺》，刊登全国作者文学作品、志鉴动 目，向省科技厅提交申请验收报告，待验收。全年，
态６０余篇。在县人民政府网站开设＂康乐县志年鉴＂ 向科技厅申报《康乐县富硒农产品生产技术示范推
网页，在甘肃地方史志网、县政府网上传已出版的五 广应用》《婊乐县知识产权管理干部及专利人才培

｜部康乐县志年鉴电子版，实现新编年鉴电子化。在县 训 等５个省级新科技项目，向州科技局申报４个科技
政府接待中心摆放４部《康乐年鉴》，为项目单位和县 ｜项目；组织开展财政批复立项检查；完成全县计划外
｜级领导提供县志年鉴、开设地情资料室，配备书柜、 科技项目及科技成果统计上报。
｜办公桌等设施，收集摆放各类书籍，开展志鉴免费阅 ｜｛科转示范基地］全年，全县建成农畜、农机、
读服务３８人（次），发挥志书年鉴丛书＂资政、教化、 ｜林业科技示范园区、示范基地、示范点、示范企业２５
存史＂的作用。
｜ 个，其中农牧１５个、林业６个、农机４个；培育康美公

司为州级科技型企业，培育全省创业服务导师１人；
全县示范基地、示范点累计示范推广新技术、新产
品、新工艺等６类、６５种。全年，全县新技术人户率

｜县志办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主任 马晓春（东乡族）
副主任 王红兵

达到９６？？上。

纪检员 马英花（女，回族）

（供稿：马晓春）

［科技成果］加强科技项目评审验收、科技成果

统计、科技成果奖项申报。５月，向州科技成果评定
奖励委员会推荐由康辉公司牵头实施的科技成果１

个。全年，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率９０科技对经济社

会的贡献份额达５５６超过省州下达指标的５２？？
｜科技局获＂全省优秀科技特派员管理先进单位＂，甘

肃康晖牧业公司获＂全省技术市场交易工作先进单

－２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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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宣传、科技进村人户和科枝培训。全年，举办各
类科普宣传活动７６次，咨询１０．５万人（次），组织大
型科普宣传活动３次，赶科技集３８次，展示实物样本
１６５种展示各类版面５８５块，挂图４２０幅，发放科技
资料１１．８万多份（册），其中科技局开展科普宣传活
动３０场（次），咨询２６万人（次），发放科技宣传资

位＂等称号

｜料２３类、４．５万份册；全县累计开展技培训班６５期，

受训８５００人（次），其中科技局组织开展科技培训１５
期，受训１００人（次）；组织干部职工，参加在水靖
景古农业园区中药材当归示范基地
县召开的＂临夏州２０１８年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宜
【科核创新】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科技 传全县科技创新成果；组织开展＂全县科普资源专项

目标责任。全年，完成技术市场交易额１３００万元，占 统计＂＂全国县《市）科技创新能力专项统计＂、科
州下达任务的１００？？？展全县大中型企业发展对科 技特派员平台建设等专项统计。在全国科晋统计网

技需求专项调查，对需求技术、人才报省州业务部 ｜和全国创新能力统计等网络平台在线填报，通过国
门，通过＂三区＂人才工程、科技特派员制度、院地 家、省、州上级业务部门审核；完善政府门户网站科
院企技术合作等系列举措予以解决；贯彻企业科技 ｜技局板块，发布科普信息７９条。

创新主体责任制，开展企业科技创新振兴工程。鼓励
和引导义顺、康美等大中型公司建立和完善企业技

ｍＹＷｍＲＥ皮ｒＺｙ

｜术研发中心，通过财政科技资金注入引导、科技项目
支持、科技创新政策配套落实，加快企业创新发展步

伐。全年，全县工业企业在科技创新区域共投入创新
引领资金１３５０万元，引进推广新工艺、新技术、开发
新产品４类、１３种，新产品销售总额９８００万元；从州
科技局争取专利申报补助资金５万元，对２０１７年申报
的５１件专利进行申报经费资助；配合州知识产权局，
｜在全县商场、超市、农机具销售等企业开展专利保护

打假护航行动２次，查出专利侵权产品６件，按照《专

［科核人才】完成２０１７年派驻企业科技特派员３２
人年终考核，表彰优秀科技特派员４人；对下派农业

科技特派员１５２人按照季度，随机抽查督促。全年，

利法》督促完成整改；全县申报国家专利１５１件，其 向１１户企业选派企业科技特派员２０人，按照《康乐
中发明专利９件，
县科技特派员管理实施细则》，集中督查科技特派员
出台《康乐县中小微企业专利权质押融资办法》 ｜到岗、工作开展２次；协助省州科技部门，对２０１８年
《康乐县推进县域创新驱动发展实施方案》等科技政 度下派到刘家庙等７单位的省州＂二区＂技术人才１７
策性文件；引导县直大中型企业开展院企、院地技术 人进行年终考核，向省州科技部门申报２０１９年人才需
合作；对县＂十三五＂科技工作规划执行情况进行中 ｜ 求；参加省科技厅举办＂西北师大：区技术人才培训
期评估，各项任务指标按计划稳步推进，部分指标超 班＂＂全省优秀科技特派员助推精准扶贫技能培训
前完成。
｜班＂和＂全省科技特派员管理技能＂等培训班６人
【科技宣传培训以科普冬（春）、＂科技活动 （次）；举办农业科技特派员助推精准扶贫创新创业技

周＂＂知识产权宣传周＂＂科技冬（春）百日脱贫攻 能培训班２期，培训３０４人（次）。科技特派员１人获
坚＂专项行动等大型科技宣传活动为契机，组织县直 ＂甘肃省优秀科技特派员＂称号。对２０１８年度派遣的
相关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分赴各乡（镇）、集会，开展 企业科技特派员２０人和２０１７年派遣的农业科技特派员

－２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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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２人的基本信息、工作成绩、示范户、示范企业培 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工作的通知》，推动气象设施

育等情况，在全国科技扶贫平台和全省科技特派员 稳定准确运行和探测环境不受影响。完成１７个部门气
信息管理平台录人，完善科技特派员信息平台和科 象灾害预警决策服务对象信息更新备案。在八松乡、

五户乡高标准新建国家地面天气站。全县２６个监测站
［科技精准】开展科技助推精准扶贫示范工程， （点开展５分钟加密观测，影响天气监测频次、范围

技精准扶贫平台建设。

培育科技助推精准扶贫示范村６个，培育科技示范户 及预警发布提前量得到有效提高。
农村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发布系统＂村村响＂通过
６６０户，平均每个贫困村成功培育科技示范户４．４户；

为培育的６个科技示范村，发放总价值６．８５万元的有 省气象局验收，以＂六个一＂为标准，在五户乡建设

标准化气象灾害防御示范乡（镇）。与县武装部共享
共用气象资源，推进军民一体化的应急气象保障体
系建设。坚持安全生产抓常抓细，开展安全生产月和
安全生产陇原行活动。

机生物肥５２７袋。
｜县科技局领导研子成员名录
局长樊小军

【人工影响天气】县政府印发 《２０１８年度人影工
作计划》，与安监、消防部门联合开展人影安全专项
检查，完成苏集镇人影作业点开展标准化改造。与
各人影作业点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强化作业人

副局长 虎安俊（回族）陈国柱（回ｉ
纪检员马如科（回族）

（供稿：杨少平）

员操作技能及安全知识培训。３个人影作业点累计开

气象

展防雹作业２０点（次），增雨（雪）作业４点（次），
为大气污染治理、缓解农业早情、服务生态建设和重

机构人员】县气象局内设办公室、应急减灾

｜大活动保障提供支撑。

科、政策法规科，下设气象台（观测站）、气象服务

中心，挂靠县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县气象灾害防
御指挥部办公室，有干部职工９人。

【气象服务］２０１８年，共发布各类气象信息２６５

期，预警信号１３２期，发送气象服务手机短信４０余万
｜条，防汛抢险救灾工作受到县委、县政府通报表杨。

加强关键季节和重大农业气象灾害监测预报预警，
通过智慧手机终端开展面向特色农业、高效农业、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直通式＂气象服务，＂钉钉平

台＂气象信息员活跃度９２１３？？完成省十四运、旅
游宣传月等重大活动气象保障。强化部门合作，与

具倾导检查工作

【体制改革与管理】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
环保部门开展污染天气气象服务；突出气象行业优 梳理部门职权、建立部门权责清单，按照标准编制

｜势和特色，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县委主要领导两次 业务手册和办事指南、在康乐县政务服务网加载部

来县气象局指导气象防灾减灾和灾害预警信息发布 门权责清单，完成甘肃省部门协同监管平台双随机、
工作。县政府常务会议多次部署气象灾害防御工作。 一公开＂四库＂加载。深化防富减灾体制改革，依照
召开全县２０１８年防汛暨气象工作会议，通报汛期气候 ＂谁审批、谁监管＂和＂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
趋势预测情况，部署气象灾害防御工作，幕实气象防 理清监管主体、对象、事项和方式，建立防雷安全监
灾减灾工作。县政府印发《关于加强气象灾害防御和 普析制，履行防雷安全责任监管职责，与安监、消防
人工影响天气工作的通知》《关于切实加强气象设 部门联合开展易燃易爆场所防雷安全隐患排查，更

－２４８－

文体问技

领导小组，下设地震应急指挥部，总指挥由县长担
化、岗位多责化的县级综合气象业务新需求为目的， 任，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及１４个应急小组，成员由政府
与中国气象局干部培训学院共建人才实训实习基地。 办、武装部、地震局等３５个部门和１５个乡（镇）组
＂气象条件对云杉苗木培育的影响＂通过州气象局项 成。与县教育局联合，在全县各中小学开展防震避
目验收；＂基于农田小气候数据分析应用的为农服 震、自救互救和紧急避险等应急演练活动。
新气象标准执行清单。以适应业务一体化、功能集约

务产品开发＂获州气象局科技基金立项资助。县气象 ｜【地震宣传】２０１８年，累计悬挂横幅２０幅，展示
局被中国气象局认定为＂中国百年气象站（五十年认 流动版面３０块，散发宣传材料３万多份，发放《中小

定）＂。ｉ 人取得中级专业技术任职资格，１人获２０１８ 学生地震知识读本》２．５万册，受教育群众６万人。
年全州气象综合业务技能大比武二等奖，１人获全省 ｜【地震应急］重新修订完善《康乐县地震应急预
人工影响天气突出贡献工作者
案》，防震减灾成员单位和各乡（镇）编制《地震灾

［科普宣传］争创省级精神文明单位，利用＂３· 害应急处置手册》，学校、医院等重要场所修订完善
２３＂＂５－１２＂＂安全生产月宣传咨询日＂等活动，采 各自地震应急预案，成立相应地震应急机构。
取悬挂宣传横幅、设置宣传展板、播放视频资料、解
答现场提问等形式，开展气象防灾减灾科普知识＂六
康乐县２０１年《三网一夏＂培训会
进＂活动。县政府门户网站首页开设气象信息专栏，
及时加载各类＇象信息，＂康乐气象＂官方微信成为
引导社会公众正确理解和使用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平
台，为全社会客观了解气象灾害防御工作营造良好
氛围。在中国气象报、中国气象局门户网站等省部级

媒体刊发稿件４篇，
县气象局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局长 马新荣
副局长 张应祥 马哈志热（女，东乡族）

县地震局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局 长 马彦清（回族）

（供稿：齐文华 李 娟） 副局长郭建岚（女）
纪检员 曹红丽（女）

（供稿：范培玉）

防震减灾
【机构人员】县地震局有干部职工８人。

【地震演练】调整以县委书记任组长的防震减灾

康乐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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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教育综述

城初中和吴坪小学党支部为教育系统党支部建设标

准化示范点。８月，与各基层党支部签订《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学年度党建目标管理责任书》《党风廉政建设
［机构人员】县教育局内设办公室、党务办、人 目标责任书》和《康乐县教育系统党组织意识形态工
事股、计财股、项目办、基教股、审计股、校安股、 作责任书。
【基本情况］全县有各级各类学校２４７所，其中
学前教育股、招生办、督导室、教研室、装备办、电
｜教馆、资助中心、教育扶贫办、营养办、青少年活动 ｜高级中学２所，初级中学１３所，九年一贯制学校１所，
小学８７所，教学点８４个，幼儿园５９所，职业技术学校
中心、教育志办，有干部职工９６人。
［党 建］县教育党工委有基层党组织６４个，其 １所。高中生４５３０人，初中生１０１５８人，小学生２８２０３

中学区中心学校及村校联合党支部１６个，小学党支部 人，幼儿园学生１７０６５人。聘用特岗教师６０人，全县
２８个，初中党支部１３个，高级中学党支部２个、职校 教职工３１９５人，公办教师２８６０人，代课教师２９６人，
党支部１个、局机关党支部１个、幼儿园党支部３个； 公建民营幼儿教师３９人，其中专任教师３０５７人，教师
｜有党员７８７人，其中少数民族党员３０９人，发展党员８ 学历达标率幼儿园、小学和初中１００高中９６？？
｜人，预备党员１２人，培养入党积极分子６６人。评选附 师生比小学１：１７，初中１：１４，高中１∶１１。
【教师培训ｌ２０１８年，培训教师３４２５人（次），

－２５０－

其中国培计划４８７人（次），省级培训８６人（次），基

金会培训２１６人（次），县级寒（暑）假培训 ５６１人
（次）教育系统党支部书记培训１６８人（次），校长
（园长）培训２０人（次），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培训６２３
｜人（次），新录用教师培训６０人，幼儿园教师培训２３９

人，信息化工作培训１５７人（次），优秀师生赴上海学
习培训５２人，优秀教师赴南通学习培训４２人。校本培
训１０７５人 （次）。

【教师队伍】全年，全县共聘任专业技术职称

２００人，其中高级职称６５人，中级职称７人，初级职
９月１８日，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县城义务教育均
称１２８人。完成职称内部等级认定，共晋升专业技术 衡发展督导评估组评信验收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
｜［教育扶贫］完成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脱贫攻坚实施
人员４５７人，其中晋升５级５人，晋升６级１７人，晋升８
级８６人，晋升９级１２０人，晋升１１级２２９人。享受生活 ｜方案》《教育扶贫突出问题整改方案》。９月，完成

《康乐县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学年建档立卡学生帮扶信息台

｜补助教师３０８８人（次），发放资金１１１２．４７万元。

【义务教育】落实《康乐县大力推进义务教育均 账》。
衡发展实施意见》，以村小学为重点，针对薄弱学校
生均活动场地不足、功能室数量不够等问题，统筹项
目建设，积极改善办学条件，８月，全县１０２所义务教

期Ｓｍ

育阶段学校全部达到＂标准化学校＂要求。马集小学

敬８：ｓｔｐ？＂、

｜和莲麓初中被省教育厅评为２０１８年快乐校园示范点。

六年级三科人均６６４分，合格率３３．２三年级三科

合格率４２４？？中考总分７００分以上有１Ｉ人，全县６００

分以上的１５１人，其中附城初中１２３人，虎关初中８人，
莲麓初中和白王初中各６人，康丰初中３人，二中、三

【控砸保学］成立县控辍保学工作领导小组，签

中、胭脂初中、八松初中、上湾初中各１人。考生３人 订目标责任书，召开控辍保学专题会议。对全县在辍
被中央民大附中录取，考生７人被西北师大附中录 的学生１４２人统一编号，劝返一人、销号一人。由县

教育局、公安局派出３个劝返小分队分赴新疆、拉萨、
一名。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小学适龄儿童人学率１００％， 西宁、兰州、白银等地核实劝返，全部劝返到校。县

｜取，学生吕佳文以总分７５０５的优异成绩名列全州第

上投资１７０万元，在康乐中学、县职校开设文化补习
【均衡验收】９月１８日，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 和技能培训班，对辍学时间长、年龄大的学生２８８人，

初中入学率１００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巩固率９６．６？？

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组成员罗春晖等评 进行为期４个月的培训，发放结业证。
估验收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抽检五户初中、附城 ｜检园足球】城东小学足球队在２０１８年全县第二
初中、虎关初中和鸣鹿初中，新治街小学、刘家庙小 届小学生足球赛中获男子组冠军；在全州＂牡丹杯＂

学、东沟门小学和那那亥小学，大东沟教学点和打门 ｜ 校园足球联赛中获女子组冠军，男子组季军；在全省
教学点。督导评估组从人学机会、保障机制、教师队 ＂读者杯＂校园足球赛中获男子组银牌，奖金３万元，
伍、质量与管理等四个方面、１７项指标，督导评估验 男女混合组铜牌，队员马博获最佳射手奖。

收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以９３．２分的成绩通过国家
评估认定。

【学前教育】全县有各类幼儿园１８３所，其中公

办幼儿园２７所，小学附设幼儿园１２６所，民办幼儿园
３２所（公建民营幼儿园８所），在园幼儿１７０６５人，其

－２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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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公办幼儿园１１８０２人，民办幼儿园５２６３人。有幼儿
幼儿法、绘画、舞蹈、兴趣培训活动。
法、绘画

【教学教研】申报省级课题３０项，立项１５个，州
园教职工９４８人，其中公办幼儿园５９４人，专任教师
４５０人；民办幼儿园３５４人，专任教师１９３人。全县学 级课题１５项，全部立项。教师马富有等５人完成《同
前三年毛人园率８９．５？？
｜【普通高中教育】全县参加普通高考的考生１６７６

动同静＂复式教学模式实践与推广研究成果》获
｜＂２０１８年甘肃省基础教育成果奖评选一等奖＂。论文８１

｜人，其中少数民族考生９３８人，占报考人数的５６％， 篇参加评选，州级一等奖８篇，州级二等奖２篇，州

一本上线８５人，二本上线１６１人，民族本科上线１２６ 级三等奖２３篇。５月１１日，参加临夏州＂中学理科教

师实验技能竟赛＂活动，获州级一等奖１Ｉ人，二等奖２
县委、县政府为康乐一中、康乐中学分别发放学校发 人，三等奖３人。开展＂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

｜人，普通高校实际录取新生１４０８人，录取率８４？？

展资金８０万元、２０万元，为２０１８年普通高考取得优异 ｜活动，有６节县优课获州级优课奖。推荐教师２４人参

成绩的贫困优秀大学生马成义、高旭芳等６５人，每人 加全州教学技能大赛，其中７人获州级一等奖，１７人

资助５０００元；为贫困普通大学生马彪、罗斌等１３３人， 获州级二等奖。９月２６日，全县小学生科学实验操作

技能竟赛中，苏集小学代表队获六年级组第一名。１０

每人资助３０００元、计７２４万元。

［职业教育】甘肃建筑学院对康乐高中毕业生实 ｜月１２日，参加临夏州小学生科学实验操作技能竞赛
行招生优惠政策，单招全县高中毕业生１８９人。县职 ｜活动，获三等奖。＂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
业技术学校继续走联合办学路子，将中职生５６人送往 动，推出小学县级优课２０节，初中优课８节，高中优
联办学校就读。县政府投人２３９万元，修建３００平方米 课３节，并推选以上３１节县级忧课参加州级优课评
实训车间，完成供暖、供排水系统工程、校园硬化及 选，有６节优课获省级奖。征集教学论文１０６篇，其中
配备学生餐厅设备。国家投资３５２万元，购置专业教 １３人获州级一等奖，３５人获州级二等奖。５月１１日，
学设备。
州教育局教科所副所长侯波为全县教师近１００人作
｜【劳务培训）职业学校配合县劳务办、扶贫办等 ｜（如何进行课题申报》专题讲座。５月２３日，在新治街

相关单位，向省州有关单位申报培训项目，开展各种 小学，组织全县教师９６人观摩厦门市同安区新民中心
农民技能培训。采取＂农闲搞培训、农民学技术＂ ｜小学教师张慧玲举办的心理健康交流课，
活动和＂今冬明春农村劳动力培训＂工程，完成拉
面、电焊、电脑等培训。
｜【成人教育】１６人参加全国自学考试，县电大工

康乐中学和那那亥小学获全州＂先进集体＂，教

师谭鸿、许大龙等２０人获州级＂优秀校长、优秀班主

任、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康乐一中等４０所

作站招收学员１３７人，有本科生２０１人、专科生１８６人，中小学幼儿园获县级＂先进集体＂，优秀教师１９０人获
有１１个专业，６６个教学班。
｜县级＂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荣誉称号。

【教育资助］落实全县２５所寄宿制学校贫困寄宿
【教育督导】成立县教育系统迎接义务教育发展
基本均衡县国家评估认定自评自查工作领导小组， 生生活补助金，中学受资助学生８００６人，金额５００３８
制定《康乐县教育系统迎接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基本 万元；小学受资助学生１８５２人，金额９２６万元。落实
均衡县国家评估认定实施方案》。从６月起，开展３轮、 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的发放工作，受资助学生３０５８
６１天的所有迎检学校督导检查。对全县１５９所幼儿园 人，资助金额３０５８万元。落实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学年度就

读省内高职（专科）建档立卡户学生免学费、课本费
｜现的问题形成督察专项报告。督察１０２所标准化验收 资助金，为学生４８９人发放补助金２４４．５万元。完成
学校均衡发展，重点督察存在问题的２１所验收学校整 ２０１８年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入学资助项目，
进行为期一周的办学行为专项督察，针对督察中发

改情况。

计３９人，金额２６万元。发放上海民生公益基金会奖

【管少年课外活动】青少年课外活动中心利用寒 学金、奖励学生１９６人，金额１９．５６万元；资助优秀贫

｜（暑）假、双休日，开展管乐、电子琴、计算机、书 困大学生２０人，金额１０万元。为全县学生２５８０人办理

－２５２－

数育Ｉ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其中新贷９３６人，在校生首贷
１１６人，在校生续贷１５２８人，共贷款金额１５０８．９万元。

｜建二十铺村幼儿园、吊庄村幼儿园、甘沟村幼儿园、
九子沟村幼儿园、孙家掌村幼儿园、塔庄村幼儿园、

朱家村幼儿园和蒲家村小学
项目建设］全年，实施教育项目６３个，总投资
成２０１８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催款，还款１１８３人，
｜还款金额１７２万元。完成２０１８年大学生村官８人生源地 ２．４８亿元，建筑面积３．９万平方米，其中续建项目４个，
助学贷款代偿，金额１６．７８万元。完成２０１８年中央彩 总投资１７４８６万元，建筑面积５７３３．３平方米，全部竣
票公益金资助家庭困难幼儿教师２人，资助资金２万 工交付使用。＂三区三州＂项目３５个，投资１．７８亿
元；励耕计划资助中小学教师３２人，资助资金３２万 元，建筑面积２２万平方米，其中１７所学校教师周转
元，资助家庭经济困难高中在校学生（滋蕙计划） 房和５个幼儿园项目完成主体工程，寄宿制城北小学
１８２入，资金３６．４万元。完成２０１８年金徽正能量公益 正在进行前期工作；完成田家沟小学宿舍楼及附属
基金资助康乐高校新生人学建档立卡贫困户大学生 工程，总投资４００万元，建筑面积１０８１平方米。＂改
其中建档立卡户学生９人，贷款金额５６５４万元。完

薄＂项目２７个，总投资４３８１万元，建筑面积１１３８８平

［２０人，资助金额４万元

【＂彩虹益路＂＂金秋助学＂】８月１６日，在康乐
一中开展中建二局安装公司与康乐新考入大学学生
１８人签订《助学协议书》，进行为期４年的帮扶，受
资助大学生领到首批助学金和手机。全国道德模范、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全国总工会兼职副主席郭明义
为学子颁发助学金和帮扶金，向新考入大学的学生１８

人签名赠书，并宜讲党的十九大精神。该公司与郭明
义爱心团队开展＂金秋助学＂活动，为苏集镇建档立
卡户的高三学生１２人在生活上予以帮助。

方米，其中维修４４１６平方米，全部竣工。学前教育项
目５个，总资金６６５万元，总建筑面积７６５平方米，其
中朱家村幼儿园、下庄村幼儿园完成主体工程，巨
那村、线家沟村和莲麓镇幼儿园竣工。

【办学条件】全年，投资１５００万元，为农村义务
教育阶段１０所学校购置信息化设备。投资１１０万元，
为康乐一中配建通用技术实验室，购置各种模型、实
验套件、各种磨床、３Ｄ打印机等。采购１００万元的课
桌凳５６１套，配发１１５所学校。为福利幼儿园等２８所
幼儿园配发８４．１１万元的滑梯、秋千等教具。投资３０
万元，为康乐一中、康乐中学，采购天然气开水锅
炉。从２０１８年未脱贫建档立卡户中招聘营养餐厨师

【捐盗助学］厦门豪客来公司为上湾九字沟小学
捐资６０万元修建校舍。厦门爱心企业家为福利幼儿园
捐资２０万元。同安区第三实验小学为桑家小学捐赠价
｜值７．１９万元的书籍、书包、衣服。１１月２３日，兰州宇 ２５２人。

智空间科技有限公司运营中心、兰州奇点视界文化
｜ 传媒有限公司员工，集体自发为囊古坡小学捐赠总 县教育局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价值２万余元的９９套校服、书包、玩具等慰问品。县 教育党工委书记、局长
邓小华
副书记、副局长
马致忠（回族）
政协委员为贫困大学生１０１人，捐资３０．３万元。
［教育交流】根据《县教育局与厦门市同安区教 副局长
杨爱平
田永刚
育局双方对口帮扶协议书》，８所学校与同安区对口学 纪检员

校签订《帮扶协议书》。３月，同安区安排教师８人来 县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
康乐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支教，教师康巍峰、徐琦凌 副主任
在康乐中学进行为期一年的支教。同安区派出教育 项目办公室主任
专家及骨干教师７３人来康乐开展报告及培训活动１６场
（次）。６月，全县教师１２４人赴厦门同安区学习交流，
｜全县高中生３人赴厦门同安区参加全国中学生心理拓
展夏令营活动。

｜【东西协作］东西部协作帮扶资金７５８万元，修

－２５３－

｜马建雄（回族）
｜马华忠（回族）
徐涛

农外活动中心副主任 王文生（回族）

（供稿：杨晓义）

康乐年鉴。

微
【地校携手］经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康乐县

院校（园）选介

人民政府、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协商，３月２８日，

在甘肃建院康乐校区建立中建集团助力康乐县教育
扶贫——中建高级技能人才培训班，项目加大中建
集团在康乐县精准扶贫帮扶力度，加强全县贫困劳

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临夏康乐校区

【机构人员】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康乐校区位 ｜ 动力技能培训与再教育，实现＂培训一人、就业一
人、脱贫一户、共同致富＂的目标任务。
于城东腮脂河东侧，占地１５２亩，办学规模３０００人以
５月３１日，学院后勤管理处、大学生伙食委员会

上。馆藏图书１．２万余册，开放全文数据库２个，建筑

主办，院党委宣传部、院学生处、院团委协办，邀请
１个，电子书借阅机２台，开放移动图书馆，有教学、 ｜ 康乐县儿童福利院教师和幼儿开展＂心手牵、爱相
伴＂主题活动，学院副院长刘亚龙参加。６月１日，甘
教辅人员１２０人。

类核心电子期刊数据库１个，教学类多媒体视频网站

【［调研帮扶】４月２２日，县委书记昊国峻来康乐

校区调研供水情况，协调接入饮水管线１条，解决师

肃建筑学院与虎关乡贾家沟小学举办欢度＂六一＂
儿童节省城兰州科技行活动。

生生活用水问题。９月５日，县委书记吴国峻来康乐校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６月１３日，甘肃建筑职业
区，看望工作人员及报到新生，学院副院长王娟丽等 技术学院与康乐城东小学举行民族时代精神、建筑

陪同。４月１７日，学院党委书记、院长田树涛，副院 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联合图片展在甘肃建院康
长谢钢、刘亚龙，党委宣传部部长李春雨等在康乐 乐校区启动仪式。康乐城东小学师生及甘肃建院部
县委副书记苏勇的陪同下，慰问学院帮扶村——虎 分教师，以及院学生会、建管系学生会、大学生致治
关乡贾家沟村贫困群众。针对未脱贫的１３户贫困群 理论研究会、演讲与辩论协会、校园广播站、记者
｜众，在贾家沟小学召开专题座谈会进行慰问。３月１５
日，康乐校区指导老师带领大学生心理健康协会学
生赴康乐县儿童福利院开展献爱心活动。

团、网络管理协会、书画社、就业服务中心学生，共
１３０多人参加启动仪式，康乐城东小学师生１２００多

人现场参观图片展。６月２１日，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

院师生１０人，满载２５张中华优秀文化展板赴对口扶贫
｜村——虎关乡贾家沟村，开展中华优秀文化大篷车

下乡活动，为近百名师生和村民讲授民族时代精神、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建筑文化。

导耕庭置生羊疫猜防治发ｌ—Ｗ

国导嚣同行羔满杰来
５月１１日，学院在贾家沟小学开展教学设备捐赠
仪式暨疫病防治培训活动，学院副院长王娟丽、副
｜县长蒲兴辉、甘肃教育促进会会长赵睿等相关领导

及贾家沟小学师生参加，农业大学胡永浩教授和＂三
｜农＂热线＂１２３１６＂首席专家毛树德讲解疫病防治。

【文艺活动】５月８日，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１２月２１日，学院副院长谢钢带队，学生处处长高忠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度＂五四＂表彰大会在康乐校区盛世

有，保卫处副处长郝昭，后勤管理处副处长高颐嘉、 广场举行。康乐校区院长王娟丽、党委宜传部部长李

李泰儒，交通系副书记于鹏祖赴县儿童福利院送温 春雨、团委副书记张磊及团委委员和各系团总支书
记，以及康乐校区学生参加。５月２３日、中央歌剧院
｜暖。
｜２５４－

歌剧团、甘肃歌剧院交响乐团的艺术家８０余人，为学 方米实训车间及校园硬化工程完工。
院康乐校区和康乐中学师生４０００多人带来艺术盛宴。

【省第十四届运动会攀岩比赛】８月６日，由省人
民政府主办，省体育局、临夏州人民政府承办，省登
山协会、临夏州体育局、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协办

的全省第十四届运动会攀岩比赛在甘肃建筑职业技
术学院康乐校区举行，全省６个地（市）州、高校、
俱乐部、建设公司领队、教练员、运动员２７人参加。
甘肃建筑职业校术学院临夏康乐校区领导班子成员
名录
王娟丽（女）
党委书记、院长

｜控极保学班学生军训

｜ ［控辍保学］落实 康乐县委、县政府关于进一

步加强控辍保学工作的实施意见》精神，３月初，制
定《康乐县职业技术学校失辍学少年技能培训班实
（供稿：马艳妮） 施方案》，针对１４￣１６岁失辍学适龄少年，县政府筹
措专项经费１２０多万元，统一安排到康乐中学注册，
从职校抽调管理人员及教师３３人，专门负责复读学生
职业技术学校
的管理、教学、后勤保障及安全保卫，确立专职文化
课教师、值班人员、班主任、后勤服务人员和安全保
｜【机构人员】县职业技术学校有教职工４３人，其

完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王组
副院长
谢 钢刘亚龙

卫人员，制定相应的工作制度和具体措施。７月份，

中副高职称７人。

职校注册的失辍学少年２８７人，完成失辍学教学班的
［职业教育】年初，县教育局与各中学签订《中 各项教学活动和技能培训取得结业证。职校被县委、
职招生责任书》，按毕业生人数比例的２：８为各中学
县政府评为＂２０１８年度教育工作先进集体＂。

｜下达中职招生指标，将任务完成情况纳入《年终校长

目标责任考核》，确保＂两后生＂能接受中职教育。

县政府与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签订《教育合作办
学协议》，打通中职、高职、研究生就业通道。省建
院在人才培养，农民短期技能培训，＂两后生＂学历
教育，毕业生就业等方面提供便利条件。联合县教育
局及联办学校四川核工业技师学校于４月、６月、８月，
组织人员在全县１４所中学，１５个乡（镇）开展中职教

育和＂两后生＂学历教育宣传月活动。宣传国家、
省、州中等职业学校在校学生优惠政策，将中职生５６
控辄保学班技能培训
人送往联办学校就读。完成招收中职学历教育学生
【电大工作站］电大工作站开设专业专科有：
１００人的计划，根据学校实际开设学前教育、焊接加 《法学》《小学教育》学前教育》《药学》护理》
｜工、汽车运用与维修（美容方向）专业，县政府投资 《行政管理》；本科有：《徽育管理法学》汉语
２３９万元，改善县职校办学条件。学生餐厅和新建的 言》《英语》《学前教育》。全年，春（秋）季招收
门房投人使用，教学楼及办公楼供暖、完成供排水施 学员１３７人，有本科在校学生２０１人、专科１８６人，有
工，选派青年教师４人到岗。投入国家＂三区三州＂ １１个专业，６６个教学班。

专项经费３５２万元，用于专业教学设备的购置。３００平

－２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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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职校领导班子成员名单
校长郝

党支部书记 马庆元（回族）
校较长马吉福（回族）孙康红
（供稿：常艳琴）

章的ＩＡ．ＴｃＯ位１

康乐一中

［基本情况］康乐一中为临夏州示范性普通高级
【教学教研】２０１８年，教师３８人外出学习。教师
中学，有５０个教学班，学生２７６５人，其中住宿生１６８４ 雍振博、刘子甲分赴加拿大、英国学习。６月９—１６
人。有教职工２８４人，其中正式教职工２６３人（含未转 日，根据《厦门市同安区对口帮扶临夏州康乐县教

正特岗教师３人），专任教师学历达标率９７．７？？高级 ｜ 育工作协议》《厦门市启悟中学与甘肃临夏州康乐
教师５３人，一级教师９９人。省级骨干教师７人，省级 ｜一中帮扶协议书》 及补充协议书，先后有教师３１人赴

青年教学能手２人，州级骨干教师８人。有标准化物理 ｜福建厦门启悟中学开展学习交流。
实验室４个，化学实验室４个，生物实验室２个，地理
实验室１个；各种功能室１８个。
【高考情况］２０１８年高考中，一本上线５０人，上
线率５．２１？？？本上线１０６人，上线率１１？？？本上线 ｜ ＝口５件ｏ９
１２７人；三本上线１５７人，本科上线总人数４４０人，本
科总上线率４６？？
【德育教育］编写康乐一中学生德育教材《树德

