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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辑
县委常委会属作报告
（在中国共产党永登县第十四届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

魏旭永
（２０２０年１月７日）

各位委员，同志们∶
现在，我受县委常委会委托，向全会报告

工作。
２０１９年工作回顾

１１６７１元。
我们提高政治站位，坚守初心强化责任，使
命担当更加坚定。始终把旗帜鲜明讲政治作为最
根本的工作导向，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政治立场、
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全面抓好党的
刚刚过去的 ２０１９年，我们用汗水浇灌收
获，以实干笃定前行。在党中央和省市委的坚强

政治建设。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领导下，县委常委会团结带领全县各级党组织和

组学习会议２６次、交流研讨９次、辅导讲座５

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次，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

全年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３１次、县委理论中心

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 舵。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

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 讲话和指示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纳入＂不忘
潜志笃行、锐意进取，栉风沐雨、努力奋斗，脱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重要内容，悉心感悟

贫攻坚成绩喜人，乡村振兴稳步推进，经济发展
稳中趋好，社会大局和谐有序，人民生活持续改
善，党的建设不断加强，在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县、建设新时代更高质量的陇上强县征程
中谱写了新的篇章。２０１９年，全县预计完成地区
生产总值１１２．５亿元，同比增长５．１？？预计完成
固定资产投资 ４５．１１ 亿元，一般公共财政收入

谆谆教导，时刻铭记殷殷嘱托，以＂功成不必在

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全力以

赴抓好各项工作任务的落实。全力提升党的执政
能力。始终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挺在前面，自
觉对照党章党规，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做到党中
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

中央禁止的坚决杜绝，确保党中央政令通畅、令

４．４５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２９．８４亿元，城 行禁止。扎实做好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
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 ２５２５１元、

先后多次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巡视整改领导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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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会议，专题安排、一一部署，传导压力、落实

政策效应充分显现。各类反馈问题整改扎实到

责任，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全面完成。扎

位。把中央专项巡视和国家、省级脱贫攻坚成效
考核反馈问题整改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对照

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紧紧
围绕＂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
要求，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采取＂１＋
３＂模式，对６２１名党支部书记和１０２名贫困村

＂第一书记＂进行了集中轮训。按照＂一强三抓
四转化＂的调研模式，开展调研１３２７次，解决实

际难题５１４个。围绕群众关切