立人》，加强学生文明礼仪、思想道德教育。８月１６
日，举行２０１８年＂彩虹益路＂暨郭明义爱心分队＂金
秋助学＂精准帮扶行动。全国道德模范、中共中央候
１１月２６日，加拿大濯太华大学教育学院项目主任
补委员、全国总工会兼职副主席郭明义参加，为学子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Ｆｌｅｍｉｎｇ博士、项目主管 Ｇｌｏｒｉａ Ｒｏｍｅｏ博士来校指
颁发助学金和帮扶金，向新考人大学的学生１８入签名 导

６月２１日，美国玛斯金格姆大学美术系终身教授、

赠书，并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

教育。由学校阳光心理社牵头组织，举行首届康乐－－ 旅美华人画家孙焱先生（１９６８年曾在八松公社插队）
中学生心理情景剧大赛。政治教师钟玉芳和美术教 ｜ 带领＂孙焱名师工作室＂成员在康乐一中支教，与师
师杨永俊辅导的心理情景剧节目在＂甘肃省第三届 生交流。７月１９—２３日，启悟中学行政领导带领教研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课、校园心理剧、德育主题 组长等３１人来校，就学校管理、教师专业培训、高中

活动大赛＂中分别荣获＂校园心理剧类＂省级一、：

教学管理、学校德育活动及教科研等方面开展交流

探讨活动。１１月２６日，加拿大渥太华大学教育学院项
学校被省教育厅评为＂省级语言文字规范化示 目主任Ｄｏｕｇｌａｓ Ｆｅｎｉｎｇ博士与项目主管Ｃｌｏｒａ Ｒｏｍｅｒｏ
范校＂，教师１３人获县委、县政府颁发的县级＂教育 博士来校调研访问，与英语教师交流英语教学经验。
｜系统优秀教师＂称号，１人获＂教育系统优秀教育工 全年，全校教师申报的课题研究有１１项获得课题
作者＂称号，４人获县委、县政府考核逢续三年＂优 立项，其中省级项目９项，州级２项。教师贾彦龙、祁
｜等奖。

秀＂奖励，３３人获县委、县政府考核＂优秀＂奖励，瑞东、许大龙、张芳霞、何养成、杨勇的６项课题，
学校获县委、县政府教学发展奖励基金８０万元。
通过２０１８年度甘肃省基础教育阶段教育科学规划课

－２５６

数育１
题鉴定，教师杨帆、许大龙各自负责的两项课题研 ｜校学生是否携带危险器械。在各功能室、楼道等重点

究，通过临夏州基础教育阶段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鉴 部位配备灭火器２４０个。投入资金５万元，维修和新增

高清摄像头７个，维修更换自动伸缩门头。在校园、

定。

教师撰写教育教学论文，有５２篇教育教学论文在 学生公寓、教学楼、校门口等主要部位安装视频监控

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其中国家级刊物发表３９篇。教师 １６５个。
｜９人在各级各类教师技能大赛中获奖。临夏州２０１８年
中小学幼儿园教师教学技能大赛中，范海忠、赵廷义 康乐一中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获一等奖，杨勇、梁青苗获二等奖；临夏州２０１８年中 校长 徐正军
马
学理科教师实验技能大赛中，张小娟获高中组生物 党支部书记马永忠（东乡族）
第一名；年度＂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优课 副校长
评选中，教师郭天成获县级一等奖、州级二等奖，张
学信、石成芳获县级一等奖。

教师３４人辅导的学生３２人及兴趣小组（７人小组）
在省级以上各类竞赛中获奖。第二十届＂语文报＂杯

董玉成 谭蕊（女）
肖永成（回族）马生忠（回族）
（供稿：杨成伟）

康乐中学

｜全国作文大赛，有教师１５人辅导的学生２１人获省级以

上奖励。数学教研组白发鹏老师在全国数学联赛中
【基本情况］康乐中学有标准化化学实验室５个，
荣获辅导三等奖。化学教研组有教师５人辅导的学生６ 物理实验室５个，生物实验室３个，微机室５个，新装

人在甘肃省化学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奖，其中教师杨 ｜ 备心理咨询室１个，地理探究室１个，装备高考标准化
钒辅导的学生获省级一等奖。
｜ 考场７０个。有教学班６０个，学生２７８９人．教学班５７

【设施设备】投资２００万元，改造计算机房２个， 个。在编在岗教职工２２４人，临聘专任教师１４人。
新建网上阅卷系统１套，新建地理实验室、录播室、舞
【师德遭设】建立健全各项制度，向管理要质
蹈室、通用技术实验室、生物发酵室各１个；设置３ｘ ｜量，向４０分钟要质量。校长与各分管副校长、中层干
１ＯＭＬＥＤ会议背景屏１处，购置１０万元的图书和杂志。 部、部门负责人层层签订《教学质量及安全责任目标
［校庆校史】９月７日，康乐一中建校八十周年庆 ｜书。召开康乐中学教代会和工会，审议《康乐中学

典暨创建省级示范性高中动员大会召开，全校师生、部 教职工年度考核制度》《康乐中学专业技术人员考

分退休老教师、学生家长及各界代表近４０００多人参加。 核办法》等，在教代会上选举校务监督委员会。
记录一中八十年风雨历程的《慷乐一中校史》出版。

｜［校圆安全］制定《康乐一中安全教育工作方

案》《康乐一中校园预警制度》康乐一中校园安全
危机处理预案》等安全保障制度。通过法制安全教育
大会、防灾减灾应急疏散演练、安全教育主题班会、
学生安全知识竞赛、安全教育平台学习、青骄第二课
堂学习和答题活动、社团演讲比赛、校园广播、电子
屏宣传等形式，开展丰富多彩的安全教育活动。落实
安全隐患三级排查制度，学校安全工作小组每月一

的唯的季宗经治》验（国的凭除目

次安全隐患排查，处（室）、年级每周一次安全隐患

三ｖｕｓ１ｄ
【教育管理｜按照国家《普通高中课程实施方

排查，各处（室）、班级负责人每天进行排查。加强 案》，将＂两个大课间活动＂纳入正常教学管理。教
校门口、校门外１００米内和校园内的巡察，严格落实 导处把抽查、检查教师的各课、上课、作业辅导作为
门禁制度，利用金属探测仪每周两次不定期检查人 中心工作来抓，全体教师认真备课、上课。抓教研教

－２５７－

康乐年鉴２

改，促质量提高。组织教师学习教育理论、身边或外 径运动会、篮球比赛、学生足球比赛，及师生冬季爬
校好的经验，结合校情、学生实际，探索合适教法。 山比赛。
开展丰富的教研活动，开展＂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

师＂活动，推荐优秀教师参加州县举办的＂一师一优
课，一课一名师＂；开展＂以老带新＂结对帮扶活动；

广泛听课、评课。除参加上级有关培训项目外，在教

师培训上坚持进行校本培训和＂走出去请进来＂活动
相结合。高三级全体任课教师３次赴兰州参加高考培
训会，厦门市支教教师陈陕宁、康巍峰和徐琦凌进行

培训讲座，各处（室）及年级部主任赴兰州七中观

摩；原高三级全体任课教师赴厦门市洪塘中学和厦
［校圆安全］开展安全教育，严把安全关。政教
门市第二外国语学校开展为期一周的学习。组织教
师参加校本培训，做到重视培养骨干教师、培养常规 处、保卫处、校团委协调配合，排查校园安全隐患。
｜教学积极分子、发挥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老教师潜能、 开展安全专题教育活动，邀请县公安局、附城派出所

提高教师的业务能力。创造条件，注重特长生培养。
在特长生的培养上，有计划、有安排、有组织、有场
地、有器材，确保正常化、系列化训练。
【高考情况］高三级毕业６１９人，省内各院（校）

等召开法制安全教育大会。开展各种应急演练（地

震、防火等）４次，召开禁毒交通食品法制安全教育
大会４次；多部门联合进行校园安全大排查。１１月，
与县公安局联合拍摄的禁毒微电影《诱惑》上映。

组织的自主祁生录取１０６人。理工类：一本上线３人，
二本上线８人，民族本科上线１６人，三本上线７人，合 康乐中学领导呼子成员名录
计本科上线３３人；文史类：民族本科上线４人，三本 校长马永明（回族）
上线９人，合计本科上线１３人；艺术类考生方面：二 副较长 高文峰
本上线２３人，三本上线１９人，合计本科上线４２人。总

计一本上线３人，二本上线３１人，民族本科上线２０人，

三本上线３５人，本科上线总人数８９人。学校被州教育
工作委员会授予＂先进基层党组织＂，被州政府授予

（供稿：石永华）

康乐二中

【基本情况】康乐二中内设教导处、政教处、总
【德育教育】对高一新生进行为期１０天的军训暨 务处、教研室、办公室、团委、工会；有教学班１２
国防安全教育，健全班主任管理制度，落实班主任岗 ｜ 个，在校学生４０８人；有教职工４７人，专任教师４０人，
＂２０１８年度全州教育工作先进集体＂。

位职责。组织召开班主任工作会议，专题培训４期， 其中本科以上学历４０人，专科学历３人，中专及中专

班主任经验交流汇报会１次。资助残疾学生１０人 以下学历４人，高级教师８人，省级乡村骨干教师４人，
（次）、大学生路费１７人（次），滋蕙计划７１人（次）、 县级优秀教师３人，州级优秀教师１人。配备电子白板
江苏南通人社局１６人（次）、上海民生公益基金３０人 教室１２个，多媒体教室２个，物理、生物、化学实验
（次），国家助学金５４６人（次）。组织学校开展德育活 室各２个，微机室２个，阅览室、图书室各２个，藏书

动，参加全县庆祝第３４个教师节大会；多次召开家委 １．１１万册，订阅各类报刊杂志１４０多份，实行全封闭
会，反馈学生在校表现，听取家长意见和建议。加强 式管理。
学生会、团支部、校园广播站等学生机构管理，培养

｜ ［教学教研】加强教研活动，通过校本培训以及

学生干部，让学生参与到学校管理中来。锻炼和培养 课题研究、提高教师业务水平；发挥实验教学和电教
学生的能力和素质。开展师生春季远足活动、秋季田 课对教学的促进作用，开展优质课竞赛、论文评比；

－２５８－

教育ｌ

开展针对年轻教师＂１＋１＂教学互助活动，提高教学

康乐二中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长 赵文

能力；建立各种兴趣小组，开展各类活动，培养学生
的才艺，注重学生多方面能力培养。开展优质课评选

党支部书记李世）
王国平委 宏
活２次，每位教师听课４０节以上，校长听课６０节以副校长

上，人均笔记３万字以上，开展优秀教案、学生作业

（供稿：张彦贵）

展评２次，出版教育教学论文集《教苑札记》１期。开
展月考４次，各类知识竞赛、作文竞赛、英语书写比

康乐三中

赛、普通话演讲比赛、师生书画展等２０次，校风、学
风、教风明显好转。从３次考试成绩（两次月考和期

｜［基本情况］康乐三中内设教务处、教研室、政

｜中考试）相比逐步提高、与上学期同期成绩相比有较 教处、总务处、保卫处、团委、校办公室、工会等，
｜大进步。３人获＂县级优秀教师＂，１人获＂州级优秀 有物理实验室、化学实验室、生物实验室、舞蹈室、
｜教师＂，１人获＂中学高级职称＂。
录播室、科技馆、心理咨询室、卫生室、图书阅览室

【德育教育】以＂厚德博爱、励志勤学＂为校 各１个，馆藏书２０２万册。有微机室２个，微机７２台，
训，坚持以德育为首，通过专题讲座、专项培训、德 生机比９．Ｉ：１，班班通教室１５个，交互式白板教室２
育经验介绍等形式，开好每周一次班会。通过周一国 个，建成校园局域网。有教学班１７个，学生７８４人，
旗下演讲、主题教育班会、古诗文朗诵、庆＂五一＂ 寄宿学生４３２人。有教职工６４人，其中专任教师５７人，
＂十一＂、元且文艺汇演等活动，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 高级教师１１人，省级乡村骨干教师５人，县级骨干教
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感恩教育。
师３人。
｜教育管理】完善《康乐二中制度汇编》等管理
［教学教研】制定校本教研计划，每个教研组由
制度。保证学校各类课程开齐上好，各科教学任务落 学校领导负责，协助教研组长开展教研组各项活动，

实到位，学生能力培养有效；定期不定期检查教师教

｜加强教研组指导考核。发挥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作

案和学生作业，备课充分，作业适度适量。成立音 ｜用，通过听评课、说教材、集体备课、观摩研讨、集

乐、美术、体育、棋艺、书写等兴趣小组，利用课外 体学习、参加培训等形式，提高教师业务水平。采用
活动，辅导学生；每班开设阅读课、写字课。
＂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加强与外校联系。选派
前１１
学科一线教师到江苏南通、上海敬业中学、江苏盐城
｜Ｅ

ｔ

｜师范学院参加＂国培计划＂等各级各类教育培训。校

长和暑假外出培训教师每人承担一项培训课题，开展
｜教师职业道德及教育法规、《中学教师专业标准》和

课程标准修订稿为主要内容的校本培训；借助教育信
息化平台，利用中国基础教育网、继续教育网、教师

研修网，观看新课程观摩示范课、优质课案例；开展

骨干教师与青年教师＂一帮一、结对子＂活动，帮助
新进教师快速成长。开展＂一师一优课＂活动，青年
｜消防演练
【校圆安全】邀请景古镇安监站站长、食药所所 教师汇报课、各教研组赛课、课例研讨、分阶段、分

长等参加学校法制教育大会，并进行法制安全讲座， 步骤，实施教师课堂教学能力全员实践培训。对教师

通过青少年犯罪案例，从人身安全、交通安全、食品 培训心得、教学案例、教学随笔、优秀论文等进行征
安全、校园安全等方面进行讲解，增强学生法制观 集，整理编辑教学论文集《文苑撷英》。教师赵世强、
念。

马如明在全县初中教师优质课竟赛获奖。
【德育教育」制定学校德育教育方案，以教育部

ｌ２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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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德育工作指南》为抓手，强化课堂教 搭建教师专业成长平台，实

学主渠道，上好＂四课＂（思想品德、安全健康教
康教课＂制度，教师每学年至少要听课４０节以上，教务
｜育、校本课、班会），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到 处、教研室对教案、作业、教师教学日记、听课记

各科教育教学中，探索形成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 录、教学心得，采取包组领导随时抽查与期中、期末
教育活动的长效机制。从规范学生的行为入手，抓好 集中检查相结合方式，实施动态监控。通过听、看、
养成教育。通过国旗下演讲、宪法晨读、主题班会课 谈、访、查等环节，召开学生代表座谈会、教师代表
等形式，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礼仪教育、诚信 座谈会、社区和家长代表座谈会，设置意见箱，发放
教育、感恩教育等，把立德树人的总目标落实、落 ｜《学生评教问卷调查表》《家长评教问卷调查表》
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使时政教育、中华 《课堂教学问卷调查表》《学生学习与成长问卷调查
民族传统美德教育、法制、安全知识进课堂、进教 表》，征求学生、家长、社区对学校管理、班主任、
材、进学生头脑。开展师生反邪教宣传教育活动、邀 任课教师意见建议，学生评教满意率在９６？？上。教
请甘肃行政学院教授作＂弘扬科学精神，坚决抵制邪 ｜研室加强中考备考策略研究，指导各科教师做好备
教＂警示教育报告会，使学生对邪教＂反科学、反社 ｜考。对残疾不能到校的学生，制定教育计划，指定专
会、反人类＂本质深刻理解。在各年级开设民族团结 人送教上门。学校对教师德能勤绩全面考察，与评优

教育校本课程，开展民族团结教育，牢固树立＂三个 选先、职称晋升挂钩，激发教师工作积极性，主动
离不开＂思想。邀请县司法局律师、县交警大队、禁 性。学校获＂全县教育系统先进集体＂

【特色教育】举办全校师生篮球、乒乓球、羽毛
全教育报告会，打造平安校园。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 球、拔河比赛和春季运动会。以＂大课间＂活动为载
毒办、法制副校长作法制、交通安全、禁毒、人身安

心理咨询，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德育教育形成以政教 体，＂阳光体育＂成效显著。举办＂弘扬民族精神，
｜处为主体，班主任为核心，任课教师全员参与，党政 传承中华美德＂为主题的＂第十八届校园文化艺术
工团密切配合的管理格局和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

节＂，集中展示学生文艺素养。校团委、语文教研组

理的良好机制。

开展书香校园系列活动，举办＂颂千古诗词，传中华
经典＂诗词朗读暨文艺演出比赛，数学教研组、英语

教研组分别开展＂我爱数学杯＂数学知识竞赛和＂倾

听你的声音，展现你的风采＂英语朗读比赛，甘肃民
族师范学院在校内开展科普教育实践体验活动，发

挥＂三中之窗＂图片展、手抄报专栏、阅报栏等文化

宣传舆论阵地作用，校团委、学生会组建乐鼓队、
＂川鸣＂文学社、体育特长班、书画兴趣小组、＂校

ｎ小１ＬｂｎＲ司ｌ［００ｋ

园之声＂广播站等学生社团，拓展教育新途径。学校

１０月２３日，逮请甘肃省行政学院教授张巧燕作＂弘 被教育部评为＂２０１８年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
校＂。
场科学精神，坚决抵制邪教＂反邪教警示教育报告
周一教工大会和周四教研组会，进行教师业务
【基础设施建设】以国家改薄项目为契机，抓基

和政治学习。学校定期召开学生、家长座谈会，通过 础设施。改造光纤，每个教室接人光纤，保证教育信

发放师德师风问卷调查表等形式，征求师生和社区 息技术应用。由甘肃华大智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安
对师德建设的意见建议。马生翔、孙修强、苏亚林等 装校园安全监控系统和学生食堂明厨亮灶工程。中
教师获＂县级优秀教师＂，马文忠获＂全县优秀教育 国科技馆基金会捐赠科技馆设备，建立学校科技馆，
｜工作者＂。

帮助学校及社区开展科技教育活动。添置办公电脑２

［教育管理］根据学生发展核心素养要求，学校 台，配备部分音体美器材、课桌凳１５０套，购置教师
－２６０－

｜教育｜

｜各１个，阅览室６个（电子阅览室４个），图书室２个。
办公桌椅３套。装备食堂消毒柜、货架等设备，购置各１个，β
｜打印机２台。自筹资金，粉刷教学楼、宿舍，栽种各 【教学成果】严把＂教育教学质量是学校生命
｜种花卉树木。执行＂两免一补＂政策，实施＂学生营 线＂关口，有学生３７人考入西北师大附中（２０１８年考
养改善计划＂。

｜人７人，民族班Ｓ人，精准扶贫班２人），学生７人考人

【校园安全】健全安全目标管理和防范责任制 中央民族大学附中（２０１８年考人３人），高中录取率均
度，明确值周教师的安全管理责任，强化班主任、任在９６？？上。在２０１８年高中升学考试中６００分以上１２３
课教师和教辅人员抓安全责任意识。开展法律安全 人，全县前１００名中有９０人，全县前１０名中有９人，学
｜ 知识讲座，消防、避震疏散演练等，举办法制、禁 生吕佳文以总分７５０５的成绩获全州第一名。先后被

毒、安全教育报告会，在所有班级开展系列法制讲 评为省级＂德育示范＂学校、省级＂快乐校园＂＂；州
座。教职工轮流２４小时安全值班。添置（更换）灭火 ｜ 级＂平安校园＂＂青少年科普教育学校＂＂交通安全

器１个，安装监控摄像头２６个，实现校园、教学楼、 示范单位＂＂语言文字规范化学校＂、民族团结进步
宿舍楼、校门口人群密集区域的全覆盖。开展学校 创建活动＂模范集体＂，两次被评为州级＂教育工作
安全隐患和矛盾纠纷大排查，突出教学楼、学生宿 ｜先进集体＂；多次被县委、县政府评为＂教育工作先
｜舍、食堂、实验室、图书室等人群密集重点部位和安 进集体＂。

【德育教育】＂走进附中，让自己有所改变；走
全保卫，以及消防、食品卫生、交通、学校及周边治
安安全等重点环节的安全隐患排查。各班设立安全 出附中，让人生有所改变＂。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
预警员，掌握化解学生间的矛盾纠纷，严禁学生携带 坚持＂德育为首、教学为主、素质为重、育人为本＂
刀具钝器。加强与苏集派出所、工商所、疾病预防控 的办学思路，建立健全学校德育工作机制。弘扬和
制中心联系，落实门禁制度和来客证件核查登记制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
度，完善《始安巡逻和昼夜值班制度，放学时段实 课堂，实施学科渗透。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德育主题
行值周教师及学生会干部护送制度。
教育活动，提高师生的参与积极性，以＂三禁三查＂
康乐三中领导班于成员名录

｜和＂师德师风建设活动＂为抓手，增强德育工作的针
｜对性和实效性，培养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

长马振武（回族）

做起、从身边事做起的好习惯。引导师生自觉追求高

党支部书记 丁胜昔
副校长 张言行

｜雅文化，达到塑造健康、阳光、自我的目标。

马永祥（回族）

【特色教育】学校以校本课程为依托，开展阳光
｜（供稿：马永祥） 体育和特色大课间活动，定期举办运动会、广播操比
赛、锅庄舞比赛、太极拳比赛、文艺汇演等活动。开
附城初中
｜设舞蹈、合唱、田径、足球、篮球、美术、书法、电

子琴、机器人、手工制做等１０多个兴趣小组，学生根

［基本情况】附城初级中学有教学班６３个，在校 据兴趣爱好自由选课，学生参与到兴趣小组或社团
学生３０８７人，有住宿生１７６７人，是全县规模最大的一 活动中，引领学生全面发展，打造健康、强身的艺体

所示范性初级中学。有教职工１９６人，专任教师１７９ 文化。获临夏州校园足球联赛暨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人，高级教师２４人，一级教师８５人，学历达标率 ＂星级＂锦标赛＂初中组＂第一名。加强学校心理咨
１００？？分教学区、生活区、运动区三大功能区。教 ｜询室建设，加强对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培训，提高

学区内有教学楼一栋，有物理、生物、化学实验室各 教师心理健康教育的能力和水平。重视缓解学生尤
３个，理化仪器室各２个，生物仪器室１个。配置电子 其是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学生的心理压力，做好学
琴室、舞蹈室、书法室、合唱室、美术室、机器人教 生沉迷网络等不良心理的预防和矫治教育工作，培
｜室、地理探究室、录播室、卫生保健室、心理咨询室 养学生健全人格，提升学生心理健康水平。

￣２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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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５人，一级教师４２人，省州级骨干教师及青年教
学能手９人，省州级园丁奖教师２人。

【设施设备］投资３．５万元，安装＂班班通＂２
套；投资２万元，购买电脑和打印机２台；投资１．５万
元，购买图书和体育器材；投资１０万元，进行校园文
｜ 化建设；投资９万元，在校门口、前后院、楼道、楼

梯间安装摄像头；投资３０万元，粉刷教室内墙、维修
书柜和教室前后门；投资５０万元，改造维修一至四楼

选＿

｜ 学校运动会

校园安全］树立＂安全是学校工作的高压线＂，

｜卫生间。

［教学教研】加强教学常规精细化管理，从本学
｜制度，从地震安全、食品安全、校园安全、交通安 期开始实施＂青蓝工程＂，师徒结队，同成长，共进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原则，建立健全各种安全

｜全、寄宿生安全、消防安全等方面建立主题班会课 步，齐发展，使青年教师成为教育教学中坚力量。加
｜制度。利用国旗下讲话、电子显示屏、板报、安全宣 大教学常规检查、监督和管理力度，开展多种形式的

传展示板、校园小广播、晨会、班会、法制教育课、 校本培训活动，定期或不定期地查阅教师备课、作业
致家长一封信等形式，对学生进行防火、防地震、防 批改等教学情况。每学期期中、期末，通报检查结
溺水、防交通安全、防食物中毒、防雷电、防踩踏、 果。投资２４万元．为学生印发编写一至六年级主题
反邪教等安全宣传教育。将生命教育有机地渗透在 阅读校本教材。通过上一课带一课的方式，扩大学
各门学科、各种形式的专题教育和课外活动中，并完 生阅读量，提高学生语文素养。

４月，教师杨艳丽被评为＂全省骨干教师＂；５月，

｜善各类安全应急预案，开展各类安全应急演练和法

制安全知识讲座，严格执行门禁制度，每月进行一次 教师董淑娴和马秀萍获州级语文优质课竞赛一等奖，

｜校园安全隐患大排查，创建＂平安校园＂，为师生营 侯建芳获州级美术优质课二等奖，赵娟获县级英语
造安全、和谐校园氛围。邀请法制副校长开展法制知 优质二等奖；７月，教师杨艳丽主持申报的《依农村小
识讲座２期；开展管制刀具大排查１０次；开展消防演 学三年级＂学着课文写段＂教学策略研究》和教师苏
练４次；邀请县消防大队警官宜讲消防知识讲座２期； 雪琴主持申报的《小学六年级数学分层作业的设计
开展地震演练２次；联合红十字会开展应急救护知识 ｜与研究》 被列为＂２０１８年甘肃省＇十三五教育科学
｜规划课题＂立项：８月，在＂一师—优课、一课一名
讲座１期。
附城初中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校长马生荣（回
党支部书记 康柏春
副校长

马春林（回族）段育红常满儒

师＂竟赛活动中，教师刘淑芬、宋秀葵、马国娟、沙
兰芳、韩高强、刘靖峰获州级一等奖，教师窦学霄获
县级一等奖。９月，教师聂华被评为州级＂优秀教
师＂，教师杨立刚被评为县级＂优秀教育工作者＂，教
师张静、石学桃、马贞、赵媚、马春兰、冯桂媛、窦

（供稿：王建明） 学霄被评为县级＂优秀教师＂；学校被县委、县政府

新治街小学

评为先进集体；１２月，教师董淑嫔被评为临夏州＂五
一＂劳动奖章、甘肃省＂技术标兵＂，教师马秀萍被

评为甘肃省＂优秀选手＂。６月，学生董容哲获临夏州

｜［基本情况］县新治街小学有教学班４２个，有微 ｜中小学书法大赛低年级组一等奖，学生高瑞、桑益丹
机室２个和图书室、仪器室、录播室、机器人等活动 获高年级组人选奖；１２月，五年级一班被评甘肃省

室，多媒体教学设备４５套，图书生均１５册。学生２３８３ ＂优秀＂中队、学生张明被评甘肃省＂忧秀少先队
｜人，适龄儿童人学率１００？？教职工１０９人，其中高级 员＂。

－２６２－

教育 ｌｌ

【特色教育］开展周一国旗下讲话、主题队会、《师；
《师德规范》《味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将遵守职业道
家长会等主题教育活动，对学生进行感恩教育，培 德、规范教师行为作为自身自觉行动。鼓励教师参
养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行为习惯。＂三八＂妇 与校内外各级各类业务培训和学历进修，通过集中
｜女节、母亲节、父亲节、教师节、清明节等期间，开 培训、学科组研讨、远程教育、个人自学等形式，营
展多种形式的感恩教育活动；组建音体美方面的学 造学习研讨氮围。教师参加国家、省、州、县级业务
生社团１２个，通过开展活动培养学生兴趣爱好，发展 培训１０多人（次）。

【东西协作］１月，学校骨干教师１２人赴厦门市
生每天诵读《三字经》，让国学经典滋润童心。学校 同安区第二实验小学，学习交流校园文化建设、学
｜ 创作校歌《感恩伴我们成长》，通过校园广播、音乐 校管理、教师队伍建设、教学教研、学生综合实践
学生个性特长；教师每周粉笔字展示《三字经》、学

课等传唱。校报《感恩行》 创刊，制做宣传片《传承

等。４月，厦门］市同安区第二实验小学教师陈燕玲等

历史积淀、开拓未来新篇——奋进中的康乐县新治 来校传经送宝；５月，厦门市同安区新民中心小学庄
｜街小学》，
小园教师来校支教；１０月，厦门市同安区第二实验小
学教师卢冰冰来校支教；１１月，厦门市同安区第二实
｜验小学教师曾华锌来校＂传经送宝＂。

【校园安全］建立学校安全防范机制，健全学校
安全隐患定期排查、应急处置、责任追究制度，完善
｜ 《校园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与家长、班主任、任

课教师和有私家车教师签订《安全责任书》；对学生
加强交通、生活等安全知识教育；值周教师护送学生

路队；配合县疾控中心、县地病办宣传疫苗接种及地
［德育教育】开展周一升旗仪式、主题队会 方病防治常识；执行门禁制度，落实门卫职责；组织
＂红领巾＂广播等活动，加强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加 师生进行地震、防火应急疏散演练活动，普及地震、
青蓝工程阶段总结会议

强以班主任为主体的学校德育管理网络建设和培训， 防火应急避难常识；利用州学校安全教育平台，督促

完善《班主任工作考核细则》，建立德育工作长效机 学生按时学习，掌握安全防范知识，
制。落实《小学生守则，对学生进行基本道德观念、

｜道德知识教育，培养良好道德修养和行为习惯。通过 县新治街小学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主题教育活动，加强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和养成教育。 校 长周爱红（女

加强德育基地建设，利用校内外德育资源，拓宽德育
渠道。利用校园＂红领巾＂广播站、黑板报、楼道宣
传牌、班级文化墙等教育阵地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

副校长 马秀芳（女，回族）刘淑芬（女
杨立刚杨艳丽（女）

（供稿：段海珍）

｜召开家委会、家长会等，帮助和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
｜ 家庭教育观念，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开展民族

城东小学

团结教育活动，播下＂中华民族是一家＂种子。
【教育管理】引导教师加强学习，提高认识，更
【基本情况】县城东小学有教学班４０个，多功能
新观念，转变角色，抓教师理论、业务学习和教学反 室２０个，其中微机室３个，实验室４个，机器人工作
｜思工作。教师订阅业务刊物，互相交流阅读，转变教 ｜室、梦想教室、录播教室、图书室、阅览室、美术

育教学理念、改进教育教学方法。鼓励教师加强教学 ｜ 室、舞蹈室、音乐室、心理咨询室、卫生室、科学仪
研究，申报课题，规范课题研究的操作规程，提高课 ｜ 器室、体育器材室、数学仪器室各１个。有专任教师
题研究的质量。经常开展师德培训，组织教师学习 ９８人，学生２９３９人。

－２６３－

康乐年鉴测？

｜［师德师风］整合校内外各种有利因素，优化素
以足球第二课堂活动吸引学生参加训练，增强体质。

质教育，坚持＂以人为本，以德治校，从严治教＂办 成立学校、年级、班级三级足球队，每一级都有男、
学理念，教师队伍管理既具有时代特点，又突出人 女两支队伍，并将训练和竞赛常态化。５月，男子足
文管理，做到行政管理与率先垂范相结合，制度管理 球队在康乐县第二属小学生男子足球赛中获冠军，
与情感投入相结合，权力因素管理与人格影响相结 在临夏州牡丹杯校园足球联赛中女子组获冠军，男
｜合。坚持严格的规范性和合理的开放性相统一，评价 子组获季军，在甘肃省读者杯校园足球赛中勇女混
全面性、客观性和公正性相统一，调动教师工作积极 合组获银牌，奖金３万元；女子组荣获铜牌，队员马

性和主动性。开展教学教研活动，邀请厦门对口帮扶 博获＂最佳射手奖＂。
ｌ评优选先］２月，被评为＂中国流动科技馆＂
学校优秀教师来校开展送教送培活动，提升教师专

甘肃省巡展活动＂先进集体＂；３月，被评为全州
［【德育教育】以＂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主题实践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４月，被评为＂全县２０１７

业素养。

活动为主线，以学生行为规范养成教育为主要内容， 年度教学优胜学校＂；９月，在全县小学生科学实验操
以学校少先队活动为载体，开展生动活泼的德育教 作技能竞赛中分获四、六年级组第二名。４月，教师
育活动，加强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 曹志忠被评为＂甘肃省农村骨干教师＂；５月，教师马
主义思想教育和道德规范教育。开展寻找雷锋足迹， 明花在全县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优质课竟赛中获一等

弘扬需锋精神，清明节祭扫烈士墓、童心共筑中国梦 奖，教师马秀霞在临夏州小学教师技能大赛心理健

活动、红领巾心向党学生征文、我的梦中国梦书画作 康教育中获一等奖；６月，教师马生容、丁文桂被评
｜ 品展、阳光下成长少先队建队日活动等、让学生在丰 ｜为临夏州＂优秀中队辅导员＂；７月，教师马秀霞被评
富多彩的德育活动中缅怀革命先烈，争当四好少年， 为＂临夏州教育系统优秀党员＂；９月，教师马致才、

马小娟、马丽、马秀芳评为县级＂优秀教师＂，教师
分至Ｎ防：生
马生睿评为县级＂忧秀教育工作者＂，教师包玉英被
ａ区Ｅ实小学＂三实肤高者＂ｍ式 评为州级＂优秀教师＂。１２月，开展以＂学为人师树

形成良好品德。

形象，德为师范正行风＂为主题的演讲比赛。
由真爱梦想资金会捐赠１０万元，投资１０万元装备

梦想教室。由教育局投人设备，学校装修机器人教室

投人使用。投资３８万元，装备录播教室。投资５．７万
多元，在新教学楼建成装备开放书吧２个、足球吧１

＇Ｘ 了＇汉 ：承能

个。教育局为学校调拨１１６万元的课桌粱，出资８９万
多元，采购部分课桌凳。５月，承办全县第二届小学

［特色教育］实施英语分层教学，对学生选行因 生男子足球赛，男女足球队分别代表康乐县、临夏
材施教、分层测试、分层评价，使教学目标、教学内 州参加全州及全省青少年足球联赛；１１月，接受＂省
容以及教学方法更符合所有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接受 级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评估；１２月，厦门市同安
能力，确保教学活动与各层次学生相适应。以科学和 区西塘小学优秀教师团队来校对口帮扶：
劳动技术课为依托，注重对学生动手操作能力和创 【校园安全】利用电子滚动屏、板报、安全宣传
新能力的培养。以＂让每一个在城东上学的孩子都有 展示橱窗、校园小广播、国旗下讲话、班队会等，宣
一个幸福快乐的童年＂为办学远景，开展舞蹈、合 传安全知识。将生命安全教育有机地渗透在各门学

唱、电子琴、象棋、手工、乒乓球、足球、篮球等兴 科、各种形式的专题教育和课外活动之中，组织安全

趣小组活动。特别以足球校园为依托，在普及足球 疏散演练。联系公安、交警、涌防部门开展＂做自己
基本技能和知识的基础上，抓好学校足球队训练， 的首席安全官＂主题活动，创建平安校园。

－２６４－

城东幼儿园

县城东小学领导班于成员名录
校长 兰小朝（满放

校长 马秀霞（女，东乡族）马生睿（回族）
高华

（供稿：马秀霞）

［【基本情况］县城东幼儿园有教学班１０个，教职
工３７人，其中一级教师１５人，二级教师１９人，人园

幼儿５４８人。
｜【幼儿教育］３月和９月，举行家长培训活动。３

县幼儿园

月，制定周计划、学期计划，对各班教室布置进行设
｜ 计修改。４月，大班举行亲子活动《课果蔬拼盘；５月，
【基本情况］县幼儿园有教学班１２个，教职工３８ 小班举行亲子活动彩绘风筝》，中班举行亲子活动
人，其中高级教师１人，一级教师１５人，二级教师１９ 《亲子时装秀》。３月、５月、９月、１１月，开展校园防
人；有教学班１２个，在园幼儿３６８人。

震、防火、防暴、防恐演练。６月，开展庆＂六一＂

【幼儿教育】９月，迁至原新治街小学院内，各 活动，县领导慰问幼儿。９月，中班年级组开展以
班制定周计划、学期计划，布置环境及各班教室；９ ＂创意灯笼，点亮祝福＂为主题的庆中秋，迎国庆美
月、１１月，分别开展校园防震、防火、防暴、防恐演 工亲子活动；１０月，大班年级组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练；１０月，教师和幼儿举行＂庆中秋、迎国庆＂诗歌 大班年级组全体教师、幼儿和家长在园领导的带领
朗诵活动；举行大、中、小三个年级组亲子活动；选 下，走进博物馆，感受家乡美；小班年级组全体教
派教师赴厦门同安区兴国幼儿园学习；１１月２２日，省 师，幼儿以及家长在园领导的带领下走进康乐中学，
级语言文字小组验收；１２月，园长赴苏州大学培训。
｜ 看画展，感受浓浓的艺术气息。１０月１８日，园长赴厦
门与同安区朝阳幼儿园签订《帮扶协议》，选派教师
成１

赴厦门同安区朝阳幼儿园培训。
拉阳田Ｅ

县幼儿圆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学前教育

国 长冯爱萍（女）
康锦红（女）
例园长 张秀英（女回族）

县城东幼儿园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因 长 马秀珍（女，回族）

浦瑞莲（女）

（供藉：浦瑞莲）

副园长场 娟（女）马锦花（女，回族）
（供稿：杨娟）

康乐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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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及计划生育
｜ＷＥＩＳＨＥＮＧＪＭＪＨＵＡＳＨＥＮＧＹＵ

卫生及计划生育
卫计综述

｜区卫生服务站２１３个，个体诊所７４所。各医疗卫生计

生单位共有干部职工８９３人，其中县直医疗卫生计生

单位４８６人、乡（镇）卫生院２４３人、计生专干１６４人，
【基本情况】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内设办公室、 每千人拥有医务人员１．９人；注册护士２１６人，每干人
财务股、党工办、医政股、医改与公卫办、发展规划 拥有护士０５人。有乡村医生２２０人，每千人拥有乡村
股、信息化办公室、应急与疾控股、妇幼股、技术服 医生０８人。设置病床７８５张，每千人拥有病床２．９张。

｜［党 重】召开党工委会议１２次，制定党工委
基层指导股、流动办、宜传教育股、计生协会、爱卫 ｜中心学习组学习计划，对全系统党员干部辅导党的

务股、中医股、内审办、＂少生快富＂办、政法股、

十九大精神２次，组织局机关党员干部集体学习４４次，
全县有各级各类医疗卫生计生机构３４６个，其中 讲党课次。结合精准扶贫和＂五联＂活动，赴３个帮
县级１０个，乡（镇）卫生计生管理办公室１５个，乡 ｜扶村讲党课３次。开展＂考勒隧道警示教育＂＂参观
（镇）计生服务所１５所，乡（镇）卫生院１５个，卫生 红色政权基地＂＂知恩感恩报恩＂等主题党日活动。
办，有干部职工５４人

院分院、居委会计生办公室、附城镇流动人口管理办 ２０１８年，发展预备党员８人，培养入党积极分子１１
公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各１个，村卫生所（室）、社 人。对十九大以来发展的党员８１人，按照三个方面的

｜１０项内容进行对标检查，整改存在的间题。督促党

卫生及计划生育｜

ＤｕＨｅＯＮＧ地ｗｉｔ ｕＢｏａｔ

员干部完成手机ＡＰＰ＂陇原先锋＂学习，均５００学时广
疗卫生机构绩效管理指导意见》，结合省人社厅、省

以上。每季度召开党支部书记会议，对基层党建及 财政厅、省卫计委《关于进一步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机
党支部建设标准化工作进行督察指导。制定《卫计系 构绩效工资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推进基层医疗卫
统党支部建设标准化工作方案》，召开动员部署会议， 生机构绩效考核和岗位绩效管理。以机构绩效管理

｜对党支部书记进行专题培训， 按季度进行督察指导， 为导向，推行卫生院院长公开竟聘，创新选人机制，
｜ 列出整改清单，明确整改时限，确保得到整改。１２ 凝聚改革发展合力。开展乡村医生养老相关工作，县
｜月，对各支部标准化工作进行考核。指导１４个支部按 政府办公室印发《康乐县乡村医生管理及养老问题

期进行换届，对党员人数不足７人的７个党支部，撇销 管理办法的通知》。
支部委员会。对软弱涣散党支部，整顿提升，整改落
实。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定期召开党工委和
局机关支部委员会议，解决党建工作中存在实际问
题。召开意识形态工作专题会议２次，制定《卫计系
统网络舆情管理制度》，每个医疗单位确定网络舆情
管理员和新闻发言人。召开卫计系统党员干部警示

教育大会，约谈党支部书记２６人，开展医药购销领域
商业贿赂、过度医疗、过度检查等专项治理行动等１０
个重点领域整治，推进廉政风险防控，查处违法违纪
行为。

【基础设施建设】２０１８年，实施卫生建设项目

有：投资４３５３．１４万元的县医院二期住院部及配套设

【医 改】全面推行按城乡医保住院总额预付， 施建设项目，已完成主体工程，完成投资３０００万元；
｜建立结余留用、合理超支分担的激励约束机制，分 ｜投资１４０万元的杨台村、辛雍家村等９所标准化村卫生
级诊疗实行住院单病种付费改革。医保支付改革覆 室建设项目，完成建设；投资６１０万元的八松乡等６所
盖所有医疗机构和医疗服务，按项目付费占比明显 卫生院职工周转宿舍建设项目，完成初设审查。
下降。推行＂先诊疗、后付费＂和＂—站式＂结算， 【分级诊疗】制定《２０１８年康乐县分级诊疗实施
｜ 贫困患者住院时在县域内２２家定点医疗机构全部执 方案》，县级执行２０２种、乡级４９种分级诊疗病种、在
｜行＂先诊疗、后付费＂。２０１８年，对县内所有定点医 做好各级医疗机构能力评估和病种调整工作的基础
疗机构预付城乡居民医保住院和门诊资金４３７０．７８万 ｜上，依据疾病谱排序和医疗机构诊疗能力，按照＂县
元，其中门诊１４１６４７万元，住院２９５４．３万元。对建档 级２５０＋Ｎ、乡级５０＋Ｎ＂为主要内容的病种分级分工要
｜立卡贫困人口患病住院时免收住院押金，年累计合 求，县级医疗卫生机构增加２０种分级诊疗病种，乡级
规自付费用不超过３０００元，报销比例达８５？？上。在 增加１０种分级诊疗病种。１０月，依据疾病谱排序和医
县医院推行１５０种疾病的临床路径管理，将路径表单 疗机构的诊疗能力，从甘肃省分级诊疗病种（市级）
录入医院ｈｉｓ系统。按照《康乐县加强临床路径管理 遴选出２８种分级诊疗病种，确定分级诊疗定额标准。
应用工作实施方案》，组织各医疗机构结合分级病种 全县县级分级诊疗病种达到２５０种，乡级５９种。
实施，开展临床路径管理，规范服务行为、按表单化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全年，为全县城乡居民

的质量，提高服务质量。完善推进公立医院＂千分 ２６．４万人建立居民健康档案，电子建档率９６８９％；
值＂考核为主要内容的综合监管。加大对医疗机构的 ｜疫苗接种率达９５？？上，辖区内０￣６岁儿童有３．２万
综合监管，围绕健康扶贫、医疗安全、医德医风、药 人，儿童系统管理率８３．１５辖区内有孕产妇６２７４

品安全、医疗机构千分值考核等多轮次督导检查和 人，孕产妇系统管理率９６孕产妇住院分娩率

综合监管，进行＂闭环式＂管理。开展县、乡医疗机 ９９．８４？５岁以上老年人２４１２９人，为６５岁以上老年

构按照综合考评暨千分值考核。县政府出台《基层医 人１６９１２人提供免费健康体检，体检率７００９管理
－２６７－

康乐年鉴测

高血压患者１０４９７人，规范管理率９９管理糖尿病 年，全具总出生３５１１人，人口自然增长率７．２７出

患者２３６３人，规范管理率９９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 生男婴１８３８人，女婴１６７０人；政策内出生３３７人，农
者７８５人，规范管理率９９．２４管理肺结核患者１７７ ｜村符合政策生育率９６０４？？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
人，管理率９８．３１？？
管理，落实生育登记和再生育审批制度，简化办事程
［中医药】出台《中医药重点专科发展规划》， 序，推行网上生育登记。落实计划生育＂三项制度＂

投人专科发展经费，建成４个县级以上中医药重点专
科（专病），７０？？上的乡（（镇）卫生院（含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建成中医综合治疗区，９５？？上的社区
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和６５？？上的村卫生

资金１３４６２万元；落实独生子女保健费１０１万元，为

（镇）卫生院，在村卫生室推广普及中医诊疗适宜技
术，提高中医药利用水平。
｜【人才队伍建设】通过请进来、派出去的方式，

生育技术服务资金２７４６万元，免费孕前健康检查资
金４０．５万元；全员人口数据库数据更新及时率１００％，
人口基础信息准确率９８住院分娩实名登记系统信

计划生育＂两户＂代墩参保金２７０６７万元，代缴养老
金１９０４万元，办理意外伤害保险４０４万元，失独家庭

补助４万元；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住院护理补助
｜室具备中医药服务能力。建成苏集等９所中医特色乡 １４００元，落实自管小组长报酬Ｉ８．１８万元；落实计划

利用万名医师支农工程、全科医师培训项目、西医 ｜息上报及时率１００流动人口个案信息合格率９８％，
学中医、医师多点执业等多种培训进修和帮教机会， 信息协察反馈率９７？？惟进院家福幸福家庭创建、
鼓励大中专学历的医务人员通过继续教育方式积极 ＂健康家庭＂行动；落实计划生育特殊家庭＂４＋１＂
学习。全年，参加厦门进修２人，省级进修１６人 联系人制度，为老年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成员在各
（次），州级进修６人（次）。选派卫技人员６人，参加 级医疗机构开设就医绿色通道。
全科医生转岗培训。５月，选派精准扶贫重点村乡村

医生３８人，参加全州培训。举办公共卫生、妇幼保
健、中医适宜技术、应急救护、财务等业务培训１０
期，培训０００余人。

【健康教育］贯彻＂把键康融入所有政策＂的理

念，健康教育和促进活动向贫困村、贫困家庭延伸，
开展＂健康宣讲百千万工程＂活动和其他主题宣传活

动１５２场（次），普及＂居民健康素养６６条＂，发放

《儿童中医保健方法和技术》《公共场所知识宣传手
册》《健康教育处方）《＜个知晓》《健康扶贫政
策》等宣传品１５万多份。在县广播电视台开办养生

＇一人一策＂健康帮机

【健康扶贫】制定《康乐县深度贫困县医疗人才

堂》节目，从周一至周五播放健康教育节目；每天播 ＂组团式＂健康扶贫工作实施方案》。由省肿瘤医院有
放省卫计委发放的健康类公益广告３次。开展健康素 针对性地开展精准帮扶，帮助县人民医院建立现代
养和烟草流行监测，从基本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方式 化医院管理制度，提高受援医院管理科学化、规范化
与行为、基本技能三个方面监测成人烟草流行、戒烟 水平。组建由省肿瘤医院专家１５人、县医院医生１５

状况和二手烟暴露与危害。开展健康素养检测，县卫 人、乡级医生１８１人、村医１９１人和监督员１５２人共同

计局官方＂健康康乐＂头条发表文章２７２篇，＂健康 ｜组成的１５２个＂４４１＂签约服务团队，发挥健康专干

康乐＂微信公众平台发表文章２５９篇，《民族日报》 ｜＂五帮两核＂职能。１５２个＂４１＂签约服务团队进村

发表２８篇，省卫计委制做康丰乡健康扶贫专题 人户，面对面为９５万贫困人口制定＂一人一策＂，建
立＂一人一策＂健康帮扶管理卡；制定《监督检查
片——《春风化雨暖民心》。

【计划生育】 实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全 ＂五督＂行动工作方案》，对医疗机构进行监督检查，

－２６８－

卫生及计划生育｜

对存在的问题责令限期整改；按照＂大病集中救治一

校、社区开展宣传活动５次。参加县卫计局举行群众

批、慢病签约服务一批、重病兜底一批＂要求，落实 ｜看病＂七个知晓＂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参加全县
｜帮扶措施。全年，大病集中救治率１００慢病救治 ＂拒毒品、防艾滋，平安幸福千万家＂主题宣传活动。
率１００重病救治率１００？？？约团队提供＂送医上 发放１１种、８００多册宣传资料；联合甘肃建筑学院团
门＂服务９６２４人（次），完成＂送人就医＂服务１３３人 委，开展以红十字宣传、应急救护培训、无偿献血为
（次），完成转诊服务７０人（次），完成康复指导２１７７ 主要内容的红十字博爱宣传周活动，在校师生近３０００
人（次），签订服务包８．５９万人，完成健康咨询１．２万 人参加。将红十字宣传、应急救护培训、无偿献血等

活动和学院青年志愿服务及社团活动紧密结合。联
约率９５？？上。印发《健康扶贫群众看病＂七个知 手打造校园红十字活动周新亮点。建立＂康乐县红十
晓＂》和《甘肃健康扶贫顺口溜》宣传折页，开展群 ｜ 字会＂微信公众号，关注群体已超过５００个，每月４次
众看病＂七个知晓＂宣传活动，累计宣传８０余次，群 发送红十字会工作动态和防灾减灾、自救互救知识。
【备灾救灾】强化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建立长效
众健康扶贫政策知晓率９０？？上。制定《康乐县关于
深入开展健康扶贫政策宣传活动工作方案》，将健康 机制。２０１８年，赈济救援队开展为期３天的培训和演
｜人（次），完成政策宜讲９．５万人（次），家庭医生签

扶贫政策宣传纳人《康乐县卫生计生工作目标管理｜ 练，交流学习救援队员参加省红十字组织的永靖、
责任书》考核内容，实行＂一票否决＂。９月，局长代 东乡、康乐泥石流灾害救援实践。利用２天开展物资
表甘肃省赴云南参加全国＂三区三州＂健康扶贫攻坚 ｜运输、营地建设及管理、应急救护和现场灭火演示等
科目演习，模拟开展灾害调查、需求评估和物资发
｜工作专题培训班， 交流健康扶贫经验。
县卫计局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卫计党工委书记、局长 包正川
副局长
马克勤（回族）

｜放。结合志愿服务培育计划项目实施，帮助制定《丁
滩村社区安全应急预案》《丁滩村小学校园安全应
急预案》及《丁滩村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逃生演练方

案》，分别组织在校师生２００余人、社区居民１５０多人

开展应急演练和红十字知识有奖问答。八松乡、鸣
鹿乡、八丹乡、白王乡、苏集镇、上湾乡、五户乡发
生洪涝灾害，有４１个行政村１７８６户、７６４２人受灾，造
陈学军
（供稿：田吉祥） ｜ 成直接经济损失１８３１．４万元。县红十字会争取总价值
马世斌（回族）
｜杜爱玉（女）

纪检员

１３．１９万元的家庭赈济包５５０个、棉被７５床，在受灾的

红十字事业

｜ ６个乡（镇）开展赈济救援，受益群众２６７３人。赈济

救援按照救急救重的原则，规范教灾物资发放、登

记、签收、上报程序，全程监督。县红十字赈济救援
队参加省红十字组织的东乡县、永靖县洪涝灾害赈

【机构人员】县红十字会隶属卫生和计划生育 济救援活动。
局，核定编制２人，有干部职工４人，
［社会教助】开展＂天使之旅——甘肃临夏贫困
｜ 【宣传教育】 结合＂三下乡＂活动，开展以防灾
先心病患儿筛查＂活动，共筛查０￣１４岁先心病患儿
减灾、应急救护等为主要内容的宜传活动６次；县上 ｜１２４人，患儿８人在省人民医院接受手术治疗。浙江
重大活动（相牛赛牛大会、春节文化汇演、５－１２护士
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发起的红十字爱心助学活动资
节等）期间，在县城文化广场开展宣传活动３次；围
助学生１０人，学生１人获爱心人士春节期阿１０００元的
绕＂＇３－５＇青年志愿者服务日＂开展宜传活动；抓 慰问物资；爱心企业甘肃博和文教装备有限公司为

＂红十字博爱宣传周＂＂世界急救日＂＂＇９－９＇公益 马家咀小学捐赠价值３０００元的学习用品及２０００元的体
日＂＂防灾减灾日＂等主题宣传活动，在县城和学 育用品。定向捐助附城镇高林湾村１０万元。组织开展

－２６９－

有乐年鉴Ｐ
＂＂９．９＂公益日募捐活动，募捐资金４５元，用于＂益
口好牙＂公益活动：
红十字会爱心助学捐赠仪式
Ｒ生前ａｏ验ｓ股ｒ

地方病防治
【机构人员】 县地病办内设碘缺乏病室、大骨节
病室、包虫病窒、布病室、麻风病室、盐碘实验室、
尿碘实验室、Ｘ光窒、Ｂ超室、资料室，有干部职工
１９人。

［业务培训】先后选派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１２人
参加省地病办、省疾控中心、州地病办举办的碘缺乏

病、大骨节病、包虫病等防治项目和麻风病防控培训
【应急数护培训］全年，完成普及性应急救护培 班。

｜【主要工作】碘缺乏病监测项目，在抽样乡
３．４？？康乐一中、康乐中学高一年级每年培训建立 （镇）采集８－１０岁儿童尿样２００份，孕妇尿样１０份，
长效机制，覆盖所有在校学生。省建筑学院大一学生 进行尿碘检测。儿童尿碘中位数９１．９ｕｇｌ，孕妇尿碘

训２２１人，累计完成８６９８人，占全县息人口数的

培训达成制度性安排，群众和干部职工培训按计划 中位数１８８ｕｇＬ。定量检测碘盐３０６份，符合国家碘

有序展开，全县普及性应急救护培训工作长效机制 含量（２１￣３９ｍｇｋｇ）的盐样２６６份，小于５ｍｇｋｇ的盐
｜样Ｉ份。碘盐覆盖率９９６７合格碘盐食用率
初步形成。

［无偿献血】全年，干部群众１３７６人参加初筛， ８６９３碘盐合格率８７．２７？？地方病现症病人个案

７８７人无偿献血，共献血１０２２．５个单位、２０．４５万毫 调查，通过对以往现症病人的走访和调查，排出死
升，在省建筑学院开展红十字博爱活动周期间，无偿 亡、误诊、误登、长期外出打工或外迁、婚迁等病
献血５２０个单位，完成无偿献血１５４２．５个单位。通过 人，对新发现的病人进行登记，最后收集、汇总现症
广播电视台、短信平台、微信公众号、宣传展板、现 病人数据资料。克汀病分布在８个乡（镇）、１９个行政
村，共７０人。建档立卡２５人，评残４８人，参加农村合
场讲解、宣传资料等形式，加强无偿献血宣传。
【志愿服务】全年，招募志愿者１７人，累计登记 作医疗６８人。其中神经型８人，粘肿型８人，混合型４

人；轻度１２人，中度３８人，重度２０人；７０人全部使用
志愿者２３７人，注册志愿者６９人。通过组织召开志愿 碘盐。Ⅱ以上甲状腺肿分布在１３个乡（镇）、２１个行
者座谈会，部署红十字志愿服务，并对新招募志愿
者进行培训，签订《志愿服务协议》；强化志愿者队 政村，共２６人。建档立卡９人，评残５人，参加农村合
伍建设，开展志愿者应急救援培训和演练，参加３０人 作医疗２６人。甲状腺肿大类型：弥漫型１４人，结节型
（次）；组织红十字特色志愿服务活动，以红十字宜 ｜ ７人，混合型５人：２６人全部使用碘盐。大骨节病分
传、低成本技术、应急救护培训、＂９－９＂公益募捐 布１０个乡（镇）、２９个行政村，共３６５人。建档立卡
等红十字特色志愿服务２５次，累计有志愿者２０５人参 １４１人，评残８８人，参加农村合作医疗３６４人。病情
分度：Ｉ＂１４７人，Ⅱ＂１５８人，Ⅲ＂６０人。包虫病防
加志愿服务。
治项目，完成重点人群查病２０６８人，查出疑似包虫病
（供璃：周宇荣）
｜９人，用包虫病快速胶体金法检测，全部为阴性。对

手术后包虫病病人２人定期随访复查已痊愈。采集犬
粪样００份，进行粪样抗原检测，检查结果阳性４７

份，阳性率为４７？？对６６７８只（次）传染犬进行登
记，并发放毗喹酮药物驱虫；在康乐清真屠宰场和康
美清真屠宰场检查１０３５头（只）牛、羊的肝、肺等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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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未发现疑似包虫病的囊状物、包块或结节。根据
和驱
居 和驱虫，牛羊病变脏器处理等基本知识和核心信息。
《关于开展全国包虫病等重点寄生虫病防治规划 康乐县是碘缺乏病重病区，按照州政府及《临夏州食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中期评估工作的通知》，全县贯彻 盐加碘预防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要求，为１５个乡

《规划》中期评估方案的指标和任务，从重点人群查 （镇）和学区免费发放Ｉ０６万元的扶贫碘盐３５吨，解
病、病人的救治、传染犬管理和驱虫、家畜宿主调 决困难群众和学生吃碘盐问题，
查、社会７传等执行情况进行中期自评。布鲁氏菌病
确缺乏病日宣传活动】５月１２日＂第二十五个
监测在不同地点因地制宜，采取多种形式向群众、学 碘缺乏病宣传日＂之际，开展以＂碘＇亮智慧人生，

生宣传布鲁氏菌病防治知识和咨询活动，完成布病 享受健康生活＂为主题的第２５届碘缺乏病宣传活动，
调查１０２２人，阴性１０２２人。
出动人员２００多人，展示展板２６块，悬挂横幅２条，发
２０１８年，布鲁氏菌病防治项目于９月被省疾控中 放宣传资料２０００册，年历画１０００张，宣传单５０００份，
心鼠布科列为布鲁氏菌病项目县，选派专业人员３人 发放小袋碘盐３０００袋，咨询群众２００多人。
参加省疾控中心在临夏州举办的布鲁氏菌病防治培
训班。１１月，成立布病项目领导小组、项目技术小
组，召开项目启动（培训）会。麻风病防治，全县有

治愈存活者１人。１月、１０月，对治愈存活者和家属进
｜行询问、检查，均无活动性皮肤损坏及神经痛等阳

性体征。并对密切接触者５０人进行问卷调查。为治愈
｜存活者送去棉鞋、手套、围裙等慰问品。开展麻风病

＂十三五＂中期评估，从保障措施、防治措施、宣传
教育、病情监测等方面自查评估，达到消除麻风病

碘缺乏病防治宣传

｜标准。根据《甘肃省重点地方病防治＂十三五＂规
｜划》中期考核评估方案要求，组织相关单位开展重

点地方病碘缺乏病、大骨节病中期考核评估自查。碘 县地方病防治办公室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缺乏病对照判定标准，居民户合格碘盐食用率 主任苏建责

８６．９３？？８￣１０岁儿童尿碘中位数９１．９ｕｇｌＬ、孕妇尿碘 副主任部文博

中位数１１８８ｕｇ／Ｌ，儿童甲状腺肿大率０４９？？Ｂ超
法），判定为未实现消除碘缺乏病目标。大骨节病对
照判定标准，在５个病区乡（镇）的１５个病区村，对

（供稿：辛亚军）

疾病预防控制

７￣１２周岁儿童临床检查７９５人，无临床阳性病例，Ｘ

线拍片检查７９５人，Ｘ线检出阳性３人，均为干骶端
［【机构人员］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内设办公室、
＂＋＋＂，以村为单位Ｘ线阳性检出率均＜３？？？定为大 免疫规划股、艾滋病防治股、慢职股、宜教股、检验
｜骨节病达到消除标准。经省州专业人员评估复核，判 室、食安股、中医股和传防股，有干部职工４３人。
定结果与县级一致。尿碘实验室建设自查及省级考
｜ 【免疫规划］２０１８年，全县乙肝接种率９９６５％，
核管理等方面进行考评，实验室工作人员现场对盲 卡介苗接种率９９．５９脊灰接种率９９３８白百破接
样进行实际操作，各项指标均达到尿碘实验室标准。 种率９９６１白破接种率９９４４麻风接种率７９．１％，
利用三下乡、健康宣讲、＂３·１５＂＂５·１５＂和麻风 麻襄风接种率９９．５６？群９９．６１？－Ｃ９９７２乙

病、疟疾病等主题宜传活动，以及逢集日等时机，采 脑接种率９９６８甲肝９９４８？？按照《康乐县２０１８年

｜用宣讲、面对面交流、发放宣传画、宜传册等形式， 脊髓灰质炎疫苗补种暨补充免疫工作实施方案》要
｜向群众宣传包虫病、布病传染源、传播途径，犬管理 求，脊髓灰质炎疫苗补充免疫实种２０４７４剂（次），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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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率９６．６？？全年，冷链运转１２次，疫苗配送均用冷 （次），免费查痰８０４人（次），其中初诊查疲４８４人，
链车运转。
【险情直报】全年，全县报告乙丙类传染病５１９

查痰率９６？？对疑似病人４５３人免费提供结核菌素试

验检查。检出痰涂片阳性肺结核患者１８人，检查涂阳

例，发病率１８８．９３／十万，前三位的传染病分别是：乙 病人密切接触者５６人（次），涂阳患者治愈率９５％；
肝１５６例，发病率５６．７９／十万；肺结核１１６例，发病率 涂阴病人完成治疗率９５病原学阳性检出率

４２．２６十万；流腮５５例，发病率２０．２十万；及时报告 ｜１８．７５？？接诊结核病患者１２８人，其中建档立卡户３６
率１００审卡及时率１００？？及时处理传染病自动预 人；住院治疗结核病患者８５人，减免诊疗费 ３６８万
警信息６条，报无麻疹、脊灰、百日咳、新生儿破伤 元，其中建档立卡户４５人，减免诊疗费１７６８万元。
风及白喉发生。
【艾滋病防治】全年，全县艾滋病感染者／滋 县痪控中心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病病人１０７人，死亡１７人。县内管理７人，外地管理 主任曹领泽
２３人。管理病人６４人，其中追踪随访６３人，失访４ 副主任 马继兰（女，回族）
人。抗病毒治疗５１人，其中县内治疗４０人，外地治疗 ｜纪检员马宏（回族）
（供稿：段永刚）

１１人，减免检查费６０８２元。医院检测２６９３０人，阳性

１０人；自愿咨询并检测５５１人，新发现１８人（县内报
告１１人，新病人死亡１人）。

人民医院

【公共卫生】发现高血压患者１０４６０人，规范管

理１０３０３人；登记Ⅱ型糖尿病患者２３５３人，管理２３１２
人；６５岁以上老年人２４１１７人，体检１５７６６人。严重

【机构人员】县人民医院有正式职工２３２人，其

精神障碍患者７６１人、其中建档立卡户２５３人。规范管 中卫生专业技术人员２０７人，高级职称４人，副高职称
理６５１人，规范管理率８３．４６对居家患者中病情稳 ２０人，中级职称 ４９人，助理级职称 １１１人，员士级
｜定的４０２人、基本稳定的２０３人和不稳定的４人进行分 职称２３人，管理人员１３人，工勤人员１２人。

类指导和随访。为５２例居家药物治疗严重精神障碍

患者补偿医药费用６．５８万元，其中为精准扶贫户１８
人，补偿医药费用２．２８万元。

【指标完成】２０１８年，实际床位４８４张，诊治门
（急）诊病人１９５４１０人（次），收治住院病人２３０５５人

（次），门诊和住院病人与去年基本持平；手术２４８７例：

｜【疾病谱排序】加强死因监测，提高死亡报告数 药品零差率销售２６２８０３万元，给患者让利３９４２万元；

量和质量，定期开展医疗机构死因监测培训，开展死 门诊特殊慢病报销６７２６人（次）、报销费用１０３５５万元；
亡卡填写质量、网络直报和漏报的督导检查。上报疾 ｜城乡医保住院病人报销１９２３１（次）．补偿医药费用
病普排序门诊１６１０１例，住院２６５４例。死亡报告卡网 ４１８３５万元；城镇居民职工医保住院５５８（饮），报销费
络上报９２９例，完成死亡卡录人、审核、订正、查重
等工作，保证死亡个案的报告质量。
【饮用水卫生监测开展２０１８年度枯水期和丰水

用１５３８３万元；民政救助报销１５０５人，补偿费用７６万
元；大病保险报销３２７６人（饮次），报销费用７４７９万元；
业务收人９３１４０１万元，增长６０？？出（人）院诊断符

期饮用水季度卫生采样监测，采集枯水期、丰水期１０ 合率９８平均住院天数７天，床位使用率９０？？分级诊

个饮水安全工程（１所自建学校）所覆盖的水样各４１

疗病种由上年的２０２种增至２５０种，规范医务人员诊疗行

份，其中农村监测点覆盖１４个乡（镇）。枯水期、丰
为，有效控制医疗费用过快增长，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水期采样８２份，经检测全部合格。对４个季度采集中
部人饮工程市政供水的末梢水（１份水样）进行监测，
检测结果合格，

落实健康扶贫＂先诊疗，后付费＂政策。有合规手续的

建档立卡贫困户及五保户、低保户、残疾人、二女户、
独生子女户、８５岁以上老人＂六类人群＂住院时免交押
【结核病防治】全年，接诊结核病可疑者５０６人 金，实行＂先诊疗、后付费＂政策，出院时只承担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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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费用，共收治＂六类人群＂患者８３７６人，补 医院培训
偿费用８３７６元。
［薄弱学科建设］２０１８年，按照＂补短板、强弱
项、增实力＂，省肿瘤医院派出放射科、妇瘤科、病

｜理科、麻醉科、腹外科、检验科组成的帮扶团队。实
行＂师带徒＂＂结对子＂等培养模式，加快医院人才
梯队建设，以＂派出去＂＂请进来＂等多种形式，在
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医疗技术水平等方面共建，围

绕每个薄弱学科的建设目标、业务拓展，通过临床示
教、进修培训、手术示教、学科联盟等多种形式进修
强化培训和业务提升。全年，省肿瘤医院派驻专家７４
人（次），帮扶８７３天，疑难病例讨论４６１人（次），教 县人民医院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学查房２３２５人（次），手术示教６０１次，科内学术讲座

｜院 长 高有义（回族）

月院长 马志诚（回族）常：

２２８次，学术讲座或业务培训４９期，修订完善医院管
理制度或技术规范６项，分级诊疗病种增加４８种，增

（供稿：马如科）

长２３．７？？？２０１７年同期相比，门诊病人增长５６％，

住院病人增长６７转院率下降２０做到＂专家下
中医院
沉到一线、技能指导到一线、现场教学到一线、健康
服务到一线＂。依据《甘肃省薄弱学科的建设标准》，
针对５个学科设备配备情况，制定《薄弱学科设备使
［机构人员】县中医院为综合性二级医院，内设
用清单》，在临夏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完成医疗设备 中医科、专家门诊、针灸理疗科、中医骨伤科、急诊
集中招标采购。采购价值７９４．９６万元的薄弱学科设备 科、骨外科、妇产科、内儿科、放射科、检验科等２０

｜ ６７台（件），安装到位。７月３０日，启用医学影像科

多个科（室），开设床位４５０张，有医技人员２５７人，

钼靶拍片室，完成现场交底、房屋改造、设备安装。 后勤人员３３人

全年，检查病人３６０人（次）。启动检验、病理、心电
和影像中心４个区域性县级医学中心建设。县卫计局
制定《康乐县区域医学影像诊断中心等４个中心建设
实施方案》，按照＂整合资源、节约投入、提高效率、
｜保障安全＂和提高基层医疗单位基本医疗服务能力
｜的原则，年底前建立县病理中心、县医学影像诊断中
心、县心电诊断中心，县临床医学检验中心，挂靠县
人民医院。

｜【省肿瘤医院康乐分院挂牌】３月２７日，省肿瘤
医院康乐分院挂牌仪式在县人民医院举行。省肿瘤

［医疗设备】有腹腔镜、全自动麻醉机、彩超、

医院副院长张红伟，副县长唐俊及省肿瘤医院相关 ８００ 速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血球分析仪、５００ｍＡＸ光
科室负责人，县医院全体医务人员参加。全年，省肿机、数字化ＤＲ成像系统、０．３Ｔ磁共振成像系统、电
瘤医院派驻县人民医院专家７４人，帮扶８７３天，讲课 子胃镜、前列腺气化电切镜等高科技设备３０多件。
２２８次，讲座４９次，疑难病例讨论４６１次，手术、示
｜【中医特色］开展（临床科室）中药足疗、蜡

教６０１ 次，教学查房２３２５次；县人民医院派往省肿 ｜疗、耳针、封包、ＴＤＰ神灯、红外线理疗、固定、牵

－２７３－

康乐年鉴测

引、手法复位、中药湿敷、中药熏洗、中药贴敷、中｜柜、洗板、酶标仪，新生儿听力、脑干、耳声检测

医灌肠技术、雾化吸入、清创。（理疗科）针灸、刮 ｜仪，心电图机，儿童智能身高体重测量仪，制氧机等
｜将、推拿、按摩、火罐。聘请老中医，开展业务查 设施设备。

房、师带徒，中医药使用比例在门诊患者中达到８０％，

【主夏业务】２０１８年、在县城、乡（镇）开展
在住院患者中达９０以上。经常开展中医理论知识讲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孕产期保健》《住
座，使每位临床西医医师进行基本中医辨证论治。 院分娩、母婴安全》等母婴保健知识宣传活动２６次，
【指标完成】２０１８年，共接诊门诊病人７３５２０人 发放宣传资料２万多份，印发孕产妇保健、婚前保健、

（次），其中中医门诊病人４６８２０人（次），接诊住院病 妇幼保健知识册１万多本，咨询２万多人（次）。孕产
｜人１０３５５人（次），实施各类手术３２２例，住院分娩 妇建卡率９２８３孕产妇系统管理率９住院分娩
３５９例，合作医疗报销９４７４人（次），门诊慢病报销 率９９８？岁以下儿童保健覆盖率８５．３４？岁以
７０２０人（次）。医院康复科被州卫计委评为全州重点 下儿童保健覆盖率８９４３？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４６４婴儿死亡率３．３２新生儿死亡率２２１％，
专科，３人获州卫计委表彰。

［继续教育］６月，与省康复中心建立医联体医 孕产妇死亡率２２１２／十万。
院。９月，与省第二人民医院建立医联体医院。采取 艾梅乙咨询１７６４人（次）；叶酸发放１２８５５份；儿
＂派出去、请进来＂的方式，提高医院医技水平。请 童营养改善检测００人（次）；完成男女婚检８６对；：新
上级医院专家来院出诊、开展手术，带动青年骨干 生儿疾病筛查２５８６人（次）；听力筛查２２５５人（次）；
成长。派遣业务骨干赴省人民医院、中医学院附属医 开具医学证明５９４份；１５个乡（镇）督导５轮９０次；
院进修。加强在职人员的继续教育，创造条件鼓励青 参加各种培训２６人／１６次；高危孕产妇管理１２２５人
年骨干参加高等教育自考和成人高考，提高职工综 （次）；健康教育宜讲、培训、讲座、咨询１８场（次），

参加１５６２人（次）；妇女儿童学校开班２次，参加人员
１６３人（次）；发放各种宣传资料１．２万份。省政府为
民办实事农村妇女＂两癌＂筛查项目完成第一年乳
｜ 腺、宫颈＂两癌＂筛查８０００例。检出宫颈细胞学

｜合素质。

具中医院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院 长高小平
｜副院长实玉庆

ＡＳＣ－ＵＳ以上９４２人，初筛异常检出率１１７８？？阴道

镜复检３３７人、低级别病变２人、鳞癌１人、宫颈癌检
出率１４．２８十万。乳腺彩色超声检查结果（ＢＩ－ＲＡＤＳ

（供稿：何盼军）

分级）０级、３级以上１５３人，钼靶复查５９人、囊肿２１
人、纤维腺瘤１人、乳腺癌４例、乳腺癌检出率５０．５９／

妇幼保健

十万。

【机构人员】县妇幼保健站内设保健科、妇产
科、内儿科、中医保健理疗室、治疗室、检验室、

ＰＣＲ 实验室、艾滋病初筛室、药房等科（室），有职
｜工３９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３７人。
【医疗设施】主要设备有：极超短波治疗仪、中

医透皮理疗仪、中频理疗仪、远红外线理疗仪、ＴＤＰ
神灯、中药煎药包装一体机、人流机、阴道镜、乳腺

妇科理疗仪、彩超３台（台式２台，便携式１台）、全自
动生化分析仪、阴道分泌物检测仪、电解质检测仪，
血、尿常规检测仪，ＴＣＴ、ＨＰＶ检测仪、生物安全

｜６月２２日，开展＂拒毒品防艾滋宣传日＂妇幼健康
｜知识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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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培训】派儿科医生赴县医院学习新生儿听 疗、耳针、封包、ＴＤＰ神灯、红外线理疗、中药湿
力筛查技术，设听力筛查室，筛查儿童６５６人（次）； ｜敷、中药熏洗、中药贴敷、中医灌肠技术、雾化吸
彩超室医生４人赴临洮县参加全省乳腺癌彩超检查培 人。（理疗科）针灸、刮痧、推拿、按摩、火罐、埋

训班；赴州妇保院学习儿童输液头皮针技术；赴兰州
参加省妇幼主办的儿童出生缺陷和叶酸补服培训班。
聘请省妇保院乳腺一科主任毛红岩开展乳腺疾病检
查，接受检查的育龄妇女２８７人，较严重３人，已赴省

线。聘请中医专家，开展业务查房、师带徒工作，推
广中草药及中医药适宜技术，中医药使用比例在门

诊患者中达到７５在住院患者中达８０？？上。开展
中医理论知识讲座。

【接诊病人］２０１８年，接诊门诊病人６１５５人
涛主任讲解诊疗技术；聘请省人民医院心脏彩超室 ｜（次）、住院病人２７２３人（次），城乡居民报销２５１２人
主任郭朝霞安装启用心脏彩超，为妇保站职工和病 （次）。职工报销２５３人（次）
【业务培ｉ训】加强医院文化建设、推进医院中、
人３８６人做心脏彩超，对彩超室工作人员进行技能操
作和理论培训，每周星期天来妇保站指导心脏彩超 ｜远期发展规划落实。采取＂派出去、请进来＂的方
｜检查。聘清临洮县人民医院病理室主任开展ＴＣＴ、 式，请上级医院专家出诊，带动一批青年骨干的迅
妇幼保健院做手术；聘请省人民医院心外科专家尤

ＨＰＶ检测和培训检验科医生。全年，参加省州县相 ｜速成长。全年、选派骨干赴省中医院、省第二人民医
关培训２６人（次）、４８场（次）。

院学习，坚持长期进修，注重短期培训，加强在职人
员的继续教育。

县妇幼保健站领导班于成员名录

副站长朱永同（主持工作）马玉荟（女，国

健安医院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 院 长 乔虹（女）

纪检员张春梅（女，东乡族）

（供稿：丁兰芳）

副院长 马培芬（女，回族）

健安医院

（供稿：吴嘉文）

计生服务

【机构人员】县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站隶属卫生和
【机构人员】县健安医院为二级综合性民营医
院，内设门诊部、住院部、医技科、后勤科、药械 计划生育局，内设诊断室、治疗室、Ｂ超室、检验

室、急诊科、外科、儿科、内科、妇科、中医科、风 室、手术室、女性诊室、药房、档案室、避孕药具室

湿骨病科、针灸科、康复科、理疗科、医学检验科、 等科室，有干部职工２６人，其中计划生育技术人员２５
医学影像科、药械科等临床辅助科（室）。开设床位 人。
｜ ［免费孕前优生键康检查】配备多普勒彩色超声
１１０张，有职工９８人，
｜【医疗设备】有彩超、ＤＲ、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诊断系统、全自动血球分析仪、生化分析仪、蓝氧妇

酶标分析仪、全自动血液分析仪、血沉动态分析仪、 科治疗仪等设备。按照康乐县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

尿液分析仪、臭氧治疗仪、全自动洗胃机、十二导心 ｜ 查项目工作实施方案》，规范服务流程，做到信息采
电图机、心电监护仪、动态心电图仪，电动流层吸引 集准确，检查项目不缺项，咨询指导到位。２０１８年，
｜器、电子阴道镜、ＢＢＴ自凝刀等设备，理疗科配备腰 为１９６１对农村待孕夫妇进行１９项免费孕前优生健康
稚牵引床、颈椎牵引椅，电磁波治疗仪、电脉冲治疗 检查，并将检查信息录入项目数据库，占省下达任务
的７８５３？？？展孕前优生指导６３００多人（次）；免费
仪、蜡疗仪等医疗设备：

【中医特色】开展（临床科室）中药足疗、蜡 发放叶酸３０００多人（份）；对查出的乙肝、梅毒、男
性不育症等患者２２０多人，转诊上级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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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服务】全年，施行各种计划生育手术１０３６
例。随访受术者４２０人，节育手术前知情同意签字率
１０妇女病检查２９９４人（次），对查出的８２０例患
病妇女进行有效治疗。门诊生殖健康咨询２８００多人
（次），治疗不孕不育症患者２４例。免费为流动入口查
环、查孕。

【健康教育服务Ｉ成立健康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和
技术指导组。每季度督察、考核各乡（镇）健康教育
服务、＂村级三件事＂工作。配合开展全州健康宣讲

ｗＭ

＂百千万＂活动，在１５个乡（镇）举办健康教育巡讲

优生优育宣传咨询

【规范避孕药具管理］成立县计划生育药具业务
动１０场（次），发放宣传资料２万份。利用节日会场， 管理自查领导小组，检查督导１５个乡（镇）计划生育
开展键康服务宣传、咨询、义诊等活动，发放避孕药 服务所药具管理，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指导、规范。改
１７场（次），参加１７００人；开展公众健康宣传咨询活

具４０００多份、宜传资料１．５万多册。

｜进村级计划生育免费药具发放方式，由原来村社计

【健康素养监测】工作人员组成调查小组，对被 ｜划生育宣传员发放方式改为由村医管理发放，并进

抽的附城镇、景古镇、八松乡等３个乡（（镇）的１５￣ ｜行咨询、随访。强化药具自助发放机项目建设，全县
６９岁农村及城镇常住人口２８８人进行面对面问卷调 安放药具自助发放机６台，分别在县计划生育服务站、
查；完成１５个乡（镇）三个季度１３５０份的健康素养监
测问卷调查任务，对调查问卷录入数据库并报州健
康教育所。

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妇幼保健站、景古中心卫生
院、苏集卫生院等人口流动性大、人群密集的地方，
由专人管理，运行良好。全年，４台自助发放机发放

【增补叶酸项目】成立县级项目管理办公室，对 避孕药具８８Ｉ盒，发放药具数量名列全州第二位。
乡（镇）计划生育服务所人员进行专业技术培训和督 【健康教育督导和等核】每季度对１６所乡（镇）
导，定期向县卫计局和州级项目管理办公窒汇报项 卫生院和１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健康教育进行督导，
目进展情况，多次到基层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督导 ｜按照《康乐县基本公共卫生项目绩效考核工作方案》
检查。全年，免费发放叶酸３００多人（份）。结合昌

中健康教育考核标准，采取查阅文件资料、现场检查

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和增补叶酸项目，开展孕 的方式，对１６所乡（镇）卫生院和１个社区卫生服务

育神经管畸形高危人群筛查、干预和管理，对纳入孕 中心开展情况，进行督督与考核。

育神经管畸形高危人群进行重点管理。报送４对夫妇 【岗位校能知识繁赛活动】组织县乡计划生育技
血清标本到省计划生育科学技术服务中心进行检测， 术服务人员３２人，参加７月２０日由县卫计局举办的县
根据检测结果给予优生和叶酸服用指导，完成省下 妇幼健康技能竞赛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项目竞赛。８

达任务的５１８？？对省上结果给予反馈，详细解释指 月１７日、１０月２５日，职工参加省、州举办的妇幼健

导。
康技能竞赛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项目竟赛活动，分别
｜［业务培训先后对１７个乡（镇）卫生院（社区 ｜获州级一等奖和省级二等奖。组织业务人员参加全
卫生服务中心）健康教育专兼职干部和１５个乡（镇） 州健康专干岗位技能知识竞赛和全州健康扶贫及科
｜技术服务所所长，举办健康教育和免费孕前优生键普达人演讲比赛，马玉英获竞赛等奖，白金鹭获演讲
康检查专题培训２期，多次对乡（镇）卫生院健康教｜比赛二等奖。
（供稿：马永清）
育和计划生育服务所工作进行指导；选派骨干３０人参
加省卫计委举办的业务培训班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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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等１０余个项目进行现场监测。

卫计监督

县卫计局综合监督执法所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机构人员】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综合监督执法

所内设办公室、医疗卫生股、公共卫生股、职业与学

所 长马志荣（回族）
制所长 白海洲 马晓兰（女，回族）

（供稿：马正昌）

｜校卫生股、中医股、计划生育服务监督股和稽查股，
有千部职工２０人

【宣传工作】结合＂＇３·１５＇消费者权益保障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日＂、＂饮用水卫生宣传周＂＂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
＂＇１２·４＇法制宣传日＂＂安全生产宣传活动月＂和
＂全县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等活动，发放各类卫生

【机构人员】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内设办公
法制宣传资料１．５万余份。
室、法规监督、综合协调与应急管理股、食品监管
【医疗卫生】２０１８年，开展医疗机构专项检查， 股、药械监管股、政务受理中心，下设县食品药品稽

查处各类违法违规医疗机构３６家（无证行医２家、超 查局、县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１５个乡（镇）食品
范围开展诊疗活动１８家、医疗废物不按规范处置１２ 药品监督管理所，有干部职工９９人。

【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县食药局和各乡（镇）食

｜家、医疗机构聘用非卫生技术人员４家），罚款１．３８万

元，依法取缔无证行医医疗机构２家。
｜药所结合＂局所＂＂所所＂联查联动工作机制，通过
万民医师支衣】支农专家结合康乐医疗条件对 整合调动全系统优势执法资源，打击制售假劣食品

口支援，发挥特长，开展临床、公共卫生服务及健康 药品违法犯罪活动，以索证索票为切入点，以城乡结
扶贫工作，宜传健康扶贫＂一人一策＂及＂七个知

合部、农村、校园周边等为重点区域，以乳制品、食

晓＂政策。全年，１２家医疗机构门诊及住院共接诊患 用油、肉及肉制品、儿童食品、食品添加剂和基本药
者５３００余人（次），其中健康扶贫建档立卡户５００人 物、植人性医疗器械等为重点品种，以学校食堂、食
｜（次），举行义诊活动１０次，服务１０００余人（次），上

品生产经营企业、中小型餐饮单位、农村集体聚餐场

下联动，送省级医院就诊患者２３例。全麻腹腔镜下开 所、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及药品经营单位为重点对
展直肠癌根治术并回肠预防性造口术１例，开展腰椎 ｜象，开展日常监管和专项整治，监管覆盖率１００？？
穿刺术并脑脊液置换术２例，小切口阑尾切除术、腹 全系统出动执法人员６６０２人（次），开展学校食堂及
腔镜下胆囊切除术、腹腔镜下直肠癌根治术、腹股沟 校园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清查过期药品１８次，累
斜疝手术、甲状腺腺瘤、乳腺腺瘤、精索静脉曲张及 计检查学校食堂、食品药品经营使用单位７１１０户
其他手术１６５例，临床新技术的应用填补全县医疗领 （次），督促责令整改食品药品安全隐患３５５起；下架
域多项空白。
｜销毁＂三无＂、假冒伪劣、过期变质等各类不合格食
【公共场所卫生】对公共场所空气卫生质量及公 品药品共３１２６８余袋（瓶、盒）；开展农村集体聚餐
共用具进行卫生监测，检测样品９６份，合格８份，合 宣传备案、现场指导、责任告知２０２６起，登记培训流
格率９１．７对监测结果不符合卫生标准和规范要求

动厨师３６人；完成＂明厨亮灶＂改造３８３家，完成率

的提出整改意见，限期改正。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１０ ９６？？上；完成＂透明车间＂８家，完成率８０？？？
家公共场所不合格单位依法作出行政处罚，警告１０ 成＂阳光仓储＂７０家，完成率９８？？？案登记食品配

送车辆１１６辆；受理＂１２３１＂投诉举报１０起，已调查
【学校卫生】组织人员对４８所中小学教学环境进 答复；各乡（镇）监管所及农产品快检室完成食品及
行监督检查，对使用公共场所检测仪器、教学环境、 保健食品快捡４３９８批（次），其中乡（镇）监管所

家

｜教室人均面积、教室后排课桌与黑板距离、教室采光

－２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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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６批（次）、２个农产品快捡室３０７２批（次），检验 询活动。利用传统节日，组织执法人员开展食品安全
合格率９８．１？？？计完成监督抽样并送检食品药品及 专项检查及食品药品安全知识宜传活动；深人校园
医疗器械共８３０批（次），其中完成国家食品监督性抽 开展食品药品安全知识宣传培训活动５次，累计受训

样７５２批（次），合格率９２．５？？？成监督评价抽样药 师生１２万余人（次）；组织参与各类食品药品安全知

品及医疗器械７２批《次），检验合格率９８？？？成化
妆品监督性抽样６批（次），合格率８３．３３？？？报药
品不良反应监测报表１４７份、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
报表８３份；共立案查处食品药品违法违规案件９４件
（其中食品违法违规案件５０件，药品违法违规案件２７
件，医疗器械违法违规案件１７件），全部办结，罚没

识宣传次，累计出动人员９６人 （次）、展示展板５０余
块，发放各类宣传资料２０种、６万余份，宣传海报

７０００余份，＂１２３Ｉ＂宣传纸杯１１万个，现场接受消

费者咨询４８００余人（次）。收集整理各乡（镇）食药

款１７．６５万元。

｜所信息简报３２期，县食药局整理撰写信息简报２３期。

｜通过＂两微一端＂，开展食品药品安全宣传。微信公
｜众号、新浪微博公众号、新闻头条号发表刊发７６篇，

【放管服】坚持＂亲近企业、清廉服务＂的原 累计阅读２６万人（次）。举办各类培训班、约谈会

则，按照＂大调研、大走访、解难题、促发展、保安 ２２期，参加省、州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视频培训会、
全＂工作思路，推行＂一窗办、一网办、简化办、马 约谈会６期，参加省、州食药局组织的各类培训班１４
上办、上门办、现场办＂改革要求，组织全系统干部 ｜期，累计培训监管人员９３９人（次），全系统每人平均
职工开展大调研大走访活动，对全县１７５家食品生产 参加集体培训达８４学时。

批发企业、大中型商超、餐饮服务单位、药品流通和

｜部分医疗机构进行全面走访，听取服务对象和社会 ｜县食药局领导语子成员名录
｜各界的意见建议，重点查找行政效率不高等问题，针 局 长 马得全（回族）

对群众反映办证难、时间长的问题，研究决定对《食 副局长 张永清（东乡族）
品小经营登记证》下放到所一级审核发放，简化健康 ｜纪检员 马世德《回族）
证和《食品经营许可证》等行政许可事项办理流程， 食安办副主任 安有军
让服务在监管前面，现场能办的在现场办理，现场不
能办的监管人员帮助办理，实现＂最多跑一次＂要
求。全年，政务受理窗口共接待群众８０００余人（次），

受理并核发《食品经营许可证》２４份，核发《药品

（供稿：黄菊兰）

食品药品稽查

经营许可证》４份，《药品经营许可证》事项变更４
户，核发食品加工小作坊登记证８户，食品小经营店 ［棍构人员］县食品药品稽查局内设办公室、食
登记证４７０份、小餐饮登记证１０３份，办理《健康证 品稽查股、药品稽查股，有干部职工７人。

｜２７３１个。《健康证》办理由以前的５个工作日减少到 【食品药品稽素】受理群众投诉举报、做到接听
１个工作日，《食品经营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 电话耐心细致，记录举报认真详实，处理投诉快速准

证》办理由法定的２５个工作日，压缩到１５个工作日。 确，反馈群众及时到位。２０１８年，＂１２３３１＂投诉举

【宣传培训】利用＂３－１５消费者投诉举报日＂ 报电话受理食品药品投诉１２件（食品１１件，药品１
＂１２３１食品药品投局举报日＂食品安全宣传周＂ 件），全部处理完毕。查处＂三品一械＂生产经营违
＂科技宣传周＂主题宣传活动；联合县工商局、县食 法行为，做到受理举报快速、反馈及时，查办案件公

｜品药品稽查局、县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以及附城 平、公正；查办各类案件３件（食品２件，药品１件），
｜镇和康丰乡食药所在良恒广场门前及大什字集中开 案值４心元，罚没款２５２元。

展咨询宣传活动。全县１３个乡（镇）食药所在各自监

管区域，入群密集场所设立集中宣传点，开展宣传咨

－２７８－

参与县食药局组织的各类专项整治５次，出动执

卫生及计划生育｜｜

ｗｅｗｒＮａＢｏａｕｄＡ９相Ｉｓｃ

｜法人员４５人（次），发放《责令整改通知书》２０份，

（国家监督性抽样不合格５７批次，风险监测不合格５１

查获过期、＂五无＂、不合格食品１０个大类、３０个品

批次），合格率８８．９？？
药品检验】加强对城乡结合部的个体诊所、零

种，总价值达１３００多元。

【宣传教育】加大食品药品投诉举报宜传力度， 售药店、县级及以下医疗机构的监督捕检。强化药械
发放＂１２３３１＂宣传手提袋５０００个、宣传纸杯４万个， ｜ 监督抽验，减少药械不良事件的发生，提高药品抽验
宣传资料２０００份，受教育群众达１万多人（次）。
的针对性和覆盖面，提高药械抽验工作效能。完成药
品抽样７５批（次），其中中药材、中药饮片监督抽样
县食品药品稽查局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局 长 马志乾（回族）
制局长 张贵平拜维林（回族）
（供稿：马海吉）

３７批（次），高风险、非基本药物监督抽检８批

（次），流通环节基本药物抽样２４批（次），市（州）
｜监督抽样６批（次）。

食品药品检验检测
【机构人员】县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内设办公

室、药品检验室、食品检验室，有干部职工８人。
【食品检验】加强食品药品快速检测工作，对相

关产品进行初步筛查，将可疑产品进行抽样送检。加
｜强对食品生产企业、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超市、商

化妆晶检验】发挥监督抽检在发现化妆品安全

场、食品加工小作坊、餐厅、学校食堂等场所食品、 问题及风险中的作用，提高化妆品质量，保障公众健
餐饮器具中微生物、农药残留、亚硝酸盐、二氧化 康权益。完成化妆品抽样６批（次），其中国家化妆品
硫、添加剂的检测。重点对全县学校食堂及周边小食 监督抽检抽样５批（次）（面膜类产品１批次、防晒类
杂店使用经营的各类食品进行快速检测。２０１８年，完 产品１批次、染发类产品１批次、烫发脱毛类产品１批
次、祛斑／美白类产品１批次），省级化妆品监督抽检
成食品快检共１３０批（次）。
完成２０１８年国家食品监督抽检、加强风险监测抽 抽样１批（次）（护唇及唇部彩妆品１批次）。
样。制定《康乐县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２０１８年食品
安全监督抽检工作计划》。全年，抽检９７４批（次）， 县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其中食用农产品３６５批（次）、现制现售餐饮食品１９４ 主任汪海波
批（次）、餐饮器具８６批（次）、市（州）专项１０８批 制主任 陆进宇 马如芳（女，回族）
（供稿：田永福）
（次），风险监测２２１批（次）。不合格１０８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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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靴会民萄
８阳Ｉ国身；ＭＩ舒手ＮＧ４

社会 民生
｜民政

日起，利用３个月进行年检，全县注册登记的２１４家，
｜完成１９３家，参检率９０？？

【机构人员】县民政局内设办公室、低保股、双
拥优抚股、救灾股、五保股、信访股、社会事务股、
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指导中心，下设综合福利院、
｜救助管理站、婚姻登记管理中心，有干部职工５１人，

民政协理员８人。
【党 建】２０１８年，全县有各类社会组织２１４家

（（社团１７８个，其中产业互助社１４５个；民办非企业３６
户，其中民办幼儿园２３所，卫生室３所），补充完善
《社会组织统一信用代码管理系统》信息数据。完成
２０１７年度年检，为６８个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

省民政厅副厅长王建强深入附城轨划家庙材低保户军
中查希兜底保障政策落实情况

【最低生活保陶】１月１日起，全县城市低保人均

｜保障标准提高７．６完成提标任务，城市低保对象
｜选派党建指导员，社会组织党组织覆盖率７３？？３月１ 有２３４５户、４８７２人，月标准４９３元。全年，共发放保

桂会民生｜

障金３２７４．２万元。提高农村一、二类低保６．３年补

【慈善事业］９月２９日，筹备成立县慈善协会，
助标准由３５００元提至３７２０元，实现与扶贫脱贫线＂两 开展慈善救助活动２次，发放捐赠资金７６．万元。

线合一＂，全县农村低保对象有８６１０户、３３６３０人，一
类９８１人，月标淮３１０元；二类４６１７人，月标准２９０

｜ ［优抚双拥】 落实优抚安置政策，培训２０１７年秋

（冬）季退役士兵４４人，安置２０１７年转业士官４人。为

元；三类１５６８６人，月标准８４元；四类１２３４６人，月标 重点优抚对象和社救对象７６７人发放优待补助金３２０万
元。双拥创建工作连续七年被评为＂全省双拥模范
准５８元；发放保障金４１８３．１万元。

【农村特困供养］全县农村特困供养对象有１７７７ 县＂。
［婚姻登记］全年，共办理结婚登记３８２９对，离
人，农村特困供养省级补助标准提高７．６集中供
养９人，人均年供养６４３２元，分散供养１７６８人，人均 婚登记２１２对，补办因各种原因遗失结婚证书的夫妻

年供养５１７８元。４月完成提标任务，发放特困供养金 １６６对，在婚姻登记管理新系统中补录婚姻档案历史
数据８５９３条。
９２６．８万元。

【乞讨人员教助】抓实抓好流浪乞讨人员救助，
围，提高救助标准，保障重点救助对象，对建档立卡 定期排摸县内流浪乞讨人员，坚持２４小时值班、夜间
贫困户住院个人负担合规费用，年累计超过３０００元以 巡逻制度。加强县城周边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和遣送
｜【医疗救助】严格医疗救助条件，明确救助范

｜上部分，通过医疗救助兜底解决。全年，救助１４万人 力度，全年，救助流浪乞讨人员９８人（次），其中本

（次），发放医疗救助金１７２２．８２万元。加快推进＂一 地６６人（次），外地３２人（次），未成年２人（次），

站式＂即时结算服务，与州人民医院等９家医疗机构 发放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资金８．２万元。乡（镇）政府
签订《健康扶贫３０００元兜底保障协议》，在定点机构 与辖区行政村签订筑浪乞讨责任书：
｜设立＂——站式＂结算服务窗口，预拨＂一站式＂结算
【留守和困馈儿童关爱】开展农村留守儿童＂合
资金１０９．６９万元。向县人民医院和中医院窗口各派驻 力监护、相伴成长＂关爱保护专项行动，联合８个单
经办人员１人。
位落实乡村两级重点留守儿童摸底登记、落实各项
【临时教助和教灾教济】细化临时救助制度，明 监护责任，签订《倭委托监护责任书》，全县有农村留

确救助范围。全年，救助２０２６３户、８０９１２人（次）， 守儿童２８５人。将困境儿童４０９人，分别纳人不同救助
发放救助金６７８１．４万元。实行乡级临时救助备用金制 保障范围。
度，向１５个乡（镇）拨付临时救助资金（备用金）８０
【来信来访］对重点信访人，实行包案制度，化
｜万元。拨付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冬（春）救助金５３７万元， 解处理，接待群众来信来访１４９人（件），其中信访局
救助８５５４户、３４１３８人；拨付５０万元自然灾害救助资 转办９人《件），省州转办３２人（件），无越级上访和
｜金

进京上访事件。
【地名普查】地名普查形成词条２９４３条，完成经
｜ ［孤儿保障】落实孤儿保障政策，实现孤儿生活

费城乡统一标准，按月发放孤儿生活费，集中供养孤 纬度和多媒体信息采集、不规范地名标准化处理、

儿每月１０００元，散居城乡孤儿每月６４０元；１２月，有 工作图标注等，进行图载地名查漏补缺和历史地名
在册孤儿４００人。全年，发放孤儿基本生活费３４８．８万 资料修正。

［重点项目］县老年人养护服务中心位于附城镇
儿信息在全国孤儿电子信息管理档案录入。所有孤 ｜城东新区原孙家小学旧址），有床位１３２张，项目总
儿与监护人签订《孤儿监护协议》，完成孤儿四方联 ｜投资２３０３．３万元。完成县老年人养护服务中心运常招
标。采取＂公建民营和医养结合＂模式，委托康宁养
合监护协议签订。

｜元；将孤儿７６人纳入县综合福利院集中供养。完成孤

｜【残疾人两项补贴和教灾教济］扩大残疾人两项 ｜老服务公司运营服务。

｜补贴发放范围，为困难残疾人和重度残疾人５５１０人，
发放＂两项＂补贴４７１．７７万元。

县综合福利院位于县城东新区，总投资１２７０万
｜元，床位１０８张。２０１３年１０月运行，人住孤儿７１人。

－２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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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工作人员４人，工勤人员２０人，教师５人，医生４人。

社会福利

完成投资３１４万元的消防升级改造。

县儿童福利院项目位于县城新治街，占地４２００平
方米，总建筑面积２５３９平方米，设计床位８２张，项目
【概构人员］县综合福利院隶属民政局，有干部
投资８００万元。完成主体建设，通过验收，准备运行。 ｜职工３３人。
蓬麓镇中心敬老院属灾后重建项目位于足古川
【主要工作］２０１８年，有孤儿７８人，其中男４３
村，占地３５６７平方米，主体工程建筑总面积４５０平方

人，女３５人。对入住孤儿个人资料档案、学业档案和

米，床位１６张，项目投资１７２．３９万元。完成全部建 医疗档案等进行归类，使每位学生基本信息齐全规

设，符合供养机构相关标准，取得《消防审查合格 范；严格规范单位文书管理，各类文件资料档案均按

证》，聘用公益性岗位工作人员４人，与莲麓镇卫生院 类别及要求妥善保管。新入住孤儿９人，小学毕业７
｜签订医疗协议》、与食品药品监督所衔接监管手续。
｜人，在院孤儿７８人。毕业孤儿７人，其中继续接纳５
｜５月２３日运行，人住老人１０人。对原苏集敬老院供养

人，就读于城东康乐中学初中部，２人交由其监护人

老人进行体检。

县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救助站）项目位

抚养。在省级医院住院接受治疗的孤儿２人，县级医

院住院治疗孤儿３人，全部康复归院。升级改造室内

于县城东新区，占地５４０平方米，新建４１８平方米框架 消防设施，定期开展安全知识培训及应急事件演练，
结构房屋一栋，概算投资１８０万元，完成主体建设，
实施前期附属工程。
｜【城市低保精准认定］成立县城市低保精准认定

｜ 修建新学生活动场所，升级监控设备，安装红外报警

｜系统。值班医生全天候看管孩子。抓儿童日常生活各
｜项管理。在食品进货和加工方面，坚持食品管理制度
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制定 康乐县２０１８年城 ｜和卫生制度，保证儿童饮食卫生安全。加强物资管
市低保精准认定工作实施方案》。５月２４日，全县城市 ｜理，物资采购注重质量和按制度规定运作。保障水、
｜低保精准认定工作会议召开。采取电视台、广播、流

电、热水、暖气、洗涤、厨具等各类后勤服务设施维

动宣传车、张贴公告、发放宣传单的方式，累计张贴 ｜ 护和使用，生活及物资供应、设施运行良好。抓孩子

公告５００余张，发放宣传单６万余份。完成乡（镇）精 们学科教育、成长教育的同时，组织开展娱乐活动。
准认定，进行档案资料整理，全县有农村低保对象 与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康乐校区开展互动活动２
｜８１５６户、２９１４０人（原保障对象１６８７４户、５０２９４人，

清退率４２？其中一类４８７户、１２４７人（原有一类

２００８ 户、６４６６人），二类１３０１户、４４０５人（原二类

４１７２户、１２５１６人），三类３４０３户、１２５４５人（原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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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６０户、１５２３２人），四类２９３４户、１１０２７入（原四类
５９３４户、１６０８０人）。
鼻民敢局顿导班子成员名录
上会组织竞工委书记、局长 马锦霞（女，回族）
副局长
高仲泽梁学军
纪检员

张月兰（女，东乡族）

消防器材演练

（供稿：马丽娟） ｜县综合福利院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院 长 马晓鹏（回族）
（供稿：王钰宁）

－２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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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障】优先落实老年人医疗保险待遇，全

老龄工作

｜ 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老年人３２３６０人，报销９０２１

人的医疗费用３０１８．２万元，大病医疗救助７２人，救助
【机糊人员］县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隶属民政
动，有干部职工１２人。
［老年人状况］２０１８年，全县６０岁以上老龄人口
３６０２０人，占全县总人口的１３．１其中农村３２５１０

医疗费用６０．７８万元。重大节日期间走访慰问各类老
｜年人１７６人（次），发放慰问金１１０９万元。报销离休

干部１１人（次）医疗费１８８万元。开展各类慰老志愿
服务活动３次，受益老人１５２０人（次）。

老年人维权】宣传政策，保障老年人合法权

｜人，城镇３５１０人；６０￣６９岁１７６４４人；７０￣７９岁１３６４３

人；８０￣８９岁４３２７人；９０岁以上４０６人（百岁以上老 益，印发宜传资料２万余份，县乡法律援助机构为老
人１０人）。五保老人９８８人，空巢老人１９１０人，残疾 年人代写法律文书２２人（次），提供法律援助２１０人

老人７２８人，城镇＂三无＂老人７人，失能、半失能老 （次），处理涉老刑事案件２件、５人（次）。老龄办接
人４０４人。失独老人１９４人，特困老人７８２０人。全县 待来信来访老年人２７人（次）。
｜［老年协会建设】加快建设村级老年协会，选举
建成老年人养护中心］所，养老床位１７６张，农村敬老
｜产生由村＂两委＂兼任或由老年人担任会长的老年人

院２所，床位２３张，农村互助老人幸福院１２０所，有
床位１４００张。全县有床位１５９９张，每千名老人拥有床 协会，设立法制宣传、参政议事、民事调解、维权保
位４０张，建立农村老年协会１４７个，占行政村的 障、婚丧帮办、治安联防、村容整治等服务小组。有

老年协会１４７个，城镇老年活动室２个。健全村老年人
【老年人优待】全县享受老龄补贴的８０岁以上老 协会，规范章程，

９７？？

年人４７３３人，落实高龄老人的特殊生活补贴１６０万元，
为老年人９２人办理《老年优待证》，重阳节及＂两节＂

县老龄办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期间，走访慰问各类老年人９８人（次），发放慰问金 主 任包应套

９８００元。免除全县８５岁以上老年人１７１２人的合作医

副主任 马寿民（回族）
（供稿：郭宗普）

疗参合金２４．０６万元，全县６０岁以上老人不再承担社
会集资。
【社会保障及救助】政府不断加大财力投入，完

社会保险

善广覆盖、多层次的城乡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体系，
全县老年人社会保障率达１００？？社保部门为参保农
村老年人３２５１０人，发放社会养老金３５１１万元；为城
【机构人员】县社会保险中心内设办公室、基本
镇参保老年人１９３０人，发放养老金２０８４４万元。残联 养老保险股、失业保险股、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办公

为残疾老人７２８人，发放生活护理补贴５０万元；为重 ｜ 室、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股、社会保险稽核股，下

度残疾老人３９２人，发放生活补贴５１．１２万元。按照 设劳动保障事务所，有干部职工２３人，
＂应保尽保＂的原则，将城乡符合低保条件的老人全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２０１８年，全县参加城
部纳人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对城市＂三无＂和农村 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１５５６人，征缴１９８５万元，完成任
＂五保＂老人，提倡城市集中养老、农村分敢供养落 务的２２４？？？出１７３２万元，完成任务的９５其中
实保障金。全县纳人低保城镇老年人７５２人，落实保 为企业退休人员６８７人，发放退休养老金１６２万元，
障金３１８万元。农村６０９３人，落实保障金１０７４．１８万 取暖费８５万元；为死亡人员２３人，发放丧葬抚恤金２５
元。为企业退休人员发放养老金１２２８万元。临时救助 万元。上解州级养老保险基金１４９４万元。

特困老人８７０６人，代缴＂五保＂老人９８８人的参合
金。

失业保险］全年，参加失业保险１４４７人，失业

保险基金征缴６８万元，占全年征缴数的２０？？失业

￣２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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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险金支出２５．２万元，占任务的１０５？？？失业人员４ 险应参保１４９０人，已参保１４６７８５人，参保率

人，发放失业金３．４万元；为４户企业３９７人，发放稳 ９８．５１？？应续保１２６５３５人，已续保１２１３９９人，续保

岗补贴１０．６万元，补发２０１４年２户企业３５人稳岗补贴 率９５．９４？？个人缴纳养老金１８６６．５４万元，其中各乡
１．２万元；为符合条件的县供电公司职工５０人，发放 《镇）征收１６４６．２８万元，政府为符合条件的五类特殊

人群代缴５６９７９万元。各级财政补贴到位４４３９万元。

技能补贴１０万元。

追回１０５人重复领取养老金２５．７８万元。为符合条件人
员３２７８５人，发放养老金４３５．２８万元。（附表］
【村干部养老保险］全年，村干部参加养老保险
４３２人，征收养老金１２９６万元；为９５人发放退休金

１０．０５万元；为清退离职村干部７６人，发放２０１０—
２０１７年度养老金５３．５４万元

｜ 【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全年，被征地农民应参

｜ 保５６２２人，其中完全失地农民应参保１０７４人，实际

参保２７７人，参保率２５．７９？？全年，参保６２人，征缴

州人社局领导调研社保工作
！５３５５万元，其中县级财政补贴到位３２２６万元。为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符合待遇领取１９０人，发放养老金１８２万元，发放率
康乐具２０１８年度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金收缴情况统计表

单位：万元、人、％
｜名次
合计

乡（镇）名剩

实缴金额

续保率

代缴人数

６１０５２
９２

｜５６９７９

１２６５３５

１２１３９９

１６４９．２８

９５９４

八松乡

７３３６

７３３０

｜莲蛭镇

｜５９７１

５９００

１３２．７７
８４．９４
１０２７６

７５９

｜五户
景古镇
｜上湾乡

五

应续保人数 已续保人数

３８４

９１５

９８８１
９８２９

３４０６
４７６２
２４７３

｜１３０７

｜９８０３

｜３８６８

９４９９

｜１２４．０２

９６１９

８１５６

１１５４

９６１２

６５９６
２１

［１６９．０８

｜９８１

５７３４

｜草滩乡

９７万
５３８１

附坡镇

｜１７０

｜苏集镇
鸣鹿乡

１１２
６４９６

白王乡
八丹乡
虎关乡

６７７

｜６３９４
｜６４８

｜５９０

５６５６

１１２ａ０
１０５３９

流川乡

１１２４９
７９５７

康丰乡

８６０１

｜８１０６

朋脂镇

１２８１

１０６００

１０６６８

７５００

１４１．５７

９５７

３５５４
４３９

｜８２４６

９￣４９

６７．６５
６１．６８

９５１５
９５０６

４１７

１３３．１６
８２３８
９．１５
１２１．５

９４８４
９４２６

４５６５
４１４１

－２８４－

９４２４
９３．９６

３１７８

３６１

３０６
４５３Ｓ

｜代缴金额

２９５３

４５
２１．３４

３２３５
｜６３．７％

４０８３
３．７８
４．８
２９

４０．３６
３２４３

４１５６
３９．９５
３１．０３

４３．６４

社会 民生｜

１００？？

｜割主任蒋复忠 马玉皎（回族）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完成１７０个机关事业 ｜纪检员杨利灵

（供稿：敏杰）

单位在职职工７７００人２０１４年１０月一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养老保
险清算。征收地税局２０１８年度基本养老保险费及职业
年金１６万元，从１０月起、发放地税局６人养老金７．９万

医疗保险

元
【全民参保登记］全民参保登记率９５．７占目
标任务的１０７？？

［机构人员】县医保中心有干部职工２８人。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２０１８年，参加城镇职

【养老金调整政策及落实】连续１４年为企业退休

人员调整待遇，个人养老金从２００５年的５４７元增至 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险单位有１９２户（行政

２０１８年的２２８０元。连续３年为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

事业１７５户，企业１６户，关闭破产企业１户），参保

调整待遇，完成１２５个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调资的审 ９９８４人（在职８１９５人，退休１７８９人），参保率９９？？
核，月人均增长１８０多元。为全县城乡居民３２７８５人，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征缴３４８８万元（个人征缴１６１４万
每人每月提高中央财政基础养老金１８元。
元），占任务的１１０．３４？？？销住院费用３４３４人、
【社保扶贫］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扶贫，通过两次

２９８７８万元（划转个人账户１８０２万元）；征缴大病医

代缴，为所有特殊人群６１３１３人，代缴养老金５７２５７ ｜疗保险基金１４３万元，报销５４人、１０９万元；职工报销
万元，其中全额代缴５５１９人（精准扶贫未脱贫户 比例８０？？
１７２５８人，精准扶贫已脱贫户３３８５２人，一、二类低
保户１４７８人，特困户４８８人，重度残疾２４４３人），政府

为每年每人代缴１００元，计５５．１９万元；部分代缴
５７９４人（计生两证户），政府每年为每人代缴３０元，
计１７．３８万元。为建档立卡户等五类人群１３６０１人发放
养老金１３４６．５万元，发放率１００？？为五类人群所有
参保人员落实省级和县级缴费补贴２４５．２５万元。
失业保险扶贫，成立社会保险扩面工作联席会

议制度领导小组，制定《社会保险扩面工作联席会议
制度》，推进社会保险扩面。开展全县非公有制企业
省社保局医保处处长胡元伦检查先诊育后付费工作
调查摸底和政策宣传，为社会保险扩面做准备。全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全年，参加城乡居民
年，与启航劳务等企业达成协议，并办理失业保险参 医疗保险２４８３２８人，五保户、低保户、独生子女领证
保登记手续。督促１１户企业的６０４人（农民合同制工 ｜ 户、二女（稀三女）结扎户、残疾人、８５岁以上老人
人１０１ 人）成功参保并缴纳失业保险金。
６类特殊人群参保３０９９０人，参保率９８．１２？？建档立
健康扶贫，配合县卫计局落实在岗乡村医生养 卡贫困人口参保２００４７户、９０２５２人，参保率１００？？

老保险政策，对全县村医２１１人按年龄政策，分别按 为全县参保患者６４．１２万人（次），补偿医药费用
照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进行核算， ｜１６３１１．８７万元，其中补偿住院费用５．２６万人（次）、
其中１１４人按照企业职工参保，９７人按照城乡居民参 １４１８２．１７万元（省、州级医院直报病例数和资金），

保。２０１８年所需配套资金９２．６万元拨付到位。

补偿门诊费用５８８７万人（次）、２１２９７万元。
【工伤保险】全年，工伤保险实际参保４６９６人，

县社会保险中心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征缴基金７５．７万元，完成任务的１０５．１４？？报销４人、

主 任 冯海红（女，东乡族）

８．６万元。

－２８５－

康乐年鉴测 上泄氨

住院不收取押金政策，对精准扶贫人口（已脱贫人
７８７４人，参保率１００？？？缴生育保险基金１６７．６万 ｜口）和六类特殊人群患病住院时免收住院押金，病愈
元，完成任务的１０２８２？？？销住院费用３５９人、 出院时按照城乡居民医保补偿政策直接给予减免。
【生育保险】全年，生育保险实际参保１８４户

全县５家县级医院、１７家乡（镇）卫生院、１８２所村卫
生室＂金保网＂接通运行。

１５８．３万元。（附表）
康乐县２０１８年医疗保险收缴情况统计表

【两定机构管理｜对全县４家定点医疗机构、２８

单位：人、万元、％ 家定点药店进行常规监督检查和明察暗访，提升基

｜完成率 本医疗保险＂两定＂机构服务水平。联合县医疗和医
项目 ｜参保人数｜征缴基金｜任务数｜

保监管服务指导中心，完成全县４家二级定点医疗机
｜９９８４ ３４８８ ３１６１ １０３４
构和１６家乡（镇）卫生院督导检查，规范定点医疗机
疗保险和大病医｜｜
｜疗保眼
｜构的诊疗行为、确保医保基金安全规范运行。分管副
｜城乡居民
２４８３２８ ４０９３． ４０８８ １００．１２ 主任带队对全县２８家职工医保定点零售药店开展督
｜医疗保险
城镇职工．基本医

工伤保险

４６９６ ７５．７

导检查．根据州医保中心智能监管系统审核反馈，对
１０５．１４
７２
存在单次剧卡购药５００元以上的定西博远医药超市、

７８７４ ［６７．６ １６３ ｜１０２．２ 吴侠药店、惠仁堂药店负责人进行约谈，责令其限期
【健康扶贫】全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９０２５２人， ｜整改。
１４３人因死亡、婚嫁户口迁出、其余全部实现＂应保
尽保＂。根据全省医改工作精神，县内２２家县、乡医 县医保中心领导坍子成员名录
｜生育保险

｜疗机构和临夏州人民医院、州中医院全部实行城乡 主 任桑国林

居民医保住院和门诊费用总额预付工作。从６月１日 副主任 马建财（回族）胡维华（女）
起，２２家县乡两级医疗机构实行＂先诊疗、后付费＂

纪检员杨利灵

（供稿：晏福顺）

民族宗教

民族
宗段
ＭＩＮＺＥＵ２ＯＮＧＩＡ＠１

民族 宗教
同＂思想更加深人人心，提高群众知晓率和参与率。

民族事务
［机构人员】县民宗局内设人秘股、经济社会发

展股、宗教事务管理股、政策法规宣传教育股，下设
县清真食品监察大队，有干部职工１３人。

［主票工作］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５月
１９日，在县政府六楼会议室举行全县第１５个民族团
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各乡（镇）结合＂七
五＂普法、各宗教活动场所教职人员利用宗教集会，

加大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项目实施力度。２０１８年，
开展以＂民族团结进步＂为主题的宜讲活动２００多场 省州下达康乐县少数民族发展资金１５７１万元，由县上
（次）。利用康乐电视台和广播等新闻媒介，宣传民族 统筹整合使用，其中１５５１万元项目资金由县财政负责
团结进步内容和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先进事迹。通过 实施，用于１０个乡（镇）的１５５１户贫困户到户产业扶

形式多样的宜传教育，使＂三个离不开＂＂五个认 持项目，全部实施完成；２０万元项目资金由县民宗局
负责实施，用于鸣鹿乡郭家庄村、哈鹿村贫困户牛肉

｜－２８７－

康乐年鉴
责ｓ

拉面、麻鞋鞋面钩织等少数民族劳务技能培训。协调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伊斯
县财政局、人民银行康乐县支行，做好全县１户民族 兰教工作的实施意见》。培训会分两批召开，第一批
特需商品生产企业贷款贴息，加强财政贴息资金管 为全县伊斯兰教场所管委会主任，第二批为全县伊
理。
斯兰教场所教长、各乡（镇）乡（镇）长、宗教办主
｜通过举办全县民族政策暨清真食品管理工作培 任、县委统战部、县民宗局干部职工共００多人参加，
训会、发放宣传资料等，宣传《柑肃省清真食品管理 ｜培训做到伊斯兰教场所管委会主任和教职人员全覆

｜条例》《临夏回族自治州清真食品管理办法》。对全 盖。７月２４日，全县宗教界人士座谈会召开，县委常
县２５１户生产、加工、经营清真食品企业、个体工商 ｜委、统战部部长马荣，全县伊斯兰教部分重点宗教场
户及清真餐厅依法管理。协调工商、食药、市容等相 所管委会主任或教长３０多人参加。县民宗局负责人传
关部门，定期不定期对全县清真食品生产企业、清真 达《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餐馆、清真牛羊定点屠宰场、超市等开展专项整治，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伊斯兰教工作的实施意

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下架一些不合规定调味品， 见）的通知 文件精神。县委常委、统战部长马荣讲
共检查清真食品餐饮业２００多家。
话。８月４日，全县伊斯兰教工作专题会议召开，传

达中央和省州关于伊斯兰教当前重点工作相关文件

精神，部署全县伊斯兰教重点工作。８月４日，全县伊

宗教事务

斯兰教界人士专题会议召开，传达中央和省州关于
伊斯兰教重点工作相关文件精神，分析全县伊斯兰

【主要工作］３月６—８日，召开宗教工作＂三支
｜队伍＂和宗教界＂三学一做＂学习教育培训会，学习
全州宗教工作会议精棒和《州委州政府关于进一步
加强和改进全州宗教工作的实施意见》；邀请省宗教
局业务三处处长马玉海和州委党校潘进哲教授，分
别就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作
辅导培训。累计培训县级领导，县直各单位负责人，
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统战民族宗教工

教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部署全县伊斯兰教工作。８

｜月８日，康乐县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巡视组反馈意见
专题培训会召开。１０月１７日，全县宗教工作培训会议

召开，传达全州宗教领域问题整改工作推进会议精
｜神，并部署迎接中央督察组准备工作。１２月３－５日，
｜ 全县分两批组织召开宗教工作＂三支队伍＂观障培训

会，参会６００多人观摩县城开发建设和县城榻户区改
造工程、苏集镇塔关村粮改饲项目、附城镇刘家庙村
作办公室主任、宗教干事，宗教活动场所教职人员或 荣兴布鞋加工扶贫车间、同安区康乐县东西部协作
管委会主任１５００多人。５月２２日，全县民族宗教理论 ｜产业园等重点工作和重点项目。１２月１０—１１日，临夏

政策宣讲大会召开，各乡（镇）党委书记、统战民族 州宗教政策法规康乐县培训会召开，州委统战部、州
宗教工作办公室主任，清真寺教长或管委会主任，县 委政法委、公安局、宗教局、民委、网信办、土地
委统战部、县民宗局全体干部参加。州宗教局局长专 局、信访局、税务局等部门结合各自业务，开展法规

题解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 政策宣宜讲培训，共举办４期，１￣３期参会人员为全县
和改进新形势下伊斯兰教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从７ ｜所有宗教活动场所教职人员，第４期为全县党政领导
月２日起，集中利用１０天，由县委统战部和县民条局 干部，共培训１０００人（次）。
联合组成宜讲培训组，分别在１５个乡（镇）举办党的 【主题活动开展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制定（关

十九大暨民族宗教政策法律法规宣讲培训会，推进 于在全县宗教界开展＂三学一做＂＂学习教育的实施

宗教工作三支队伍＂七五＂普法工作，加强宗教事务｜方案》和《（关于在全县开展＂四进＂宗教活动场所的
依法规范管理。７月１１日，全县宗教工作＂三支队伍＂ 实施方案》，县乡召开动员会议，引导宗教界深人开
培训会召开，州委统战部副部长马忠英解读省委办 展＂三学一做＂（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中华文化、
学习法律法规、做合格教职人员）学习教育和＂四

－２８８－

民族宗教Ｉ

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进场所、宪法和法律法规
进场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场所、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进场所）宗教活动场所工作。利用宗教活动场所

管委会换届及佛道教传统大型庙会活动的机会，宜
传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
适应，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要求教职人员结合宗教
教义讲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族团结宗教和睦

和顺、尊师重教、脱贫攻坚等。全年，有计划、按步
骤稳步推进爱国主义教育国旗进宗教活动场所工作，
累计在４３处宗教活动场所建成国旗台，举行升国旗仪

县民宗局领导班子或员名录

式；为宗教活动场所发放《宗教事务条例》宣传材料 局 长 马孝德（东乡族）
｜４５０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挂图》３６０套、《民 制局长 马志英（回族）冯曾武
族宗教政策法规６０问》６００册，举办致策宣讲会８００多 纪检员 马寿海（回族）
场（次），累计受教育５万多人。

（供稿：冯曾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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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乡镇综歌
ＸＮＧＺＨ宝

｜乡镇综述
｜附城镇

｜制，采取对应措施整顿，帮助解决村级突出问题。加
｜强班子建设，调整中园村班子，选任９０后大学生为村

干部。建立村级后备干部库，从致富能人、大中专毕

【综 述】附城镇位于康乐县城郊，东临虎关 业生、优秀青年中每村确定后备干部４人，解决村

乡，南连上湾乡，西接苏集镇，北靠康丰乡，康 ＂两委＂班子后继乏人问题。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
（乐）蒿（支沟）公路、定（西）新 （城）公路贯穿， 对深度贫困村高林湾村进行整顿提升，新配备８０后年
是全县经济、文化中心。总面积４８平方公里，有耕地 ｜轻干部３人，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加强阵地建设，
１９６８５亩，人均耕地０９２亩。１０个行政村、１１４个村民 投资２４万元，重新选址改建新治街社区；投资５２万
小组、２个社区。有党支部１３个。有８４５户、３０２１８ 元，新建高丰村办公场所；投资９．１万元，维修改造
人，其中回族、东乡族等少数民族１６７０１人，占总人 城南村、新集村等办公场所。发展党员１４人（农民党
员９人），特别是在软弱涣散党组织高林湾村发展党
口的５５．３？？镇政府有干部职工１０６人
【 建】摸排出问题１８条，建立整改台账， 员３人，培养人党积极分子１８人（农民党员１５人）。

逐条销号解决。在１０个村建立＂一村一策＂整改台 【经济精标］２０１８年，全镇粮食总产量７１７５４
账，对村干部集中＂体检＂，对新任村干部实行联审 吨；大牲畜年末存栏４２９０头（匹），羊年末存栏８８７２

万只；通村道路硬化率１００通社道路硬化率９８％；

－２９０－

自来水人户率９６？？？农合参合率９９６？？上，新农 ｜２５０余人，摸排涉及的石王村、新集村小锅炉１３台，
保参保率７８．５３？？？民人均纯收入７２９４元。
火炉１７０９个，土炕１３７０个。拆除小锅炉１０台，火炉
［基础设施建设】全年，争取各类项目５２项，总 １０００多个，土炕１４５０个。

投资６７００多万元，其中东西协作帮扶资金８００多万元。

｜【安全生产】对白家友谊建材厂、杨家堡兴民砖

投资１８．６万元的高林湾村２７５米道路硬化、１座板涵和 ｜厂、刘家庙村夏家寨建材厂进行安全生产大检查；对
９０米护坡完工；投资３０万元的磨羌村农路拓宽项目辖区加油站进行安全检查，整改安全隐患；与３５家商
竣工，投资２０万元的２座便民桥建成，投资３７８万元 铺签订《禁止违法贩卖烟花爆竹承诺书》，监管烟花
的文化广场基本完工，投资１２．２万元的６１０米水渠完 ｜爆竹生产、经营、运输各个环节。打击＂三超一改＂、
工。投资９２万元，每户１万元的到户项目，参照到户 ｜擅自增建工房、非法生产经营等违法行为。开展道路

２３项清单，修建暖棚６２座、６２万元；农机具补贴３０ 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加强路面巡察执法，对农用运输
｜户、３０万元；投资东西协作第四批项目３７户、３０４万 车、手扶拖拉机及上路摩托车进行整治，查处超载、

｜元，建成５户，其他户在建。投资２２万元，实施刘家 超限、疲劳驾驶、酒后驾驶、无证驾驶、人货混装等
｜庙村到户产业增收工程完成报账。
交通违法违规行为。在１０个行政村危险路段增添警示
（严业培育】全年，发放基础母牛４７１头，基础标志１５个，与各村签订《目标责任书，与有摩托车

母羊６４２只；中药材种植补贴１３０．６４亩，玉米种植补
贴１２４６２．５３亩，双低油菜补贴１０４０．１５亩，蜜蜂养殖补
贴３５箱，脱毒马铃薯种植补贴６５．０２亩，外出务工交
通费补贴１５人（次）；劳务培训１１８人，其中建档立卡
１０９人。厦门市同安区东西劳务协作技能培训３６人，
劳务输转１１８人，创劳务收人６０．５３万元。向厦门市同
｜安区输转务工人员３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２人。

采西事协作反ｎ市同安么提项目

的农户签订《道路交通安全承诺书》，到村宣讲道路
安全知识５次。排查各类餐厅、宾馆、超市、商辅、

医院诊所，清理广告牌２３９块。征收土地 ３９８７亩，其
中石王村３２亩，城南村７．５亩，新集村５亩，中园村３
亩，高丰村３８０亩（二级路土地），服务县城建设；附

城初中片区完成拆迁５１户。剩余１３户按＂一户一策＂
要求推进。镇司法所接受社区矫正对象１９人。镇村两
级调委会成功调处各类矛盾纠纷１１３起。附城镇人民

｜调解委员被省司法厅授予＂全省人民调解工作先进集

意系县石主材布鞋加工扶领年间

体＂。通过张贴标语、以会代训、知情会、宣传扫黑
除恶政策，张贴标语２４条、海报２０张，集中宣传２次；

１０个村结合知情会召开扫黑除恶宣传会３０场（次），
参加群众２５００多人（次）。
｜【服贫攻坚】落实＂六个一批＂稳定脱贫工程，
采取给建档立卡户优先提供地膜、饲草玉米种子的
【环境卫生整治】组建镇环境办，每村实行村干 方式，在马家明村、刘家庙村、中园村、石王村等实
部分片、各社社长为环境卫生监督员的工作机制，监 施＂粮改饲＂订单饲料玉米种植３８９０亩。新建暖棚
管中科公司辖区内环境卫生。制定《附城镇环境卫生 １０７座，对原有畜牧产业再扶持、再壮大；为６５１户
｜综合整治暨全域旅游无垃圾创建示范镇工作方案》， 建档立卡户发放基础母牛４７头、母羊６４２只。利用辖

集中整治刘家庙村市场口乱搭乱建。开展美丽乡村 区内龙头企业多、带动力强的优势，动员贫困户（５６
｜建设，结合全县排危，拆除危房８２９户、１４０７间。按 人到兴康、康美等龙头企业务工。向同安区有组织的

照＂一拆四改＂拆旧建新要求，改造８９０户的大门、
围墙、杂物房，补助资金３７０多万元，其中建档立卡
户３６８户。组织镇村干部集中整治张寨、城南路口，
整治乱堆乱放１０２处。开展土坑、小煤炉整治。出动

｜输转劳动力１２６人。在建档立卡户中优先聘用护林员、

保洁员、公路养护员、中小学厨师、扶贫专岗等１４１
人。利用县城地域优势，辐射带动性强、门上能就
业，鼓励支持７８户贫困户开小餐馆、小摊点。全镇有

－２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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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８户、１０２人建档立卡人口实现家门口就业，分别在公里，东接附城镇、康丰乡，南连八丹乡、鸣鹿乡，
｜兴荣布鞋扶贫车间、新华牧业扶贫车间、石王村布

西邻人松乡，北靠白王乡，海拔２０８８￣２４１２米。年均

鞋扶贫车间、张寨福裕扶贫车间、胭脂梦扶贫车间稳 气温５．５℃，无霜期１１９天，平均降雨量６０３毫米。总
定就业。全镇贫困人口降至２３３户、９８５人，贫困发生 面积４１．１８平方公里，其中耕地、林地、牧草地占总

率降至４９３？？高丰村、磨羌村通过州级贫困村退出 面积的３７４？？１７．８９？？１３．１４人均耕地１．２亩。有
验收，刘家庙村代表全县非贫困村接受州级验收。
９个行政村，１５５个村民小组。有４９８Ｉ户、２２５６３人，

｜其中少数民族１４３１０人，占６３．４？？

巨验三管要的

［党 建】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
度化，落实＂三会一课＂制度，讲党课１２次，研讨交
流３次。党员人均记笔记３２次。征求意见建议１４条，
其中班子８条，班子成员２４条，其他党员２９条，全部
整改落实。培养人党积极分子１６人。组织农村党员通
过远程教育平台学习。举办农村党员培训班２期，培
训党员２８０多人，举办村党支部书记培训２期，发展党

ｇ以Ｓｅａｓ电

｜员１１人。开展党支部建设标准化工作，抓党风廉政
｜建设，促作风转变、提工作效能，

【经济指标】２０１８年，完成农业总产值Ｓ５６２万

附城镇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程守平
党委书记

｜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５０５１万元，畜牧业总产值

党委副书记、镇长

马维良（回族）

副镇长

马春芳（女，回族）

５０８５万元，适龄儿童人学率９９５人口自增率
８．７５？？内，农民人均纯收入５１７５元。
【产业培们】全年，举办农业实用技术培训班３

王春平（回族）苏福宁

｜期，培训３６０人（次）、推广双垄沟播玉米２．２５万多

纪委书记、监察室主任 苟３

亩，新发展百亩以上育苗户３户，新增育苗１（０多亩。

党建办主任
食药所所长

马 虹（女）

贾学强

种植中药材３０多亩，其中当归２２０多亩，柴胡１００多

｜武装部部长

亩。开展贫困户劳动力就业技能、创业、岗位技能、

综治办副主任

马有德（回族）
｜雍锦华

｜司法所所长

石桂兰（女）

食药所副所长
卫计办副主任
｜安监站站长

马有才（回族）
张春霞（女）
马志脏（东乡族）

３７６人，其中厦门同安区务工１７人；与建筑学院合
作，完成建档立卡贫困户劳动力技能培训３入；就业
扶贫专岗１９人；示范性（炒菜）培训２６０余人，实用

统战民宋办主任

｜马守祥（回族）

公路管理所副所长

劳务品牌等各类培训３４３人，组织输转贫困户劳动力

技术培训２０１人，劳务输转４４００人（次）：

马海荣（回族）

｜（供稿：马虹）

苏集镇

【民生改善】落实中央和省、州、县委、县政府
各项惠农惠民政策，审核评定农村低保户１０４户、
３８６６人，五保户１６９户、１７８人。全面推进水、电、
路等基础设施，通过争取项目支持、整合资金、以工
代服等方式，硬化村社道路３９公里，村砌果道４公里，
治理河堤４公里，修建便民桥２座，

【环境卫生整治］结合全县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整

【综 述】苏集镇位于康乐县西南部，距县城１３

治活动，清理村社道路及房前屋后、河道、公路及两

旁绿化带杂草，推进＂美丽乡镇＂建设。每逢集日，

－２９２．

乡镇综述 ｜

各类流动摊点在马路上随意摆摊设点、占道经营， ｜出动车辆８辆（次）、人员５２人（次），排查隐患４５处，
形成马路市场，摊点经营户和群众垃圾乱扔、乱放， ｜ 整改３２处，限期整改１０处。开展交通安全专项整治，
商铺对脏水乱泼乱倒，营运车辆乱停、乱放，过往车 排摸登记辖区内机动车，发放宣传资料４６００份。开展
辆随意停放，街道难以通行问题突出，特别是蔬菜、 ｜食品药品安全专项整治１５次，出动车辆２０辆（次）、
瓜果等随意摆摊设点、占道经营突出，车辆无法通 ｜人员４９人（次），检查场所３６处，覆盖率１００监管
行。镇党委班子研究分析、安排部署。清理丰台村、 对象３６家。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开展安全生产日大

半坡村段４．２公里康苏路，重新美化绿化带６２４０多平 督察，整顿违法销售汽油、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商店
方米，清运垃圾６０多立方米；康洁公司保洁员每天清 和学校等，与９个村、１４所学校、３户企业、３８处宗教
扫集镇，逢集日重点清扫，组织镇村干部、工商所、 场所和２所医院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对存在隐患
派出所集中整治二级路沿线和康苏路沿线、群众房 的６处场所下发 《整改意见书》。
【脱贫攻坚】与县直各项目部门协调，争取实施
前屋后乱堆、乱放。组织人员定时清运生产生活垃
圾，疏通排水管网及水蓖子，确保污水排放顺畅；集 ｜到村到户项目９个，累计投资１３８６．９４万元，其中投资

中拆除乱搭乱建，改善集镇环境面貌，整治超门店经 １９２．１５万元，硬化关扎村道路５４９公里；投资３５万元，
营２１５户，拆除乱搭乱建８２处，绿化树木及商铺门前 新建关扎村村委会；投资８３６．５万元，硬化周家沟村
绑钉挂２１０处，整治占道经营９８处，规范私屠滥宰３ 道路２３９公里；投资３７万元，新建周家沟村文化广
处，查处乱停乱放５８起。出动挖掘机４台（次），垃圾 场；投资５０万元，新建周家沟村便民桥２座、河道护
清运车６台（次），清运垃圾１５立方米，清理填埋高行 坡３５米；投资３４．３万元，硬化马寨村道路０９８公里；
道树树坑。成立集镇环境卫生综合整治领导小组， ｜ 投资３７万元，新建马寨村文化广场；投资１２２．５万元，
下设办公室，坚持每季度开展大型集中清理填埋整 硬化古洞沟村道路３．５公里；投资３７万元，新建古洞

治活动平时由村负责划分区域，确定专人清扫，专 沟村文化广场。以周家沟村、古洞沟村、马寨村和丰
台村为重点，深入村社农户，模清贫困村、贫困户基

人定期拉运。

本情况的基础上，确定预脱贫计划；坚持人大主席、

镇长包片巡回督察、包村组长定期自查制度，分层分
级抓落实。建档立卡数据比对，对已脱贫人口完成核
查４０５８人和未脱贫人口完成核查２６８３人，全部核查
信息完成修改。列入Ｃ级危房改造３２１户，其中精准
扶贫户９５户，完工１９０户。东西协作产业扶持资金１０２

：苏集镇道好发全传二金

万元，全部建成。基础设施建设资金５０万元，建设便
民桥２座，边沟４２０米，道路２００米，完成工程量９０？？

［社会事业全镇中学适龄少年入学率９８小 全镇到户产业扶持１６４户，发放扶持资金１２８８万元，
学适龄儿童入学率１００？？劝返失辍学学生９人，义务 其中引进能繁母牛８７９头、能繁母羊１９８０只。光伏扶
｜教育均衡发展和控辍保学工作通过省政府和教育部 贫人股３１６户、３５６万元。２０１７年数据信息核查核准，
评估验收；全镇出生２７７人，计划生育率９８．５？？上 完成错误信息修改２１０条；受益户录入４２３条；帮扶责

报少生快富３户。完成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１０６对，
筛查＂两癌＂农村妇女５５０人。新农合参合率９５％，
养老保险参保率６５？？排查调处矛盾纠纷４８起，调处
率１００？？应征人伍３人，组建３２人的应急分队和１５人

任人及结对帮扶信息修改１５０３条，数据修改反馈问题

全部完成。硬化庭院２１７户，运转１５０３户＂一户一策＂
帮扶计划及上墙表。贷款清收续贷，已清收３６户、
１８．９万元，签订续贷合同３５户、１２９．６万元。镇精准站

的应急连，参加县上民兵训练２次。
按照标准完成五类资料整理，９个村通过县指挥部审
［安全生产］全镇参与安全隐患排查１８人（次）， 核。有２３５户、１０３０人达到标准脱贫退出。新识别贫

－２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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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户３户、１０人，其中患大病户２户、７人，残疾人１ ｜卓尼县、渭源县、临洮县、康乐县交界地带。辖区有
户、３人。返贫回退Ｉ户、５人。自然增加５９８人，自 ｜ 甘肃省莲花山管理局、洮河林业局水运队、莲花山二
然减少１６６人。脱贫马寨村、丰台村和贫困人口２３５ 级水电站等单位。洮河、冶木河穿境而过。平均海拔
户、１０３０人
２１００米，年平均气温５℃，年均降雨量５００毫升，无
附亚／Ｉ业．３ｂ委

｜霜期１１５￣１３０天。总面积７４平方公里，有耕地１．０２万
｜亩，有效灌溉面积４９１３亩，人均耕地０．９７亩。有１２个
｜行政村、６７个社，有２２９０户、１０７９８人。镇政府有干

部职工５７人。
【党 建召开党委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２次，
督促１２个村党支部召开组织生活会，查找班子问题１８
条，领导干部问题１０８条，村党支部班子问题２５条。
执行＂三会一课＂等基本制度，党委中心组学习１８
次，集体学习３４次，开展主题党日活动１２次，讲党课

１６ 次。抓基层党建重点任务及机关规范化建设，制

粮改饲

苏集镇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党委书记

马世福（回族）

人大主房
党委副书记、镇长

段淑霞（女）

党委副书记
副镇长

田学勇（回族）

张华
杨兴伍（回族）
陈玉成

书记、监察室主任 马玉吉
党建办主任
｜武装部部长
｜食药所所长
司法所所长

马得虎（回族）

综治办副主任

马得祥（回族）

食药所副所长

张丽秀（女，回族）

安监站站长
统战民宗教办主任
公路管理所副所长

马占彪（回族）

靳效应

杨夫彪（东乡族）
｜马学伟〔回族）

李 植
田仲华（回族）
（供稿：马学成）

莲麓镇

做十九大宣传版面２６块，文化墙１５面，维修改造镇机
关和部分村办公场所大门和墙面，提升机关面貌。完
成村干部备案登记３６人、１２个村办公场所工作台账、

１３个党支部工作台账规范化建设。加强对村第一书

记和大学生村干部管理，推行镇干部驻村包社和村
民知情大会，召开村民知情大会６０场（次），两户见

面会２００多场（次）。整改完成州委组织部明察暗访反
馈问题２２条。州委第五巡察组反馈征求到的意见建议
４４条，其中已整改３５条，在改９条。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度
党员＂冬训＂培训党员４００多人（次），投入经费２万
元，开展政策宣讲２期、１２８人（次），召开组织生活

会、意见建议征求会和党员评议会各２场（次），慰
问农村困难党员和老党员１８人，发放慰问金９０００元，

｜慰问品１４份。落实村老骨干生活补助资金，为村老骨

干３６人落实生活补助金２５２万元。召开村党组织书记
抓党建述职评议，对１２个村党组织书记开展现场述职
评议。发展预备党员１５人，培养人党积极分子１３人，
培养村后备干部４８人。召开党风廉政建设专题研讨

会４次、集体廉政谈话会４次，共受理问题线索８件，
立案审查４件，信访了解２件、在受理２件，党纪处分４
人，批评教育１人，警示教育１人。办结网上信访平台
转办案件８件。从＂两代表一委员＂中聘任监督员６
｜人，征求１０个方面、１５条意见建议，逐一整改落实。

清理清查村干部４５人办理使用＂一折统＂情况。召开

【综 述］莲麓镇位于康乐县南部，居临潭县、 １２个村扶贫领域警示教育及扶贫资金评议会议，对

乡镇综述 ｜

违反作风的镇村干部４１人通报批评及约淡。
｜【经济指标｜２０１８年，旱作农业完成２０００亩，与

上年持平；牛存栏６１９头，比上年增长５．１羊存栏
１８４９只，比上年增长６？？？药材种植１８００亩，育苗
５００亩；劳务输转３９１２人，技能培训３４０人；新农保

【安全生产】召开安委会（扩大）会议４次，开
展道路交通、消防安全、校园安全、食品药品安全、
危险化学品、森林防火等方面的宜传和检查。组织
镇村干部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１６０多人（次）、排
查隐患１４处，整改１２处，上报２处；镇安监站联合莲
｜麓交警中队、莲麓派出所出动３００多人（次），查处违

参保率９５新农合参合率８９％：

［项目建设】投资５４００万元的莲花山旅游专道改 法驾驶、车辆超载、农用车载人等违法行为，劝导教
｜造项目完成路面铺油：投资２６００万元的莲麓污水处理 ｜育农用车、电动车违法载人１５０次。镇安监站执法８

厂完成厂区围墙修建；投资９９７万元莲麓镇街道改造 次，打击烟花爆竹的违法运输、经营和销售。与１２个
项目完成前期工程；完成蛇路村１０公里道路维修改 行政村签订《综治维稳禁毒工作责任书》，采用书写
｜造，硬化蛇路和下乍村３．１６公里、大山沟村１６．４４公 标语、宣传培训等形式，宣传《宪法》《婚姻法》

里、河口村１．３公里、枉子沟村２．５公里道路；完成投 《道路交通安全法》等，书写禁毒标语１４０多条，开展
资８６．３万元的扎那山村、线家湾村、大山沟村水毁道 法制宣传教育１６场（次）。排查矛盾纠纷６０起，成功
路维修；完成投资５０万元的河口村２个农家乐项目； 率１００？？
完成５２万元的莲花山村、线家湾村、河口村级办公场

所提升改造工程；完成１２５万元的大山沟村、枉子沟
｜ 村、扎那山村文化广场建设工程；完成１５万元的兰州

海关捐赠的４０盏路灯安装工程；完成斜角滩村７００亩
造林；完成线家湾村和扎那山村行道树２０００株栽植；
完成枉子沟村４公里村道树栽植和美化亮化工程；完
成大山沟、线家湾村、扎那山村３７０户、３０００多人的

自来水提升改造工程。
产业培育】推广双垄沟播技术２０００多亩；引导
群众种植当归、柴胡、羌活等中药材，种植面积１８００

｜督促拆除寺址和吉利彩砖厂

【脱贫攻坚】 完成全镇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未脱贫户
点贫困村发放地膜３０００公斤。开展河口村、斜角滩村 １１８９户、１５１４．３万元的到户项目落实。完成线家湾
村、扎那山村、莲花山村、枉子沟村和１５３户、６４６人
和线家湾村退耕还林补栽，
［社会事业全年，全镇医疗救助５１户、２３７６４ 脱贫人口退出州级验收及２０１８年１２个村农户调查。开
元；发放临时救助４６户、１６５人，４０．１万元；新纳入 展＂一户一策＂帮扶计划的制定和＂回头看＂，制定
农村低保８户、１６人；新纳入特困供养９户、１０人；城 ＂一户一策＂帮扶计划６９７户，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已脱贫户

多亩（柴胡１０００多亩）；为蛇路村、地寺坪村等７个重

镇低保精准认定２１户、２８人。全年，出生９８人，其中 巩固提升２９户，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精准脱贫４０４户。完成

计划内出生９３人，计划生育率９５免费孕前优生健 １２个驻村帮扶工作队办公场所规范化建设，调整充

康检查８４对，占任务的９３．３？？完成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社 实社脱贫攻坚帮扶小组长。开展贫困人口动态管理，

保票据核算和整理；完成社保卡信息人库４１０２人；完 全镇新识别３８户、９９人，返贫１户、５人。完成六大特
成２０１８年享受待遇人员的认证；完成全镇６０岁人员 色产业与＂一户一策＂对接和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５年已脱贫
的待遇发放，６０人的丧葬费发放，五类特殊人员资料 户到户项目需求摸底，共对接３４７户。在蛇路村、寺
整理，建档立卡贫因户政府代缴工作。收缴养老金８１ 址村、足古川村、莲花山村等举办电焊、装控机、烹
｜万元。收缴２０１９年合作医疗基金１７８１８万元，占任务 任等培训班４期、２６人。精准扶贫专项贷款清收续贷
３６７户、２８７３万元，完成续贷手续３４８户，续贷款
的８９？？

－２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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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７１．６万元，占总任务的９８４７？？＂一拆四改两化＂ 载体，坚持以学促做，分类指导，开展研讨交流１０

拆除破旧危房３６９间，大门９１个，围墙２８５Ｉ米，补助 次，撰写学习心得２次，集中学习４４次。在１０个村召

开由镇主要负责人参加的扶贫领域警示教育暨扶贫

资金８１．４３万元。

项目资金评议专题会议，规范扶贫资金公示制、评议
制。排查矛盾问题２０条，深人调查解决，建立整改台
账，逐条解决销号。为１０个村建立＂一村一策＂整改
台账，对村干部进行集中＂体检＂，逐村逐人分析研
判，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建立村级后备干部
库，从致富能人、大中专毕业生、优秀青年中每村确

连麓镇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党委书记
侯亚西
人大主席
｜常鸿发
党委副书记、镇长 高宥平
党委副书记
张利伟

副镇长

祁建军新升平

定后备干部４人，解决村＂两委＂班子后继乏人问题。

集中整领提升安龙村软弱涣散党组织，使抓党建促
脱贫能力得到提升。按照党支部建设标准化要求，布
置村党员活动室１０个、村务党务公开栏，维修改造八

纪委书记、监察室主任 线亚玲（女
王宏伟
党建办主任
张黄旭
｜武装部部长

字沟等村办公场所。２０１８年，新发展党员１１人（农民

｜食药所所长

包振国

司法所所长
｜统战民宗办主任
｜安监站站长

鲍永新

食药所副所长

石志国

公路管理所副所长

丁丽霞（女）

党员１０人），培养人党积极分子２５人。

常志英
赵海洋

ｉ ｒｕｕｗｒｚｃＥ丽ＳＷＨ
｜（供稿：王宏伟）

景古镇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１００万元，分别实施八字

【综 述］景古镇位于康乐县南部，距县城３０公 沟村侯家庄社使民桥及河堤治理项目和阳洼庄社便
里，定（西）新（城）公路贯穿。总面积７３．９平方公 民涵及道路防护工程；５个光伏村全部成立光伏合作
里，有耕地２．３４万亩，人均耕地１．６亩。有１０个行政

社，签订光伏协议和《电站土地流转协议》５３５户；

村、１４个社，党支部１１个。有３８５户、１６０５７人。 ｜硬化牟家沟村郑家山庄社，线家滩村拉麻林社、树路
镇政府有干部职工５８人。
｜社、叶山社，秦家河村大沟山、黑水河社、王家沟村

【经济指标］２０１８年，全镇农业增加值５９２３．８万 张家沟社等通社道路２２．２公里；完成Ｃ级危房改造８０
元，粮食总产量５８０８．３吨，农村居民可支配收人户，拆除危旧房８５间、破旧大门１７４个、破旧围墙

｜ ６２３０元；大牲畜年末存栏３７２４头（匹），能繁母猪年 ５４５１平方米，新建简易房１４０间、２５２０平方米。
末存栏４３２８口，羊年末存栏９０８８只，鸡年末存栏 【产业培育］按照＂支部＋合作社＋基地＋贫困
１２３８０只；通村道路硬化率１００通社道路硬化率 户＂模式，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开展贫困户能力
９０自来水入户率１００？？？农合参合率９６１２％，
新农保参保率９８．７？？

｜提升，成立光伏合作社５个，建成肉羊繁育、羊肚菌
｜种植基地、中药材市场各１处，建成精准扶贫车间５

【党 建］以党委中心组为抓手，落实＂三会一 家，举办掐丝珐琅、中式烹饪、中药材种植、牛羊养
课＂、党建专题民主生活会等党内政治生活制度；以 ｜殖技术等培训班４期，培训贫困户劳动力３０００人。实
＂主题党日＂、党员冬训、陇原先锋智慧云学习平台为 施母牛引进、中药材种植、危房改造等各类到户项

－２９６－

成退伍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信息采集录人。组织派

目７９６万元

出所民警和镇村干部深入林区和重点地段，开展禁
｜种铲毒行动２次。深人村社开展禁毒宣传、法制安全

教育活动６次。组建村级治安联防队，全天候、不间
断巡逻重点区域、要害部位、重点路段、公共场所，
｜加大村内重点人员和外来可疑人员监管，通过进村
人户走访，排查涉法涉诉、征地拆迁、社会保障、安

全生产、民间纠纷等方面矛盾纠纷３１起，全部成功调

处。

｜【服贫攻坚】按照＂一户一策＂要求制定精准脱
［环境卫生整治】多次召开镇村干部会议部署， 贫帮扶计划。全年，引进能繁母牛２９４头，能繁母羊

制定《景古镇环境卫生综合整治暨全域旅游无垃圾 ２８４只，完成验收和报账，拨付到户项目资金７９６万
创建示范镇工作方案》，按照美丽乡村标准，彻底清 元。利用东西协作项目，修建＂７－１８＂暴雨损毁的便

理街道、村社出入口、交通干道、河道、农贸市场等 民桥和河堤等基础设施。经县级验收，全镇脱贫１０５

重点区域垃圾，各村配置垃圾桶，固定垃圾投放点， 户、５２９人，剩余３１０户、１１６３人。召开精准扶贫专
每月组织镇村干部和群众开展环境卫生大整治。每 项贷款回收续贷工作会议，培训镇村干部、驻村工作
月考核评价中科康洁公司两次，完成非常规垃圾清 队队长；各村召开会议部署，并向贷款户下发 还款
理２批、６个点。累计组织７０００多人（次），动用大型 通知书》。涉及到期贷款５００户、２２１９万元，已收回贷

机械５台，农用三轮车１００多辆，清理垃圾点７０多处、 款２２０３．８万元，回收率９９３？？
垃圾２０吨，清除卫生死角１００多处，清运河道淤泥、
漂浮物及陈年垃圾６００多立方米，疏通河道１８公里。 最古镇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安全生产】调整镇安委会组成人员，排查安全 党奏书记
白仲明
｜隐患，整治农用车载客拉人、河道乱搭乱建、危险化 人大主席

学品、烟花爆竹等重点领域。全年，出动６０多人 党委副书记、镇长

（次），排查道路１３０多公里，学校１０所，加油站（点）

｜９处，烟花爆竹销售点３处，各类商店、超市１３０多

｜ 处，宗教场所４处；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６次，排查各

｜ 类安全隐患５１处，限期整改，复查情况，落实安全防

副镇长

全防范意识。
食药所所长
【社会事业】控辍保学抓劝返，劝返失辍学学生 ｜卫计办主任
７人，巩固＂两基＂成果。全镇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 司法所所长

１００三类残疾儿童人学率达１００初中辍学率 统战民宗办主任
参合率９６．１２？？？农保参保６４６９人，收缴参保金１２８

安监站站长
综治办副主任

｜万元，参保率９８．７？？加强地方病防治，发放碘盐１４ 食药所副所长
吨，受益农户３３６户、１５２６３人。加大寺庙、教堂和 卫计办副主任
宗教人员管理力度，对４处宗教场所人员登记造册， 财政所所长

对邪教情况模底排查。为国家输送优质兵源２人，完

吕强
常桂元 王惠霞（女）

郭志强
纪委书记、监察室主任蔡亚宏
｜党建办主任
张国福

范措施，增强各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意识和村安 武装部部长

０．７？？新农合参合１４７４０人，收缴参合金２６１．７９万元，

杜应力

公路管理所副所长

｜－２９７－

高小鸿
王丰
丁维宏

高少岳
杨建平

李宝义

余寿林
戒晓霞（女）
朱宁
田建军
戚建平

｜康乐年鉴。

（供稿：祁光宁））

［项目建设 全年，全镇完成和在建项目１９项，

胭脂镇

总投资８６７０．１万元，其中文教卫生方面５项，投资

１７３４万元；交通水利方面５项，投资３６４０．９万元；改

｜【综 述］胭脂镇位于康乐县西南部，距县城９ 善民生方面３项，投资１２６５．２万元；社会服务方面５

公里，平均海拔２２３０米，年平均气温５．６℃，无霜期 项，投资２４９万元；产业扶持方面１项，落实资金１７８１
万元。

１２７天，年平均降雨量６０２．８毫米。总面积５４．３平方公
里，有耕地２７９４６亩，人均耕地１．０４亩。有１１个行政
｜村、１５１个合作社。有５４３７户、２６８６９人，其中回族、
东乡族占总人口的７８．９？？有６年制小学１２所，教学
｜点２个，幼儿园１３所，寄宿制初级中学１所。有党支

部１２个。镇政府有干部职工８０人。

【党 建】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

度化，开展集中学习４７次，宣讲培训６次，上党课３４
次，网络培训３次，警示教育５次，专题研讨２次，撰
｜写心得体会３篇。通过＂三会一课＂＂陇原先锋＂党
｜员教育平台、微信群等方式学习，定期通报党员干部

晏家村办公场所

【产业培育】采取有组织输转和致富能人带动相

个人学习情况。按照标准化手册中７个方面、４２条， 结合的方式，输转劳务５７００人，举办电焊、牛肉拉
制定各党支部争创清单，每月运转一次，村支部书 面、装挖机等劳务培训班５期，培训技能型劳动力４２６
记每周汇报一次，党建工作每季度督察反馈一次。镇 人，其中建档立卡户２５８人。通过实施产业扶持项目，
村制做学习、宜传、公示等喷绘版面专栏５８个。对省 引进能繁母牛１０４２头，良种羊７６０只。种植以当归、
州县明察暗访党建工作反馈的问题研究部署，制定 黄芪、柴胡为主的中药材达５１００亩。培育云杉、油
整改措施，能及时整改的全部落实到位，短期不能整 松、樟子松、速生柳、新疆杨等苗木１６００多亩。推广

改的明确责任人和整改时限，限期整改。对１１个村 种植以双垄沟播玉米为主的旱作农曾９０００亩。
＂两委＂班子和村干部进行民主评议，对１１个村级党 【社会事业］开展控辍保学工作，完成义务教育
组织研究制定＂一村一策＂整顿提升工作台账，党员 阶段失辍学学生劝返。全县六年级毕业考试，胭脂学
｜干部兼任村级党建指导员１１人，镇干部兼任村党支部 区位列第二名，五所小学进入全县前十名，其中那那
书记２人，登记备案现任村干部４３人、村级后备干部 亥小学名列全县第一名。全镇出生人口３３８人，计划

４４人，对１１个村级场所建立台账。发展党员１４人。 生育率９７出生率１２７８人口自然增长率
所属党支部坚持党费每月足额收缴，规范建立台账。 ５．８６？？免费孕前健康检查２９４对，＂两癌＂筛查５５６

对违反值班纪律的干部１５人进行通报批评，对违反工 ｜例。为建档立卡户８２４４人，制定＂一人一策＂帮扶措
｜ 作纪律的镇干部５人进行告诫谈话，对违规违纪的村 ｜施，完成《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协议》、慢病管理３８６
干部２人给予诚勉谈话，对离任的违规违纪村干部２人 人、康复指导１５９人、健康咨询１０８人、健康教育１６５３

分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人（次）、政策宣讲２５７５人及送医上门２８０人（次）。
【经济指标］２０１８年，全镇农业增加值Ｓ３０２．２万 协调配合中科康洁环卫公司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实
元，比上年增长６１？？？食总产量８７４６．３吨，建成圈 现常态化。征兵报名１２人，参军２人。抓普法宣传、
舍７６万平方米，大牲畜年末存栏６３４１头（匹），羊年 矛盾纠纷调处、禁种铲毒、群防群治等，排查各类矛
｜末存栏１６９９只、猪年末存栏２９６８口，鸡年末存栏
｜２１６９３只；农民人均纯收入达６７１２元。

盾纠纷５６起，成功调处５４起，在调２起。加强刑释解
｜调人员和社区矫正对象帮教和管理，开展扫黑除恶

－２９８－

专项斗争，

８６８人达到脱贫标准。

【安全生产］开展道路交通、项目建设、食品药
｜品、生产生活等方面安全知识宣传，对重点领域、重

胭脂镇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田江（回族）
点部门突出日常监管和专项整治，常态化开展检查， 党委书记
５仲涛（回族）
排查消除安全隐患。制定应急预案，定期组织民兵应 人大主席
就委副书记、镇长 范
急分队进行演练和培训，做好防汛、防火、防震及抢
党委副书记
副镇长

马瑞华（回族）
马文成（回族）
马国海（回族） 陈小蝶（女）

｜党建办主任

曹海荣

卫计办主任

马永斌（回族）

食药所所长
司法所所长
｜武装部部长

缘明宏（回族）
马全海（回族）
马玉仁（回族）

统战民宗办主任

马仲平（回族）

［民生改善］开展＂大走访大调查＂活动，走访 食药所副所长
１１个村的４８３９户群众，填写调查表及民情连心卡 安监站站长

马彦虎（回族）

｜险救灾工作。
公２

ｂ心＊Ｎ客２／代公ｇ

马文斌（回族）
张永财（东乡族）
４８３９份，召开政策宣讲会１２场（次）。开展城乡低 财政所所长
长 马有明（回族）
马
保、特困供养对象核查清理、精准认定、动态管理。 公路管理所副所长
（供稿：马广清）
核销农村低保对象３３户、７１人，新增１４４户、５６７人，
核销特困供养６户、６人，新增７户、８人，核销孤儿２
户、３人，确保民生保障公平、公开、公正、透明。
康丰乡
完成Ｃ级危房改造１５８户，落实危房补助金２４９．５万元。
｜收缴２０１９年度参合金４８０万元，参保率９８？？上，收
｜缴养老金１７０万元。发放６０周岁以上养老金３９９．６万

［综 述】康丰乡位于康乐县西北部，平均海拔

｜元。发放低保、五保金２８９．８万元。发放地膜３６吨， １８００米，年平均气温５．４℃，无霜期１０８天，年平均降
｜碘盐２３吨。落实退耕、草原生态、农机购置等补贴 雨量６０２．８毫米。总面积３４５平方公里，有耕地１．７８万
１８２．５万元。大病医疗、临时生活、温暖过冬补助 亩，人均耕地１．１亩。有８个行政村、１０２个社，总人
２７４．１万元；孤儿、残疾人、计生户、优抚对象补助 口１７４０５人，其中回族、东乡族等占８４．６？？乡政府
金９５．４万元。
有干部职工９８人。
［脱贫攻坚］落实 《康乐县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脱贫攻
｜【党 】常态化、制度化推进＂两学一做＂学

坚实施方案》，围绕贫困村需求和脱贫目标，镇村分 习教育，制定集中学习计划，组织乡村干部集中学习
别制定《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脱贫攻坚实施方案》，补齐 ｜４６次，党委中心组学习１２次，上党课４次，开展主题
＂短板＂，围绕户级１１项脱贫指标，按照＂五个一＂ 党日活动１２次。利用微信群、陇原先锋党员教育智慧
｜＂一户一策＂要求，完成已脱贫户巩固提升计划１０１９ 云平等媒体，规定每月点播学习时长，督促党员自
户、未脱贫贫困户脱贫帮扶计划７０８户。镇村两级精 学。从高校毕业生、务工经商人员、致富能手中发展

准扶贫工作站（室）建档立卡户工作手册、各种软件 党员１０人，培养入党积极分子１３人。排查解决问题４
资料实现规范运转、动态管理。落实建档ｖ卡贫困户 条，实施村党组织优化提升，调整撇换村干部３人，
产业扶持资金１１６０户、１７８１万元。全年，有１７６户、 确定村干部后备人选３２人。逐村开展标准化建设争创

－２９９－

康乐年鉴加

指导。经县级验收，各村达标得分均在９６分以上，达 生２０２人，政策生育率９５？？？成免费孕前优生健康
标率１００？？
检查１７６对，占任务的８５４？？？缴参合金３１９６万元，
【经济指标】２０１８年，全乡农业增加值５８６１万 参合率９８？？？缴养老金１２８８２万元，参保率７５？？
元，比上年增长４６？？？食总产量８５３４吨，比上年 动员适龄妇女参加＂两癌＂筛查５５０人。春节期间，

增长７．１？？？年末存栏４４２６头，基本与上年持平。 ｜ 为全乡２４９７人发放救灾资金３８万元。排查调解成功各

羊年末存栏９６６４只，比上年增长２．６？？？苗５００亩， 类矛盾纠纷８６起。做好安置帮教和社区矫正，加强刑
比上年增长４６？？？训夯动力５０３（人）次，输转劳 释解教人员管控，对新接收刑释解教人员１６人和在册
务４３１０人（次），其中有组织输转２３０３人（次），创 矫正人员１３人进行有效监控和帮教
劳务收人５３１０万元。

【项目建设】硬化村社道路２７公里，完成田家沟

村、温家村异地扶贫搬迁５２户。做好到户项目和东西
扶贫协作项目验收报账，分１０批拨付资金９６１．６万元，
完成所有到户项目扶持资金拨付、验收、报账。抓东
西协作到户产业项目，落实暖棚修建、母牛引进等到
户项目５０户，补助资金５０万元；扶持建成扶贫车间１
｜处，发放扶持资金３０万元。

｜ 检查宗教场所

［原贫攻坚）全乡引进能繁母牛５８７头，能繁母

羊１３１９ 只；资金拨付到户９６１６万元，拨付率１００？？
有建档立卡户１１０６户，未脱贫户３４３户及巩固提升户
７６３户，全部进行修改完善。建成Ｃ级危房１１９户。拆
除危房５７５间，破旧大门６２个，破旧围墙４９６０平方米，

废弃圈棚２５个，柴草房３９间，残垣断壁３７０平方米。
一、二类低保户１１２户、３９６人，纳入建档立卡。硬化

领导检查

庭院５３户。按照贫困人口退出认定程序，严把验收认
实施倍增计划，调整种植业结构，种植全膜双龚沟 定关，经县级验收，脱贫１８８户、９６７人。清收扶贫贷
播玉米８０００亩。推进＂三变＂改革，与德隆养殖有限 款户１１户，收回３５．７万元；无续贷需求５户，还款１６
责任公司签订定单玉米农户２１６户、８４７亩。签订凤凰 万元；签订续贷合同４２１户、１３９０．２万元，占任务的
山《土地入股协议》５份，发放《康乐县＂三变＂改 ９．３９？？
｜产业培育］发展畜牧、育苗、劳务输出产业，

革股权证》５户，其中精准扶贫户发放４户。
【民生改善】落实各项惠农惠民政策，Ｃ级危房 康丰乡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党委书记
马明惠（回族）
｜１１９户。＂粮改饲＂玉米加工粉碎打包３７２０亩，占总

面积４７？？组织干部群众在辛雍家至头岔路段、田家 人大主席
｜ 沟村口到何家沟村等５个村栽植行道树１．０２万株，实
｜现通村主干道行道村全覆盖。

【社会事业］巩固提高＂两基＂成果，开展适龄

党委副书记、乡长
｜党委副书记

副乡长

儿童辍学劝返，劝返１０５人，其中精准扶贫户４３人，
劝返率９８．１３？？全乡出生人口２１５人，其中计划内出

－３００－

杜正虎

｜丁立荣

马宏才（回族）
马文义（回族）
马维杰（回族）
｜马小鹏（回族）

乡镇综述 ｜

话，对乡干部１人给予告诫谈话。
【经济指标】２０１８年，全乡农业总产值１０８８万

纪委书记、监察室主任 王 艳（女）
党建办主任
王玉峰
马明祥（回族）
｜卫计办主任

司法所所长

白承荣
马成良（回族）

元，比上年增长７．５？？？食总产量８８５４５吨，比上
年增长８．１？？？年末存栏３７９１头，比上年增长
８１．６？？？年末存栏１００３４只，比上年增长１６．１？？农
民人均纯收人６２８４元，比上年增长１０．２？？

统战民宗办主任

杨兴德（东乡族）

【项目建设］硬化乔家村、九子沟村、上寨村、

食药所副所长
安监站站长

罗文华（回族）
马伟海（回族）
马彦俊（回族）
（供稿：苏建兰）

武装部部长
｜食药所所长

公路管理所副所长

线荣国

加木沟村、下庄村、老庄村道路２６．９公路；投资修建
下庄村卫生室、幼儿园各１所，完成主体；修建１３０万
｜元的乔家村、东沟村办公场所和文化广场，其中村办

公场所主体完工；投资６０万元的老庄村办公场所在

建；加木沟村、九子沟村３５２户接通自来水；投资２０

｜万元的九子沟村２座板涵桥完工；投资１６万元，建成

上湾乡

自来水改造工程１处；投资５０万元，建成九子沟村大
庄至下泉河堤５００米；投资４５万元，建设九子沟村附

［综 述］上湾乡位于康乐县南部，距县城１２．６ 属幼儿园；投资１８．１万元，维修乡政府办公楼。
公里，平均海拔２２３２米，最高温度３１．１℃，最低气温
－１８℃，年降雨量６０６毫米，年蒸发量１２６７．１毫米，无
霜期１６１天，年日照２１６１４小时。总面积５６．７平方公

＿里Ｍ现上ｅ叭学复随闹意现成式 ｜

里，有耕地２．３９万亩，人均耕地１．０９亩。有１４个行政
｜村、１４８个社，有４７６７户、２００６人，其中回族、东
乡族占８８？？乡政府有干部职工８４人。

【党 建］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
度化，制定学习教育年度计划，每周一集中学习，组

Ｈ、阳限

ｔｓｃｈＲｕｅｂｃｅ公

廉×东西需春方量助方两地扶贫协作ｗｗ

织全体乡村干部集体学习４５次，党员干部撰写学习心
得２篇，党员领导干部讲党课３次，召开党建专题民

主生活会。制定年度党建工作计划和党员发展计划，

ｓ总ａ－ａ社ａ其ｎ长
厦门团市委为上湾乡兰家村小学捐资

【环境卫生整治】协调配合中科康洁环卫公司开

培养人党积极分子２８人，发展党员１６人。开展党支部 展环境整治，加大乡域环境卫生＂死角＂和不文明行
建设标准化工作，制定《党支部建设标准化工作推进 为监督曝光力度；配备垃圾车２辆，垃圾桶３２０个，管
计划》。对照党支部建设标准化工作争创清单，列出 星员３人，保洁员５７人。落实＂河长制＂，治理中砥河
｜存在的问题，明确整改措施、整改时限、责任领导和 上湾段等河道，改善＂脏、乱、差＂面貌。
【产业培育】种植中药材２２９３．７亩，双垄沟播玉
责任人，逐项抓好整改。各村结合＂五联＂活动，与
联系单位共抓共建，将每项标准规范任务落实到人， 米为主的旱作农业８００亩。大牲畜存栏３７９１头（匹），
形成齐抓共管格局。增强党员干部遵规守纪政治自 羊存栏１００３４只；育苗４３００亩；培训畜牧养殖、牛肉
觉和行动自觉。用正反两方面典型案例，教育广大党 拉面等方面的技能型人员２７５人，输转劳务５３５人
员干部＂常学党纪法规、常鸣反腐警钟、常思贪欲之 （（次），创收５３０万元。
｜【民生改善】全乡有五保对象１１８户、１４０人，孤
害、常怀感恩之心＂。加强干部职工经常性教育和管
理，对违规享受惠民政策的村干部３人，给予党内严 儿３９人；开展农村低保动态管理，核销农村低保中
重警告处分；对工作责任心不强的村干部６人诫勉谈死亡、婚迁、长期外出、情况好转２７３人，新纳人

－３０１－

康乐年鉴测９

出申请符合条件的６８户、１０３人进行人 纪委书记、监察室主
党建办主任
户核查，报县民政局。为困难群众发放临时救助、救
｜灾款７７６万元。为应享受抚恤、６０周岁以上补助的 武装部部长
退役兵４５人，按月发放补偿资金。完成退役人员８２人 司法所所长
信息采集，进行信息系统录入。收缴养老金１２０４２万 统战民宗办主任
元，参保率６１？？？缴参合金４０２．０３万元，参合率 卫计办副主任
８８．５？？孕前优生健康检查２７５对，完成率８８．４？？ 食药所副所长
＂两癌＂筛查６０８人，完成率１１２４？？对义务教育阶 安监站站长
段失辍学学生１４５人进行劝返，已劝返１４１人。全乡调 公路管理所副所长

马明虎（回族）

杜清龙
马维杰（回族）
马文仓（回族）

马国民（回族）
王成海（回族）
包世海（东乡族）
赵育鹏

（供稿：马广祥）

处各类矛盾纠纷６起，成功调处６５起。

八松乡
综 述］八松乡位干康乐县西南部，北靠广河
｜县庄禾集乡，西连和政县吊滩乡，南临太子山和鸣鹿

ｒ７下Ｍ

乡，东接苏集镇。平均海拔２２００米，年平均气温６℃，
｜无霜期１２８天，年日照时数２２５０小时，年降雨量５８０毫

｜米，属典型的高寒阴湿地区。总面积７４平方公里，耕
三条沟村光伏发电站
【脱贫攻坚】全乡有贫困村６个，深度贫困村３ 地２．３８万亩，人均耕地１９亩。有１０个行政村、９５个
个。全年，新识别２４户、９８人，返贫４户、２１人，脱 社。有２８２９户、１２８１５人，其中回族、东乡族等１２０

户、５４２人，占总人口的５．２？？
｜【党 建！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
划和上墙表，完成已脱贫户巩固提升计划１５５８户，未
脱贫户帮扶计划６７户。为１１４３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购 度化，领导班子集体学习３６次，乡村党员干部集中学
习４４次，组织观看警示教育片３次。召开领导班子专
｜买能繁母牛１７０３头，１０２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购买能繁

贫１４５户、７３３人。完善贫困户＂一户一策＂帮扶计

母羊１４３０只。全乡Ｃ级危房１７０户，列人２０１８年改造 题民主生活会，查找问题９条，整改上级反馈问题２０
完工１０７户。异地搬迁３８户，其中建档立卡户２９户， ｜条。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各支部开展＂主题党

全部开工，１０户人住。到期建档立卡贷款户１１２９户、 日＂活动６４场（次），领导干部带头到联系村围绕党
章党史讲党课１０场（次），１０个村委派科级领导干部

４５３８万元，已全额收款４５户、１８３万元，部分还款

１９１．６８万元，累计回收３７４．６８万元；续签续贷１０７２户、 担任党建指导员、包村党员干部担任党建联络员，６
４１２４．９２万元，续贷４４９９．６万元，完成率９９Ｉ５？？

上湾乡领导班于成员名录
党委书记
马永杰（回族）
｜党委副书记、乡长
田志清（回族）
马明吉（回族）
副乡长
马进忠（回族）
姬姬短（女）

个贫困村派驻村＂第一书记＂。召开党支部标准化建
设培训会议４次，建立《对标争创清单》，维修魏寨村
办公场所和岔路村、龚庄村、烈洼村、新庄村办公场

所大门，修建新庄村、龚庄村文化广场，各村支部党
建宣传版面、电子屏、视频终端设备全覆盖，标准化
达标率８０？？

【经济指标】２０１８年，全乡农业总产值５７０７万
｜元，比上年增长８．７？？？业增加值３８５万元，比上
年增长０．５？？？食总产量７９６９６吨；大牲畜年末存栏

－３０２．

资述 Ｉ

２２５３头（匹），比上年增长２３？？？龄儿童人学率 户。精准认定农村低保４６９户、１５８４人，农村特困供
１００？？？农合参合率９８．１新农保参保率１００％； 养１１６户、１２１人，落实临时救助资金２８７万元。为特
农民人均纯收人７５８９元，比上年增长１９３？？
｜困残疾人１５５人，发放补贴１．５５万元；为重度残疾人
［项目建设】投资１０００万元，实施魏寨村异地搬

１２４人，发放护理补贴１．２４万元。

迁５７户，修建牛羊养殖榻４０座，完成异地搬迁巷道硬
化、自来水入户和用电配备。投资３８０万元，在纳沟
｜村草长沟开展＂一拆四改两化＂工作，拆除破旧房屋

３５间、新建围墙２７８７米、改造厨房１２间、改造厕所２３
间、改造大门１３座、改造提升养殖圈舍３０间、风貌改
造４１８０平方米、硬化庭院２５４５平方米。落实＂一事一

议＂项目资金，完成塔庄通社道路硬化３７００平方米、
那尼头通社道路硬化９４５０平方米，岔路通社道路硬化
２３００平方米、龚庄通社道路硬化２９４０平方米。

【产业培育】培育劳务、育苗、牛羊养殖、药
材、旅游五大富民产业。新增育苗５００亩，留床面积

异地搬迁安置点

［坏境卫生整治】投资１００万元，实施魏寨村路、
｜电、水、房改造升级及文化广场建设。筹措项目资金

６５００亩；劳务输转３５００人，其中未脱贫户输转１１９
为塔庄村、南山村、魏泰村、龚庄村安装太阳能路灯
人，组织电焊培训４６人，陇原巧手培训１２０人，输转
｜ 去厦门劳务１２人，烹饪技能培训１９３人；种植当归、

｜８０盏。投资３８０万元，完成草长沟旅游小村示范点建

黄芪、柴胡等中药材４００亩；发展以舍饲圈养为主的 设。实施＂一拆四改两化＂工程，拆除危房２５８间、
破旧大门４２个、旧围墙５２２７平方米、废弃棚圈２０个、

牛羊养殖业，牛末存栏２５００头，羊年末存栏８００只，

发展千只土鸡养殖户３家；实施纳沟旅游村建设，新 柴草房５６间、残垣断壁１７０平方米。落实区域卫生责
｜ 任制和河长责任制，组织环境卫生考评５次，开展河
｜建＂农家乐＂６家，累计接待游客１０００人（次），创收
｜５０万元。

道卫生巡察１２次，完成粮改饲打包。
［社会事业］实施教育兴乡战略，上报＂雨露计
划＂４Ｉ人。协调县政协资助贫困家庭大学生２人。落
实保学责任，劝返辍学学生２６人。实施卫计服务工

程，完成家庭医生应签约４８９户，＂两癌＂筛查５５２
例。推进新型生育文化宣传，为９５对夫妇办理生育登
记手续，对１１０对新婚夫妇进行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
查。开展人口清理清查工作，上报漏统人口１５８人。

｜ 【安全生产】突出安全生产、道路交通、校园安

全等重点对象排查监管力度。集中调处各类纠纷３８

Ｘｘ—算到

起。制定安全生产应急预案和台账，整改安全隐患１７

草长沟＂农家乐＂

民生改善】完成Ｃ级危旧房改造７５Ｓ户，其中４

｜起。加强食品药品监管，查处违规经营个体户２家。

巩固提升＂无毒乡镇＂成果，开展禁种铲毒宣传和排

类重点户４２户（建档立卡户３４户），其他农户３３户。 查严打。发挥各村联防队员工作职责，集中联防联查
硬化庭院１４１户，实施异地搬迁５７户，其中２０１８年建 ８次。

档立卡１４户（贫困户１１户，一般户５户，集中安置１１
脱贫攻坚】精准落实＂一户一策＂计划，落实
户，分散安置５户），搬迁点道路硬化已完成，养殖小 ｜到村项目４个、投资５００万元，到户项自７４８户、投资
区全部建成，集中安置人住４６户，分散安置户入住５

－３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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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１万元，新识别纳入建档立卡户７户、２６人。投资幼儿园１０所。乡政府有干部职工６８人，
１７０万元，成立南山村土蜂养殖合作社、魏寨村村级
光伏合作社、塔庄村和龚庄村肉驴养殖产业合作社，
带动贫困户２００多户。落实产业扶持资金１０８１万元，

Ｉ党 建】乡党委中心组学习２４次，专题研究党
建工作１２次，部署督促＂三会一课＂制度及党支部标

准化建设。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引进能繁母牛８４０头，能繁母羊１５０只。为塔庄村、南 化，制定年度学习计划，集体学习５０次，研讨交流３

山村、魏寨村、龚庄村安装太阳能路灯８０盏。全年， ｜次。班子成员深人各村讲党课２７场（次），召开专题

共脱贫２５６户、１０３１人，贫困面降至４．７南山村、 民主生活会２次、组织生活会２次。查找党委班子问题
龚庄村、岔路村、纳沟村退出贫困村序列。
５条，班子成员１９条，其他党员１１条，全部整改落

实。年初，与９个村党支部分别签订《基层党建工作
目标责任书》，定期督促各村党支部机关规范化、党
支部建设标准化建设，打造拔字沟、鸣关、胡麻沟党
建示范点，其他６村加强规范化布置，建成东沟门村
文化广场，维修东沟门村办公场所，八才沟村办公场

八松乡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王永锋
党委书记
鲍峰渊
人大主席

党委副书记、乡长
党委副书记
副乡长

谢新玉（女）
白全福

所完成主体工程。对软弱涣散哈鹿村党支部整顿提

中旭飞张丽（女

升。培养人党积极分子１１人，发展为预备党员。
【经济指标】２０１８年，全乡农业增加值３５３０万

纪委书记、监察室主任
吴 英
任安平
党建办主任
式装部部长
高仲虎

｜元，较上年增长６．３农民人均纯收入７３６６元，较

上年增长１．４粮食总产量５８５吨，早作农业１．２万
亩，牛存栏４０８５头，羊存栏１６５０只，

｜卫计办主任

瓦海平

司法所所长

聂恪己

｜【项目建设】全年，完成Ｃ级危房改造１４５户，

安监站站长
｜统战民宗办主任

｜周略伟

｜异地搬迁３１户；拆除危房１１２０间，解决东沟门、大东
沟、郭家庄、洼滩群众吕来水人户和生活供水不稳定

食药所副所长

玉吉平
申林军

公路管理所副所长

温建诫

问题，硬化道路２０．４８公里，硬化通户道路２８万平方
｜米，修建便民桥２座，搭建简易便民桥２２处，治理河
（供稿：张志国） 堤３００米。引进能繁母牛６４４头、能繁母羊１４０只，落

实到户项目资金９５６万元；东西扶贫协作资金１７０万

元，全部拨付和报账。拔字沟村、鸣关村、胡麻沟

鸣鹿乡

村、东沟门村等贫困村成立光伏合作社，完成光伏
发电站征地４６．７亩，签订光伏协议３２７户。鸣鹿净水

综 述】鸣鹿乡地处康乐县西南部，距县城１９ 厂建成使用，鸣鹿水库在建，完成县城供水管网工
公里，与苏集镇、八丹乡、八松乡、太子山林区接

程鸣鹿段临时征地和埋设，鸣鹿派出所完成主体工

｜壤，丰直公路贯穿。平均海拔２０５２米，年平均气温 ｜程。

【［产业培育】全年，种植中药材１００多亩，其中
７℃，无霜期１３９天，年降雨量４００毫米，是典型的高
当归７００多亩，柴胡６００多亩，黄芪３００多亩；推广双
｜寒阴湿地区。总面积５６平方公里，耕地２１０９１亩，人
均耕地１．５亩。９个行政村、８１个社，有３０１５户、 垄沟簧玉米１万多亩；利用德系西门塔尔集约化繁育
１４３６２人，其中回族、东乡族等８７１５人，占总人口的 园区辐射带动作用，巩固扩大肉牛养殖场７个和良种
６１．１？？有基层党组织１１个，其中党支部１０个。有学 羊养殖场２个，新建林下土鸡养殖场２个；依托东湾林
校１０所，初级中学１所，完全小学９所、教学点２个， 场和哈鹿苗圃，做大做强育苗产业，新增育苗３００多

亩，出售各类苗木２０多万株，创收３００多万元；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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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技术培训４期、参加２６０人（次），组织输转劳务 次，参与群众１９０多人（次）。开展道路交通、消防、
３８００多人（次）；加强旅游宣传和基础设施建设，牡 校园、生产、食品药品等各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大检
丹谷、竹子沟、后墩湾接待游客１６０多万人（次），有 查和隐患排查治理行动，排查道路３８公里，学校１３
农家乐１５家。
所，烟花爆竹销售点１处，各类商店、超市９５家，宗
｜Ｉ民生改善｜坚持＂应保尽保、应退尽退＂原 教场所２８处。检查发现道路交通安全隐患６处，全部
则，按标准程序对农村低保实行动态管理，坚持公 ｜建立台账，限期整改。
［环境卫生整治】制定鹿乡全域旅游无垃圾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采取群众提名、民主评议、

＂三级＂公示、＂三榜定案＂方式，严格程序、阳光 ｜示范乡实施方案》，打造拔字沟村、鸣关村、胡麻沟
操作，按要求完成城市低保评议认定。评议认定城镇 ｜ 村为示范村。乡领导和包村干部随机督促中科康洁
｜低保２７户、３２人，动态调整后农村低保３８５户、１５２５ 公司整治环境卫生，每月抽查考核２个村，对存在的

｜人．占总人口的１０农村五保１３１户、１５５人。发放 问题限期整改。清理垃圾堆放点９处，清理边沟淤泥
碘盐２２吨，受益农户３０２１户、１４４２５人。上报＂少生 和垃圾、督促各店铺保持门前人行道和边沟环境卫
快富＂资金户１户，落实资金３０００元，奖励扶助６８户、 生。清理整治占道经营，街道乱堆乱放。拆除遮阳
９９人，落实资金９５万元，特别扶助４户、４人，落实 网、遮阳伞１５处，撤换破旧门头牌匾８块。制定《
资金Ｌ６８万元，计划生育报酬１７人，落实资金１０２万 ＂三级＂河长制工作名录》鸣鹿乡河长制工作实施
元，为独生子女户、二女结扎户减免＂两金＂１３．３２ 方案》，做到组织保障、责任明确。

【脱贫攻坚】全乡６个帮扶单位职工２３６人结对
【社会事业｜开展文明家庭、整洁家庭、敬老爱 帮扶未脱贫户，乡干部兜底帮扶已脱贫贫困户，做
亲模范、好婆婆、好儿媳等评选活动８场（次），评选 到帮扶干部全覆盖。以拔字沟村、鸣关村、东沟门村
出好公婆、好儿媳等３５１人；劝返辍学学生３５人，劝 为重点，实施到村、到户项目建设。全年，新识别精
返率９７２２？？？成鸣关小学、鸣关幼儿园、东沟门 准扶贫户５４户、２０９人，全部录人国扶办系统。完成
幼儿园。实施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全乡计划 ３０２１ 户农户摸底调查。拔字沟村、鸣关村通过州上
万元：

｜生育率９６自然增长率５．９？？？农合参合率９８％， 退出验收。脱贫２０７户、９５０人，未脱贫２５４户、１０５６
养老保险参保率９５？？？计排查调处各类矛盾纠纷３８ 人，贫困发生率降至７．９３？？回收贷款１１７户３２８万
｜起，调处成功率１００受理信访案件５件。开展禁毒 元，续签合同１１３户、４０２万元，完成续贷任务。

、

｜重点整治．实现毒品原植物辖区＂零种植

２

三·
县领导检查＂一户一笨＂送特

安全生产法规宣特

（安全生产］加强农用车非法载客拉人、河道乱 鸣鹿乡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搭乱建、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等重点领域整治，开 党委书记

展安全生产大型宣传活动３次。宣讲安全生产知识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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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福斌（回族）

康乐年鉴测据
人大主席

杜正辉

党委制书记、乡长
党委副书记

陈小虎
马进福（回族）

副乡长

马海军（回族）

程，解决哇下村、三十铺村、贾家沟村的４５２０人供水
不稳定和安全饮水问题。完成投资１９４９万元的二十
铺村杜家咀至温家山社上庄３８公里乡村硬化道路绿

化示范项目，关北村椿树至二十铺村０５公里道路硬

化，关丰村征地５９．１５亩，补偿５３０８万元。改造农村
｜Ｃ级危房１００户，实施上沟村异地扶贫搬迁２６户。引
进良种母牛１０１７头，良种母羊８９８只，落实产业奖补

｜杨灵君（女）
｜纪委书记、监察室主任 马福：
党建办主任

｜式装部部长
卫计办主任
｜食药所所长
司法所所长

｜ 马佩瑜（回族）

资金１４８２万元，全部拨付农户。从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中选聘农村保洁员９８人，生态护林员３４人，村级卫生

昊永安
马成才（回族）

专干１０人，就业扶贫专岗５人。

｜苏建平

【产业培育】实施＂种植、劳务、育苗、养殖、
药材＂五大富民产业，推广全膜双垄沟播玉米１．２万

马育才（回族）

安监站站长

马明良（回族）

统战民宗办主任

张立志（回族）

食药所副所长
公路管理所副所长

｜马晓斌（东乡族）
马有华（东乡族）

亩，为群众发放地膜２４０吨，发放玉米点播机１５台。
全乡建成畜禽养殖场（小区）１９个，牛饲养量６６３４

头、出栏２６００头，羊饲养量１４９４只、出栏６００只。
（供稿：马玉龙） 大牲畜年末存栏４０３头（匹），羊年末存栏８９１只。

先后组织１６２人参加牛肉拉面、种养殖技术、手工拖

鞋编制等就业技能培训，组织１２１人参加手工麻鞋、

虎关乡

蔬菜和种养殖技能培训，输转劳务６５００人，创收８００

万元，种植中药材４００多亩。签订《饲用玉米种植回
【综 述］虎关乡位于康乐县东北部，距县城 收合同》２２００多份，发放地膜２４０余吨，免费发放青

６．５公里，东接临洮县洮阳乡，南连临洮县西坪乡， 贮袋２５００条，完成二级路沿线＂粮改饲＂全部＂清
零＂
西与康乐县城毗邻，北与广河县水泉乡接壤，省道
３１７线穿境而过。耕地２１３００亩，人均耕地０．８２亩。１０
个行政村、１１５个社，有５２１１户、２５６９０人，其中回 量牛段窝防满结一

与同行苯保杰会

｜族、东乡族１７５８３人，占总人口的６８．４？？有学校２０

所，在校学生４７３３人。有党支部１１个。乡政府有干部
职工８０人。
【党 】推进机关规范化建设和党支部标准化
｜建设，党委会专题研究党建工作１１次，研究党建议题
１８项。组织全体乡村干部、驻村工作队长集体学习
３１次，乡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３２次。印发基层党建

｜甘肃建筑积业学院在负家沟村开展技能培训及学生资

工作相关文件２０件，开展专项督察４次。２０１８年，培 助活动
养入党积极分子２６人，发展预备党员２５人，转正９人。 ［社会事业】加大＂控辍保学＂力度，劝返失辍
慰问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５３人，发放慰问金、慰问 学生６０人。实施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宣传
品３．５８万元，交纳党费２１８０７．２７元，落实村社干部１４６ ＂先诊疗、后村费＂就医政策，让困难群众享受党的

人的报酬１０５．７６万元，培养村＂两委＂后备干部４０ 医疗特惠政策。全年，全乡新增农村低保８７户、４５２
人。

人，调整类别２８户、１２３人，核销２７户、４２人；发放

【项目建设］依托精准扶贫重点贫困村供水工 农村低保金、特困供养金、孤儿保障金、优抚金和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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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救助资金５０５．９６万元；为重度残疾人和贫困残疾人 主，召开分社＂两户＂见面会４５场，答复＂１２３１７＂
３１３人，落实＂两项补贴＂１３．２２万元。收缴城乡居民 信访件４件，办理扶贫领域信访案件８件。

养老保险金１３３．５万元，参保率５９？？？缴农村新型
虎芙乡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安全生产］ 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召开专题 党委书记
｜王继军

｜合作医疗保险金４３８．８万元，参合率９８？？

马国民（回族）

安全生产会议４次，与１０个村委会及辖区内相关企业 人大主席
签订责任书，将安全生产责任分解落实各单位，参与 党委副书记、乡长

马得川（回族）
王文明

｜检查、隐患排查３２次，排查隐患６５条。开展交通安全 党委副书记
任何平 谢菁（女
专项整治活动，劝导超速、超载等违法行为１２０次， 副乡长
马瑞生（回族）
｜查处、纠正各类违章２１０起，发放安全生产宣传资料
９０００份，摆放警示教育展板１０块。全年，受理各类 ｜纪委书记、监察室主任马仲礼（回族）

马金龙（曰族）

党建办主任

｜矛盾纠纷３５起，成功率达１００？？

［环境卫生整治】集中力量整治辖区内卫生死

马小东（回族）
马志杰《四族）
王 德（回族）

｜武装部部长

角，定期打扫、清运，解决垃圾乱堆乱放向题，美化 卫计办主任
辖区内街道、公路沿线、村道及群众房前屋后环境面 ｜食药所所长

马绍龙（回族）

貌。开展危旧房排危，新建围墙１２９０１．２平方米，新 ｜综治办副主任

建大门２６０户，改造危房户３７５间。清除河道生活建筑
垃圾

｜依关统关批社Ｈ民加大合

ＬＡＡ＿Ａｓ

马忠财（回族）

｜统战民宗办主任

赵峰

安监站站长
财政所所长
公路管理所副所长

马建邦（回族）
马春花（女，回族）
（供稿：马晓东）

流川乡
［综 述］流川乡地处康乐县北部，是全县最干
县委书记吴国峻在关北村主持召开村民知情大会 早北部乡（镇）之一，县道康广公路贯穿，平均海拔

［脱贫攻坚】紧盯＂两不愁、三保障＂目标，压 ２０５２米，年平均气温７℃，无霜期１３９天，年降雨量
紧压实责任，下足精细精确精微＂绣花＂功夫。全 ４９３毫米。总面积４１４平方公里，有耕地１．８９万亩，
年，预脱贫１７８户、８３７人。开展＂迎新春送温暖促脱 人均耕地１ＬＣＯ７亩。８个行政村，１０２个社，有８４９户、
｜贫＂活动，全覆盖、地毯式摸底核查农户５１５６户，召 ｜ １７８２５人，其中回族、东乡族等１５２９４人，占总人口
开政策宣讲会１０场（次）。开展基层党建工作１０次， ｜的８５８？？有卫生院１所，村卫生室８所，幼儿园５所，
摸清核准农村和扶贫方面基本情况。做实＂一户一 六年制小学７所，教学点１个，中学１所。乡政府有干
策＂精准脱贫计划，调整落实帮扶责任人２３３人，做 部职工７０人。

到贫困户、巩固提升户帮扶责任人全覆盖，完成全

［经济指标｜２０１８年，全乡粮食总产量９４１５吨，
乡未脱贫户５０户和巩固提升户９５０户帮扶计划上墙。 同比增长５？？？牲畜年末存栏６３４５头（匹），同比增

｜推行周一例会、工作汇报、纪律通报等制度，执行请 长２６？？？年末存栏１４６１０只，同比增长５？？？业总
｜销假制度。各驻村工作帮扶单位开展＂五联＂活动１０ 产值４６１０万元，同比增长１１？？？民人均纯收人６４５５
｜次，召开村民知情大会６０次。以聚居地和自然社为 ｜元，同比增长１２？？

－３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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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建］全年，召开党建专题会议９次，专项 ｜返、收戒、管控工作，为社区管控人员２１人落实＂五

督察党建工作８次，选派村级党建指导员８人，约谈后 位－－体＂帮教机制．
进支部负责人６人（次）。坚持每月党委理论中心组学
习，每周乡村干部例会学习。赴景古红色政权纪念馆
开展党性教育６０人（次），领导干部讲党课３６人
（次），写心得２４８篇，建立党员学习交流微信群９个、

ＱＱ群２个，党员＂就原先锋＂网络培训参与率９０？？
８个村党支部标准化建设达标率８５？？上，调整村

＂第一书记＂３人，村党支部书记３人，村主任１人，村
监委会主任１人。发展农民党员１０人，培养入党积被

分子９人，党员转正１３人。开除党籍２人，给予党内警

牛羊引］进

告处分１人。

［安全生产］组织乡安监站、食药所、工商所，
｜１座，完成团结村、古城村３个社饮水提升工程，清 深人商铺、砖厂、烟花爆竹销售点、加油点等生产经
水村、菜子沟村２５８户群众实现自来水入户。投资３２ 营单位排查安全隐患，集体排查４次，排查隐患点６３
万元，整修硬化乡政府院落；投资５１万元，建成清水 处，整改９处。组织派出所、安监站、交管站，严查
｜村、范家村、菜子沟村村级文化服务中心和古城村文 农用车载人、车辆超载现象，深人幼儿园、学校门

【项目建设】硬化村社道路２４公里，修建便民桥

｜化广场，实施二甲沟村幼儿园、甘沟村办公场所文化 ｜前，劝阻违章接送学生车辆，宣传安全知识。对全乡
食品药品销售环节和中小学生营养餐、农村集中聚
广场及幼儿园卫生室建设项目。
｜鞋会事业】落实健康扶贫政策，制定＂一人一 ｜餐安全监管，向群众宣传食品安全知识。

策＂７０５１份，开展优生优育、生殖健康等科普知识
宜传活动３场，发放宣传品２０００多份。流动人口生育
证发证率９５？？出生２６４人，开展免费孕前健康检查
１３２对。收缴合作医疗金３６２６３万元。全乡纳入农村
一、二类低保６９户２２１人，三、四类低保６４６户２８０６

人，农村特困供养人员８５户１０１人，孤儿２１人，实现
低保动态管理。发放各类临时救助１１２５户、２９２７万
元。完成社保卡数据比对２６３１人，发放社保卡８５７６
张，整理社保档案８５０份，收缴城乡居民６１８６人养老
保险金１２２４万元。排摸失辍学学生１９４人，劝返率
９５４？？发放３１项惠民资金３４９２．０２万元，８个产业发
展互助社正常运转，互助资金６１８万元。发放借款
２６９３户、２２６１８万元，收回借款２０２４户、１６４８．４万
元，其中逾期贷款３１户、２６６４万元。发放告知单３２

｜危旧房诉肉

｜脱贫攻坚］为全乡１４０３户建档立卡户，制定《
＂一户一策＂帮扶计划，实施户级产业发展扶持项目
１１４３户、１４９７万元；引进能繁母牛１３１５头、奖补
９２０５万元，其中羊７５０只。旱作农业种植补贴５２８
亩、２６４万元，中药材５５亩、５．５万元。落实务工奖补

份，整治店面６家，拆除牌驱３个，消除不当标识１５ ２５４．５万元，劳务技能培训２８６人（次），向厦门同安

个。排查各类矛盾纠纷１２１起，调解１１８起。宣传扫黑 区组织输转劳务３５人。从建档立卡人口中聘用生态护
除恶政策２１次，张贴通告２００张，发放宣传单３０００份， 林员２０人，公路养护员２３人，村级公益性岗位２２人。

设置＂投诉意见箱＂９个。设立禁毒教育基地１个，开 实施危房改造１５１户，异地搬迁３０户，拆除危房１０４

展大型宣传活动８次，常态化开展吸毒人员排摸、劝 间，长期无人居住闲置废弃危房３３间，公共建筑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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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总产值４７６６．８８万元，大牲畜年末存栏３７６４头（匹），
危房２０间，破旧大门２８个，破旧围墙１３１８平方米，废
总产值４７ｔ
弃棚圈１３个，柴草房２９间，残埋断壁２０８平方米，硬羊年末存栏９６５４只。适龄儿童人学率１００幼儿园
化庭院２３５户。收回精准扶贫专项贷款１９５户、６５．７万 人园率７４农民人均纯收人７５４６元。
［党 建】结合＂转变作风改善发展环境年＂活
元，签订续贷合同１８７户、６２９８万元，合同签订率
｜９５．９？？经州县两级验收，脱贫１７０户、８３０人，清水 动和党支部建设标准化要求，邀请县党校讲师辅导
讲座，乡党委书记深入各村讲党课，各驻村工作队长
村、苏家村实现整村脱贫。
宜讲十九大精神；投资９万多元，集中整治乡政府环

流川乡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马国华（回族）
党委书记
马海成（回族）
人大主席
党委副书记、乡长
王学＊
陶作兰（（女）
党委割书记
副乡长
马世林（回族）

｜境卫生。制定完善乡机关管理制度。全年，培养入党

积极分子２３人，发展预备党员９人，转正１８人。对排
查出党员１８人的档案，全部进行整改。对新吸收预备
党员９人的各类档案材料，按照＂一人一档＂要求归
档。结合＂机关规范化建设年＂活动，对１０个村办公

场所进行规范化建设，打造新庄村示范村。４月１２日，
在新庄村召开全县村级组织规范化建设现场观摩推
进会。维修苏丰村办公室，１０个村办公室院内栽植花

马仲财（回族）
纪委书记、监察室主任马明录

草，门前栽植松树４００多株。乡党建办每季度检查各

｜党建办主任
｜武装部部长

王进忠
陈占祺（东乡族

｜支部工作台账，对存在的问题要求整改。６月，乡纪

司法所所长
食药所所长

马志杰（回族）

苏建春（女）

委对违纪违规的乡村干部６人给予诫勉谈话；１１月，
｜对工作开展不力的山庄村、新庄村、孙家掌村村干部

统战民宗办主任

｜社发祥
田华明（回族）

村文书２人。在致富带头人、高中以上学历的优秀青

｜食药所副所长

｜马成华（回族）

卫计办副主任

易效成

｜财政所所长

马福洲（回族）
马鹏程（回族）

安监站站长

公路管理所副所长

和包村干部进行集体约谈。调整村党支部书记１人，
年中，培养村后备干部４０人，制做便民服务提示牌，
设立举报电话。

（供稿：马其得）

自王乡
综课］白王乡北靠广河县庄禾集乡，西连八
４月２１日，全县村级组织规范化建设现场观摩推进
松乡，南临苏集镇，东接流川乡。平均海拔２１００米，
会在白王乡新庄村召３
年平均气温７℃，年均降雨量４００毫米，无霜期１６８天，
［项目建设］ 全年，修建老树沟村、山庄村、熊
属高寒阴湿地区。总面积６５平方公里，有耕地２．３万
｜家系村文化广场。硬化村社道路１１．１公里，整修新庄
亩，人均耕地１．７亩。１０个行政村、９６个社，有３６０３
户、１５２０５人，其中回族、东乡族２７４户、１１７０７人。 ｜村、徐家沟村、苏丰村土地９００多亩，拓宽农路２５．７
公里。建成全乡＂三纵三横＂路网，硬化９０？？村社
乡政府有干部职工６０人。
【经济指标２０１８年，粮食总产量９９３３吨，农业 ｜道路，整修９０？？耕地。

【产业培育］主要产业以畜牧养殖、劳务、中药

－３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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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种植、早作农业为主。种植双垄沟播玉米２万亩；１纪委书记、监察室主任 杨有明（东乡族）
建成标准化养殖场１１个，其中羊场１０个、养羊小区２

党建办主任

马晓川（回族）

武装部部长
司法所所长
行啤特果育苗１０００亩；输转劳务２７６０人（次），有组 食药所所长

范广庆（回族）
｜杜义德

织输转１４２０人，创收２５００多万元。

妥金龙（东乡族）
杨度明
马晓林（回族）

个，家庭规模养羊户６４户；在孙家掌村、苏丰村等村
种植当归２６７０亩；在新庄村、山庄村、老树沟等村进

统战民宗办主任
安监站站长
｜财政所所长
食药所副所长
公路管理所副所长

马亚林（国四族）

郭英燕（女）
｜马海龙（回族）

（供稿：马孝锋）

草滩乡
规模养羊

【社会事业］开展大宣传、大走访、矛盾大化解
［综 述］草滩乡位于康乐县西南部，距县城２０
和民族团结创建活动，调处各类矛盾纠纷３２起，调处 公里，平均海拔２２３２米，年平均气温５４℃，无需期
率１００？？坚持经常性开展重点区域、重点时期内安 １０８天，年平均降雨量６０２８毫米。总面积５．６５平方

｜ 全隐患检查。开展社会服务管理，各项惠民政策、便

公里，有耕地２．５万亩，人均耕地１．４亩。有１３个行政

民服务落实到户。计划生育、健康扶贫、新型合作医 村、１３５个社。总人口１７８３人，其中回族、东乡族
疗、养老金收缴等常规工作，按要求完成任务。
等１３８１０人，占总人口的７８？？乡政府有干部职工６７
【脱贫攻坚］全年，精准扶贫考核从２０１７年的全 人。

县第１５名升至第８名。脱贫１７８户、８８人，＂两不愁、
［党 辈】召开乡党委班子会议，定期分析研讨
三保障＂兜底户３１户、１４２人，返贫２户、６人，新识 党建工作，谋划各村党支部标准化建设，把党建工作

别４户、１５人，剩余贫困人口４２７户、２０１８人，贫困 融入脱贫攻坚、社会和谐稳定和干部作风建设等方

面从２０．０４？？至１３．２６完成老树沟村和孙家掌村 面，实行驻村工作队与村党支部共抓党建格局，实现
整村退出工作，通过州上验收。全乡到期贷款５５３户、 １３个村支都标准化建设全覆盖。推进＂两学一做＂
２２８３万元，回收续贷２０１万元，回收率９９１？？落实 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突出问题导向，抓农村党
财政扶贫、产业扶持项目、异地搬迁、生态护林员报支部标准化建设。开展软弱涣散基层党支部整顿提
酬、Ｃ级危房改造等到户资金累计达１５００多万元，其 升，完成喇嘛山村和达注河村党支部软弱涣散整顿

中异地搬迁１００户，Ｃ级房改造２２１户，生态护林员１３ 提升。做好村级带头人和村＂两委＂班子建设，村党
人，草原管理员１０人，产业扶持奖补９５５户。
｜支部书记和＂两委＂班子结构优化，综合能力提升。
发展党员１５入。新建维修巨那村、喇嘛山村、普巴村
自王乡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马青（回族）
党委书记
人大主席

党委副书记、乡长
副乡长

马文学（回族）
石文育
范锦春（回族）
｜马得良（回族）

办公场所，达洼河村办公场所于１０月动工建设。
［经济指标】２０１８年，全乡农业总产值６１２０．３万

｜元，比上年增长９４？？？业增加值５０１５．８万元，比上

年增长９？？？食总产量９３６９吨；大牲畜年末存栏
｜６７６８头（匹），比上年增长１０？？？年末存栏９２３０只，
｜ 比上年增长１０？？？龄儿童人学率１００？？？农合参
｜－３１０－

乡铺练述

【社会事业】按照相关程序，落实各项惠民政
合率９９？？新农保参保率９５？？？民人均纯收入６８００
元，比上年增长１１？？
策，排摸改造Ｃ级危房１９５Ｓ户。安全生产以村为单位，

不定期排摸各领域隐患，发挥乡安检站和村劝导站
作用，劝诚教育违规载人三轮车、电动车车主。派出
所加大上路查处力度，防范农用车载人隐患。乡安监
｜站每月督察各生产企业。加强教育卫生监管。每月不

定期由乡食药所、安监站工作人员集中检查１４所中小
学营养餐及周边小卖部食品安全，销毁各类不合格食
品６１３袋。开展＂两金＂收缴，人户宣传动员，提高

群众对新农合、新农保政策的认知度和参与度。开展

｜计生健康服务，宜传实施分级诊疗，合理利用医疗资
州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贺生，县政协主席石恒平走

源，持续抓好孕前优生服务检查、提高人口素质。全

年，完成孕前优生检查１５０对，发放药具２９７人（次），
【项目建设］ 全年，累计完成项目投资６８００多万 动员适龄妇女参加＂两癌＂筛查５０人。全乡新出生

访草难乡车场沟村贫困户

元，其中草滩段旅游扶贫大通道投资３００多万元；为 人口２１６人（男１１０人、女１０６人），死亡９５人。依法管
｜ 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户落实产业扶持奖补１５２４万元； ｜理民族宗教事务，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渠道，执
投人资金２２０．５万元，实施危旧房改造１４４户；投入资 行所有惠农政策评议制，对邻里及家庭矛盾，实施矛
金１４００万元，完成新集街道改造；投入资金６５０万 盾纠纷＂四级＂调处机制，使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
｜元，硬化道路１３公里；投入资金３５．２万元，完成异地 全年，调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９２起，调解率１００％，
搬迁２户；车场沟村东西扶贫协作项目到村到户资金 同比下降１６？？

５０万元；庭院硬化、排危及＂一拆两化四改＂均按
排摸底数完成实施。

［贫攻】强化脱贫帮扶措施，推进股贫攻坚

提质增效。开展冬（春）季脱贫攻坚＂百日行动＂，

【产业培育以精准扶贫专项贷款助推畜牧养 集中组织乡村两级干部、驻村工作队及帮扶责任人
殖、中药材种植、劳务输出三大产业，逐步形成具 ｜２８０余人，走访３３９８户、１６５４３人。为全乡１３６户、
有区域特色的贫困村支柱产业。全年，引进能繁基 １５８人五保分散供养对象，发放慰同金３．１６万元。化
础母牛１０９２头、母羊５０只、母猪１５口。指导种植业结 解矛盾纠纷３起，摸排问题１１条。完善＂一户一策＂
构调整，鼓励扩大中药材及其他经济作物种植面积。 ｜精准脱贫帮扶计划，组织驻村帮扶力量，与农户协
椎广双垄沟播玉米３０００亩，发放地膜１２吨。完成＂粮 商，完成建档立卡户帮扶计划填写、上墙表上墙和审
改饲＂任务。动员农户发展畜牧养殖，通过劳务技能 核及导人省大数据平台。完善１３个村脱贫攻坚基本情
培训，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赴东南沿海重点城市等 况挂图。编制《草滩乡脱贫攻坚实施方案（２０１８—

地务工增收。掐丝珐琅技能培训２０人（次），实现劳 ２０２０年）》。制定《草滩乡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脱贫攻坚规

划》《草滩乡２０１８年脱贫攻坚实施方案》。按照＂五
［环垣卫生攀治ｌ社会各界参与乡村环境面貌 配＂＂六有＂和＂四统一＂标准，为１３个驻村帮扶工
｜整治，集中力量整治新集街道和普巴街道重点区域 作队办公场所配齐办公设施。召开村民知情大会和
及公路沿线广告牌，探索长效机制、形成由政府监 ＂两户＂见面会，乡负责人分片具体负责督导１３个村、
管、中科康洁公司具体负责管理机制。加强各村环 １３６个社村民知情大会和＂两户＂见面会召开。对贫
境面貌管护宣传，发动群众投身环境面貌管护，形 困人口进行动态管理，新识别贫困户２１户、６８人，建
｜档立卡人口自然增减８７０人（增加６０２人、减少２６８
｜动力培训全覆盖。

成政府、企业、群众多方共同参与的日常管护局面。

人）。９月１６日，召开精准脱贫验收认定培训会。从９

－３１ｌ－

｜康乐年鉴二产

月２１日起，开展乡村初验，确定拟退出贫困人口２７７
户、１３２０人；拟退出贫困村那那沟村，上报县脱贫

五户乡

攻坚领导小组。实际脱贫退出１３１户、６１２人。召开精

准扶贫贷款回收续贷专题会议，督促涉及清收续贷
任务村，完成１６户贷款收缴和苏河村１０７户到期货款
续贷。１２月１０日前，完成清收续贷。

［综 述］五户乡位于康乐县南部，是典型的高
寒阴湿山区农业乡。总面积４５８平方公里，有耕地

２２５２３亩，人均耕地２．］亩。１０个村、６７个社，有２５０５
户、１０９３３人。乡政府有干部职工５０人。

经济指标］２０１８年，农业增加值４１５万元，增
长６６？？？食总产量５６８５吨；牛年末存栏３１７头，
｜ 增长６２？？羊年末存栏１．５Ｓ万只、增长９．３？？？务输
｜ 转３００人，其中有组织输转１８００人，技能培调３００

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６８３４元，，增长９４％；
｜农民人均纯收人５４７６元，增长８．２？？

【党 建］乡党委与各党支部签订《党建工作责

｜县政协主席石恒平查看贫图户＂一户一策＂上墙表

任书》《发展党员责任书》。调整优化４个村包村队

员，为１０个村配备科级干部党建指导员和党建信息

草避乡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马建斌（回族）
｜ 党委书记
赵树军
人大主席
马维忠（回族）
党委副书记、乡长
石亚斌
党委副书记
祁建峰
副乡长
马彦丽（女，回族

员。建立健全月统计、季评比和年表彰制度。制定
《基层党建重点工作任务》等实施方案。完成朱家村、
｜察家村和元树村办公场所、文化广场及附属设施建

设，投资３５万元的五户村办公场所，完成主体工程。

发展党员１６人，培养入党积极分子２）人，足额收缴党
费２４万元。完成党员７０人的档案整理。规范新发展
党员１６人的人党材料。落实＂三会一课＂制度，组织
各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４次、支部委员会１２次、党小
组会１２次、党委书记讲党课２次，副书记讲党课１次，
支部书记讲党课３次。完善党支部＂三会一课＂制度
等。慰问老弱病残党员１０人，为在外党员７４人发送学
习短信９００多条，建立党支部微信群１０个。召开专题
研究党风廉政建设会议３次，组织学习６次，开展监督

马彦才（回族）

纪委书记、监察室主任 马仲民（回动
党建办主任

杨琳敏

卫计办主任

段维虎

食药所所长
司法所所长
武装部部长

马俊林（回族）
｜马玉川（回族）

｜安监站站长

韩 华（回族）
马青海（回族）

统战民宗办主任

白书海（回族）

卫计办副主任

食药所副所长
公路管理所副所长

检查３次，建立责任追究制度１２项，督办重要信访件４
件。党委约谈３０人（次），纪委约谈２０人（次），对６
人进行提醒约谈，整改督促问题１５件，提出追责建议

马有林回族）
马全华（回族）

４条，报履责报告３份。对重大事项公开２次。实施问

｜马会星（回族）

１９５人，督促村＂两委＂进行调整。追缴违规发放资

责５起、１５人。对清查出不符合享受条件的３８户、

（供稿：马彦丽）

金３４２６元，通报批评打门村、蔡家村村干部。开展

＂三纠三促＂专项行动，督促整改４条。对州委巡察组

反馈的六大纪律方面存在的２０项、５３条具体问题，抓
｜－３１２－

乡镇综述 ｜

｜ 整改落实。通过州督察验收，整改落实率和满意度均

１００？？
［项目建设］完成投资１０６４万元的集镇改造项

目。硬化道路４．２公里。实施朱家幼儿园、蔡家小学、
五户村委会及村卫生室、派出所建设项目。朱家光
伏电站建设项目基本完成。实施美丽乡村建设工程，
完成下窑村美丽乡村建设

【产业培育］引进能繁母牛１７９头、能繁母羊１３０
只，分别占任务的１４４？１２７？？探索＂公司＋基地＋

合作社＋精准扶贫户＂的产业模式，与开展东西扶贫

协作的厦门同安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建立优
质马铃薯紧育基地，动员２个村的９０户建档立卡户流转
｜ 土地２３０亩，公司支付农户土地流转金及青苗补偿金

３８５方元。回收３８户贫困户马铃薯，支付资金５２万元。
马铃薯产业带动１０６户建档立卡户实现稳定脱贫。组织
建档立卡户５０多人长期在基地务工，收人４６５万元。种
植中药材５６０亩；培育光伏产业，在５个村建立合作社，
入股集体经济２５０万元。光伏产业带动３７５户建档立卡户
加人，拨付３８３万元。

［安全生产】班子成员对校车、食品、生产安

全，实行联系包保制度，排查４次，发现安全隐患１００

国务院教育餐导委员会县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

古组评传验收五户初中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
【脱贫攻坚】全乡有精准扶贫建档立卡６７７户、

２７８１人，占总户数的２５．７？？总人口的２４．２？？制定
精准脱贫帮扶计划１１８户和巩固提升帮扶计划５６４户，
完成上墙表１１８户、５６２户，修改完善＂一户一策＂３７

户。技能培训２８０人，对已培训人员，编制完成基础
档案等台账资料。做好教育扶贫，无失辍学儿童。实
｜施贫困家庭＂雨露计划＂和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资助

全覆盖，上报贫困户学生＂雨露计划＂项目１６户。完
成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个人参合费财政补助１０元。

多处，下达整改通知１００多份，限期整改６６处。排查 危房改造６９户，庭院硬化１１３户。完成丁沟村１５户群
道路交通隐患１２５处，劝导车辆１３２０台（次），监督检 众安全饮水、４个村自来水供水。完成到户资金３８１
｜户、６０１万元，全部拨付到户。危房拆除１３户、５５
｜查４次。为１０个村发放塑料编织袋、雨鞋、锣、手电
｜间，拆除附属危房１５户、７９间，拆除闲置废弃危房４２
筒等防灾物资。阴雨天气期间，监测６个村地质灾害
｜户、２３６间，拆除破旧大门２２户，拆除残垣断壁２５６
隐患点３３处。组建应急队伍１１支、２２０人。排查各类 处。３个村４５户、１７１人，通过州考核验收。未脱贫
矛盾纠纷１２起，调处率１００？？开展安全隐患排查４ ｜１１８户、４０８人，贫困面由２０１７年的３．５３？？至２．７？？
｜次

［社会事业】收缴新农保１００．３万元，参保率
９７．７５？？？缴新农合参合金２１０万元，参合率达
９８．２？？完成孕前优生健康检查１２１对，占任务的
１００？？完成＂两籍＂筛查５７６人，占任务的１０４．７？？
发放粮食直补资金９０万元，低保１２５．２万元、五保金

ＡＭｎｗｕｔｔｓｉｓ

｜２７．３万元。发放临时生活救助１４．５万元、残疾人补助５

万元、优抚对象抚恤８万元、冬春生活救助金２３万元。
完成第四次经济普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成立红白
理事会１０个。被省委、省政府授予＂省级文明乡
（镇）＂称号。

－３１３－

朱家村中药材加工扶贫车间

康乐年鉴测

五户乡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周安辉
党委书记
杨梦鸽
人大主席
｜党委副书记、乡长
党委副书记

｜党建工作专题会议，由乡党委书记带队督察各村党

建工作。培养人党积极分子２４人，发展党员１２人。慰

问困难党员和老党员１４人，每人发放５００元的整问品。

郭永督

康效强

副乡长
何改芬（女）常军民
纪委书记、监察室主任３
｜任张国强
刘景军
党建办主任
卫计办主任
陈志刚
｜杨彦平
｜食药所所长
武装杯部长

司法所所长

统战民宗办主任
安监站站长
食药所副所长
财政所所长

公路管理所副所长

辛 亮
杜发俊
刘金煜
｜覆小伟

修建斜路坡村、芦子沟村、叶素村办公场所，芦子沟
村办公场所完工，斜路坡村、叶素村办公场所完成主
体。集中整顿提升软弱涣散叶素村、黄家庄村党支
部。制做廉政格言警句和宣传版面１７块。行处严重违

纪村干部，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２人，诫勉谈话７
人，提醒谈话２８人（次）。乡纪委全程参与Ｃ级危房
改造、城乡低保核查。州委第三巡察组于５月２日至７

月１０日进行巡察，提出意见建议２６条，全部整改，
满意度１００？？

｜【民生改善】新增农村低保７户、３１人，其中二

赵文斌

类新增２户、７人，三类新增９户、３６人，核销四类低
保３户、１２人。完成农村低保信息录人，核销死亡和

张成柏

不符合条件特困供养对象１０人，核销超龄孤九１人。

辛文军

八丹乡

新增优抚对象１人，有优抚对象３０人，退伍军人５０人，
（供稿：侯意明） 完成信息采集和上报。为２１户困难群众，发放乡级临
时救助１．０６万元。为１１４２户、４９７９人受灾困难群众，
发放县级临时教４０８．２６万元。为１２户建档立卡户和低

保户，申报发放医疗救助金１７万元。死亡注销人员，
丧葬费领取上报１８人。采集社保卡信息４４９９条，发放

［综 述］八丹乡位于县城西南部，距县城１４公 社保卡５８００余张。办理６０岁到龄人员养老金初审５１

里，总面积３４．１平方公里，有８个行政村、８０个社， 人。完成年度政府代缴五类人群养老金２９６３人，收缴

有２５２７户、１０９２４人，其中回族、东乡族占总人口的 社会养老保险金５４６７万元。完成合作医疗参合金收
９９．３？？乡政府有干部职工６４人。

缴任务。

［社会事业】有适龄儿童入学１６６１人，人学率
１００？？？返辍学儿童１４人，适龄少年进入各初中、

州级职校和县级职校３９人。成立乡统战民族宗教工作

领导小组，乡党委与村委会签订《目标责任书》，乡
宗教办与宗教活动场所签订《目标责任书》。异地搬

迁项目分别在线家村、斜路坡村、李子堡村集中安置

７０户，其中线家村３６户（建档立卡１３户，非建档立

卡２３ 户），建成３０户，在建６户，人住２２户；斜路坡
［（党 建】制定学习计划，加强党员经常性学习 村２８ 户（建档立卡２２户）、建成１８户，在建６户，人
教育。组织全乡党员在陇原先锋教育智慧云平台进 住８户；幸子堡村１６户（建档立卡１３户，非建档立３

行在线学习。定期召开党员大会、支部会、党小组会 ｜ 户），建成１６户，在建１户，入住１０户。拆除危旧房８１

和民主生活会，每季度由领导干部讲党课。年初，与 间。与各村签订《政法工作目标责任书》。乡党委每
｜各村党支部签订《党建目标责任管理书》，每月召开 ｜季度召开政法专题会议，将合作社社长８Ｏ人吸纳为初
｜－３１４－

ｗ述

级调解员和维稳信息员，调解矛盾纠纷１７起，比上年
同期下降２９？？印发年度法洽宣传教育计划、学法计 ｜八丹乡领导班子成员名录
划、普法责任清单。开展法律法规等各项宣传活动６ 党委书记
次，发放法治书籍１５００册、法治挂历８００幅、法治手 人大主席

提袋６００个，宣传资料３００份，书写宣传标语３０余张， 党委副书记、乡长

功亚忠（回族）
｜马玉福（回族）

马英勇（东乡族）
马秀芳（女，回族）

书写永久性标语８条，受教育４０００人。印制宣传单 湖乡长
马彦明（回旋》
１００余份，开展集中禁毒宣传４次。
［服贫攻坚】围绕＂精准扶贫、不落一人＂总要 ｜纪委书记、监察室主任
任杨文寿（回族）

求，实施异地搬迁２２３户，建成２０７户，在建１６户，搬 党建办主任
迁入住１８２户。硬化通村道路４．６２公里、通社道路８公 武装部部长
里；新修建芦子沟村办公室、文化广场和幼儿园，斜 卫计办主任

路坡村办公室、叶素村村办公室完成主体；改造危房 食药所所长
５９户。按未脱贫户户均补助２万元标准，户均奖补１ 司法所所长
万元的牛羊引进资金，引进母牛９９８头，母羊２４３０只； 统战民宗办主任
光伏扶贫１０２万元，落实扶持资金１３７２万元。按照程 安监站站长

张振奎（东乡族）
李学卿

马启龙（回族）
马孝平（回族）
马森峰（回族）

｜苏黄荣（回族）

序新识别贫困人口２户、１２人，返贫１户、５人；贫困

食药所副所长

马亚军（回族）
黄国祥（回族）

人口退出１８０户、９１２人，贫困面降至１８．５？？

财政所所长

候振学

公路管理所副所长

｜马寿涛（回族）

（供稿：马丽花）

村民知情大会

康乐年鉴测ｏ

２０１８年获得州级以上表彰人员名录
姓 名 ｜

工作单位

授奖单位
公安部

申林涛县公安局

荣誉称号
警大技术比赛警犬巡逻科目第八名

高 立｜县妇保站

｜中国红十字总会

备教

马晓春｜县志办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会５

刘勇林｜县人民医院

第二届全国理线针刀技术能手大赛组委会、第九届全国
法经验交流大会组委会．２０Ｉ８中国针灸学公穴位第二届全国埋线针刀

｜埋线专委会学术年会组委会、中国中医药研究侵进会穴位埋恢
线分会成立大会组委会、省针灸学会穴位注射理线专业委员一
会年会组委会

韩康永 ｜县税务局
马晗东 ｜县司法局

中共甘肃省委、省人民政府

林神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

省委宣传部

｜第十四批省级精神文明先进个人

｜｜省委宜传部、省司法局

静｜国脂梦家纺有限责任公司 ｜省脱贫攻坚帮扶工

｜＂七五＂普法中期先进个人
｜抓党建促脱贫攻坚致富带头人

王春平｜附城镇

｜省脱贫攻坚帮扶工作协调领导小组

先进帮扶干部

马建斌 ｜草滩乡党委

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先进个人

何改芬 ｜五户乡政府

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先进个人

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先进个人

｜虎关乡三十铺村帮扶工作

马晓琳Ｂ人一ｍ

＂｜队（县委统战部创建办）｜

鸣鹿乡东沟门村帮扶工作｜
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队（兰州交通大学帮扶办）｜
石梅兰县政府办公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省委党校
高文英｜县委党校

先进个人
政务信息工作先进个人

｜全省党校系统优秀教师

刘秀梅｜县妇联

省妇联

年桂香 ｜塞尼雅电子商务公司
马占祥｜县安监局

省妇联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厅、省安监局、省安委办

马亚良 ｜县体育局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体育局

赵文明 ｜附城镇畜牧兽医工作资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科学技术厅
马玉秀｜附城初中
省地震局、省教育厅．省科学技术协会

｜陇原脱贫攻坚巾解带头人
｜虎原脱贫攻坚巾帽带头人
｜全省安全生产工作先进个人

全省群众体育先进个人
全省科技特派员

防震减灾知识大赛优秀辅导员

马高有｜

田春兰
杜启忠 ｜高集小学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省教育厅

康兰
杜淑珍

马得全 ｜县食药局

｜同动同静＂复式教学模式实施与推
｜广一等奖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食品安全委员会、省食

全省食品药品监管系统先进工作者

｜品药品鉴管管理局

社会保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省｜全省药品不良反应医疗２
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件监测先进个人
刘永香｜县人民区院
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省首个中Ｄ医师节＂优秀医狮
戚会宏｜县人民医院
省卫生和计则生育委员会
全省＂医者楷模＂先进个人
白金鹭｜县计划生育技术指导站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省总工会
市（州）组计划生育专业二等奖
许永福 ｜县人民医院

－３２０－

年度人物与先进单位
｜１Ｍ助ＸＩｈｔＮＡＩＲｎｓ要＿

续表

生名 ｜

授奖单位
｜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马世元｜上湾乡中心卫生院｜

荣誉称号
全省首个＂中国医师节＂优秀医师

席 伟｜省莲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省林业干党组

│优秀共产党员

马彦请 ｜县地震局
贾正鹏｜县气象局
马 岩｜县邮政分公司
丁维英｜五户乡丁滩村

先进工作者

高 立｜县妇幼保健站
高元数｜县红十字会
翟守平 ｜附城镇党委
王永锋｜八松乡党委
田 江． ｜胭脂镇党委

｜省地震局

省气象局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甘肃省分公司党组

省红十字会
｜省红十字会

省红十字会
中共临夏州委、州人民政府

人工影响天气突出贡献工作者
优秀党务工作者
最美红十字志愿
｜全省优秀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师
│＂９９公益日＂互联网筹款活动先进个人
｜全州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中共临夏州委．州人民政府
中共临夏州委、州人民政府

全州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马生荣 ｜附城初中

中共临夏州委、州人民政府

徐 涛｜教育局

中共临夏州委，州人民政府

马春清 ｜附城初中

｜中共临夏州委、州人民政府

马寿龙康丰初中

中共临夏州委、州人民政府
中共临夏州委，州人民政府

优秀教育工作者
优秀教育工作者
专业技术拔尖人才
优秀班主任

马成海｜冯马家小学
马文学｜廉湾小学

｜全州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优秀班主任

中共临夏州委，州人民政府

优秀班主任

杨 娟 城东幼儿园

│中共临夏州委、州人民政府

许大龙 康乐一中

中共临夏州委、州人民政府
中共临夏州委、州人民政府
中共临夏州委、州人民政府

优秀班主任
优秀教师
优秀教师

聂 华 ｜新治街小学

彭荣珍康乐二中
潘建民｜虎关初中
王鹏 ｜莲麓学区
张 琳 ｜附城中心幼儿园
马春格 ｜哇下小学

优秀教师

中共临夏州委，州人民政府

优秀教师

中共临夏州委、州人民政府

优秀教师

｜中共临夏州委、州人民政府
中共临夏州委、州人民政府

｜优秀教师
优秀教师
优秀教师

袁安平｜岔路小学

临夏州人民政府、州军分区

李瑞芝 ｜马集小学

中共临夏州委、州人民政府

包玉英 ｜城东小学

中共临夏州委、州人民政府

优秀教师
优秀教师

马学英 ｜福利幼儿园
｜杨翠萍 ｜县幼儿园

｜中共临夏州委、州人民政府

｜优秀教师

中共临夏州委、州人民政府
中共临夏州委、州人民政府

优秀教师

｜优秀校长

陆海红 ｜五户幼儿园

中共临夏州委、州人民政府

｜优秀校长

马志诚｜县人民医院

临夏州人民政府、州军分区

正兵工作先进个人

宁建忠｜县人民法院
缘旭光 ｜县公安局禁毒大队

｜洲中级人民法院

三等功
三等功

宋 普｜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州公安局
州公安局

三等功

｜州公安局

三等功

谭 鸿 八松初中

牛兴隆｜县公安局附城派出所
马俊成｜县公安局白王派出所

｜州公安局

三等功

－３２１－

康乐年鉴＂。
２０１８年新增专业技术高级及以上人员名录

姓名

区

Ａ

徐国平
罗红平
｜汪维洲
杜向保

性别

１１９７５．１２
１９７．８

１９７６．９．
１９６６２

马鸦

采职
马玉梅

医

同燕

认定岗位名称

１９６６

县人民医院

１９９．８
１９２７

县疾控中心

三级副主任医师（七级）
三级副主任医师（七级）

康丰卫生院

｜三级副主任医师（七级）

１９９５．９

康乐中学

中学高级教师三级（七级）

１９９６．８
１９９７８

康乐中学

中学高级教师三级（七级）

康乐中学

中学高级教师三级（七级）

１９８６８

康乐中学

中学高级教师三级（七级）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８．７
１９８４．９

康乐中学

康乐中学

中学高级教师三级（七级＇
中学高级教师三级（七级）

１９７７８
１９６６．８

康乐中学

中学高级教师三级（七级）

１９２７

康乐中学

１９６９
１９７８

康乐中学
康乐一中

中学高级教师三级（七级）
中学高级教师三级（七级）
中学高级教师三级（七级）

康乐一中

中学高级教师三级（七级）

康乐一中

｜中学高级教师三级（七级）

康乐一中

中学高级教师三级（七级）

｜马凌帆

１９７３．８

｜杨成伟

１９７３．７

王景平

１９７１４

１９９１８

段雪萍

１９７４．１２
１９７６２

１９，９

高建祥

运
运
曾

１９７２８

１９７１．６

白蕴套

运

１９７Ｌ．７
９７３．７

１９７１．１０

王潮？

工作单位

出生年月｜参加工作时

１９７８

张秀娟
张学武

１９７６８

１９９８８

康乐一中

中学高级教师三缴（七级）

１９ｎ２７

１９９５．８

康乐一中

中学高级教师三级（七级）

朱友荣

｜１９６８６

１９０．８

｜康乐一中

中学高级教师三级（七级）

高学军

１９７０．１

２０００８

康乐一中

中学高级教师三级（七级）

赵春艳

１９７２１ｌ

康乐一中

中学高级教师三级（七级）

杜鸣芬

１９６９．６

１９９５．４
１９８９．８

康乐一中

中学高级教师三级（七级）

石怀忠

｜１９９６．９

康乐一中

中学高级教师三级（七级）

胳玉清

１９７３．５
１９６９．２

１９８９．８

康乐一中

中学高级教师三级（七级）

刘平祥

１９７４．１０

康乐一中

高海义

｜１９６０１６

１９９６．８
１９８２．７

附城初级中学

中学高级教师三级（七级）
中学高级教师三级（七级）

｜范培测

１９７１．５

１９９６．６

｜附城初级中学

中学高级教师三级（七级）

｜汪伍洲

１９７４１ｌ

１９９４８

附城初级中学

中学高级教师三级（七级）

１９７４．１２
１９７５．９

１９９７．７
１９９７．８

附城初级中学

中学高级教师三级（七级）

白王初级中学

中学高级教师三级（七级）

马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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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２－

岗位等级

就计资料

统计资料
ＴＯＮＧＪ ＺＬＡＯ

｜统计资料
２０１８年末，全县总人口２７．７７万人，有回、汉、东乡等９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占
６１．１２汉族占３８．８８？？？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２３３１９５万元，同比增长５．２？？？成工业增

｜ 加值９６８４万元，同比下降２．２？？？三产业增加值１６０９７７万元，同比增长６．２？？？定资产投资
１６１０１５万元，同比下降２３．９６？？？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７２１４９万元，同比增长７．２？？？口径财
政收人１８５６３万元，同比下降８．３？？？方财政收人９２２６万元，同比下降１８．９？？？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人６９６４．６元，同比增长９．５？？？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２０５６２９元，同比增长７．２％；
万元ＧＤＰ能耗降低率２．５４？？

２０１８年乡镇基本情冰统计表
通｜窗镇｜廉丰乡｜度关乡｜流川 ｜自王乡｜八松乡｜调鹿乡｜
居委会
村民小组
其中农村户数
其中农村人

三、农村劳动力
四、人口自然增长率｜

２０１８年农业总产值增加值及构成情况统计表

皇

ｋ鱼总产值（现价 １

标

或（％）

｜７２６０．７４

Ｈ６３２４．看

意

１９２

ＩＳ５２４７０６

农业服务业

阳ｎ
２０１８年工业总产僧及增加值完成情况统计表

指标名称
工业总产值

４１８８
３４９４０！
８３０７４

｜ ４６３８８

简Ｆ

农业增加倒（现价）

成数（万元）

其中规模以上总产值

１ｓ

工业增加值
其中规模以上增加

２０６

９ｄ２４

｜统计资料

２０１８年单位从业人员及劳动报酬统计表

单位：千元、元
劳动报酮

｜年末人数

指标
名称

其中

年平均

其 中

单位从业
人员

岗职工｜其他从业，

９７０１

９１８９

５１２

６５１８０２

６４１２８２

（１）中央

１０９

１０５

９１２２

５９６６５０

｜４０

３７９２１

ｏ

｜６６８９５

（３）县级县以下

６８１３
６０７Ｇ６８
３７９２１

６７１１

（２）省、自治区、直辖７

４
５０８
０

１０９９３

１０８９１

７２３２２

３９９５１６

３９４６５６

１０

２４２９３

２ａｓ７３５

３４０１ｓ

３４７１ｓ

单位从业人员
劳动报酬

工资
在岗职工｜
｜其他从业人员
工资总额

工资总额

总计

、国有单位合计

１０５２０ ６７４９５

１．按隶属关系分组

２．按企业、事业、机关分组
（１）企业
（２）事业

｜（３）机关

［１４

６１６８
３８４

３６１４
４０ｏ０

３
ｄ
ａｔ６ ２
３１９

２

ｌ０２
１０４１８

１ｏＡｉ８

ａ

６１９３６
８０３４１

６４４０］

７３０７Ｓ

３．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组
（１浓、林、牧、渔业
（２）批发和零售业
（３金融业

十——

（４）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
（５）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
│管理业

（６））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

｜９２

号

（７）教育

｜期３

（８）卫生和社会工作

［２５４

（９）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１７６

（１０公共管理、社会保

３４２９

５３１５

喜

② １０９

｜服务业

障和社会组织

国 ８

１８２３

６８２３９

６８２３９

７６４３

ｇ１０２
３

４７６２５
６９４８１

５３６１８

１９９６

３６４７

６２３１９
５１８２４

２１３８Ｔ

２１３８７７

０

６８６３８

６５５６５

４２１３

５６９１５
５７４７８

２３９０９２

５５８

７３０７３

同

｜

１７６

７６

ｏ

６９７７８
１０３４６

３１７４

２５ｓ

２４４６５０

－３２５－

｜５２４８

１８２３

互

９

３８１

６６５０４

１０３４６

康乐年鉴测

乐坐 学
ｔｔ： ：

乐方北

ａｓ

甚乐十米

＊ｃｓ

ｕ４：Ａｙ＂

ｋ粒在案

结：

｜文献辑录
ＷＥＮＸＩＡＮｌｌｌＵ

文献辑录
康乐县人民政府关丁依法整治全县煤炭经营市场的通告
为切实加强煤炭市场监管，规范煤炭经营秩序，逾
序，逾期仍未自行清理的，县政府将依法予以取缔。
有效防治煤烟大气污染，保障人民群众身心健康，根
三、在县城规划区域、附城镇、康丰乡部分区域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和《甘肃省煤 内的证照齐全、符合环保相关要求的经营户，在接到
｜炭经营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决定对 有关通知后，限期１５日内与康乐县煤炭集中交易市场
全县煤炭经营市场进行依法清理整治，现就有关事 及优质煤配送中心办理相关手续并搬迁至市场，逾
宜通告如下：
期不援迁并继续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经营户，依照
一、全县范围内所有煤炭经营户在通告发布之 相关法律法规从重处罚。
日起Ｉ１０日内持相关证照到县工信局登记备案。
二、凡未经工商部门登记注册或未向县工信局

四、各乡镇煤炭二级配送网点，于１０月底前全面
完成规范化治理，达到证照齐全、布局合理、防风抑

告知备案、无环保设施、无储煤场地环境影响评价批 尘设施齐全的要求，通过县商务局、工商局、环保局

复文件、用地手续不合规的煤炭经营户，在通告发布 验收后，与康乐县煤炭集中交易市场及优质煤配送

１０日内全部自行拆除原有设施，恢复土地原貌。对

中心签订配送协议方可运营。

－３２６－

文献辑录 ｜｜

五、凡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违法违规新建的煤
｜场清理整顿工作，阻碍执行公务、暴力抗法的当事

炭经营点和堆煤场所，一律予以取缔，并依法追究相 人，依法从严从重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法律责
关当事人的责任。
任。
六、严禁使用不符合标准的煤炭（达标煤炭标
九、欢迎社会各界监督、举报无证无照从事煤炭

经营和使用劣质煤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对举报一经
｜准：灰分小于１６？？硫份小于１？？？
七、严禁有烟煤炭、劣质煤炭等非达标煤炭进人 查实，将依法坚决予以打击取缔，从重处罚。整治工
｜我县。县政府将在进人县城的重点路段设立煤炭检 作办公室设在县工信局，举报电话：０９３０－４４２１３４３。
查点，对运输不符合环保标准煤炭的车辆，予以劝
返；对不听劝阻，强运、偷运非达标煤炭进人我县或

十、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通告：

使用不符合有关煤质要求煤炭的单位和个人，按照

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进行处罚，并对涉及的非达
｜标煤炭予以没收。

康乐县人民政府
２０１８年７月１日

八、对拒不执行本通告要求，阻挠、抗拒煤炭市

康乐县人民政府关于批准八松乡岔路村等２８个贫困村退出的公告
照《甘肃省精准脱贫验收标准及认定程序》 扎那山村，流川乡清水村、苏家村，鸣鹿乡拔
乡村自评、县级初审、州级验收，州脱 村、鸣关村，上湾乡麻池村
贫攻坚领导小组审核认定，临夏州人民政府批准，康
康村、马寨村，五户乡打门村、下窑村、元树村，胭脂
乐县八松乡岔路村、龚家庄村、纳沟村、南山村，白 镇八龙村等２８个贫困村退出贫困村序列，现予公告。
王乡老树沟村、孙家掌村，草滩乡那那沟村，附城镇

高丰村、磨羌村，虎关乡贾家沟村、三十铺村，康丰

乡头岔村、莲麓镇莲花山村、枉子沟村、线家湾村、

康乐县人民政府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９日

康乐年鉴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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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乐县人民政府文件
康政发〔２０１９〕１３７号

康乐县人民政府
关于同意出版康乐年鉴（２０１９）的批复
县志办：
你单位报来《关于请求出版康乐年鉴（２０１９）的请示》

（康史志字〔２０１９〕２１号）文件收悉，经县政府常务会议于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０日研究，同意出版《康乐年鉴（２０１９）》（全
彩式），请你单位认真组织实施。

此复．
康乐县人民政府｜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１／日
｜康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１日印发
共印１０份

后

后记
《康乐年鉴（２０１９）》在中共康乐县委、康乐县 审等。由于复审、终审《康乐县志（１９８６—２００５）、
｜人民政府的领导重视下，在县地方史志办公室编辑

兼任县作协主席，主编任务繁重、工作量大，实属不

人员的辛勤努力下，历时七月、八易其稿、付梓出 易。
｜版、亦值庆贺，这是全县出版的第七部年鉴。
在编辑工作中，编委会名誉主任、县委书记吴
回顾年鉴编辑过程，分为四个阶段。一是严组 国峻，编委会主任、县委副书记、县长马晓璐，编委
织。２０１８年１１月，成立《康乐年鉴（２０１９）》编辑委 ｜ 会副主任、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唐俊，编委会副主

员会，下发编辑细则，启动编辑工作。二是严责任。 任、副县长马建斌高度重视、解决存在困难，确保编

辑进度；省志办年鉴工作处处长王文生，甘肃民族出
｜作。县志办成立八个资料收集组，采取送模板、电话 版社编辑审读把关，确保年鉴质量；各乡（镇）、各
催、帮助写、通报督等方法，收齐１８０多个单位的年 单位大力支持，按时完成资料报送、补充审定等，确
｜由县委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发文，督促资料报送工

鉴资料。三是严把关。按照主编总纂统稿、文字改 ｜保资料齐全，特别是县委办公室、县人大办公室、县

稿、排版设计＂一条龙＂的工作方法，所有报送资料 政府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委组织部、县委党研
由主编马晓春在００群审核修改后，发送各乡（镇）、 室、县统计局等提供有关资料，马吉祥、黎元军、周
各单位审定；主编设篇目、精编纂、选插图、排彩 爱玲等提供图片资料，在此一并表示感谢。编辑人员
｜页，于２月底形成初稿。四是严审稿。初稿形成后， ｜加班加点、精雕细琢，付出艰辛的劳动，主编马晓春
由编辑马有明、马效元对各自负责的章节进行全面 从资料收集、图片拍摄、把关审稿、排版设计、编辑
修改后，由主编再次审核、修改，形成第二稿后送交 成书等细微处呕心沥血，忘我工作，使年鉴文笔流
｜印刷企业。在此基础上，主编排版设计，审稿把关， 畅、如出一辙。编辑马有明、马效元对各自负责的修

补充内容，编辑校对，印制评审稿。五是严审定。将 改内容从文字校对、审核把关等方面认真工作、一丝
评审稿分送甘肃民族出版社、省志办年鉴处、州志 不萄，使年鉴内容全面、文字精炼。资料员苏梅、马
｜办、全体县级领导、四大院办公室及相关部门审核， 小平等在资料收集方面工作积极、尽职尽责，使年鉴
提出修改意见，再次进行完善。经县政府审定批复， 资料齐全、内容丰富。

编辑年鉴是一项浩繁的文化工程，虽然编写人员
办理公开出版手续，如期出版发行
回顾年鉴编辑感受，可用＂难＂与＂苦＂两个字 付出了大量的艰辛，但由于水平有限，经验尚缺，难
概括，难的是资料收集，虽然反复电话催、提供模板 免有不少缺陷疏漏，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督、网上修改审、上门协助写，个别单位还是不配合
工作、不提供资料，影响年鉴编辑进度；苦的是录入

康乐县地方史志办公室

｜ 修改，由于缺乏电脑操作和文字改稿人员，所有资料

２０１９年７月

由主编在电脑审核、修改、排版，打样再改，排版再

－３３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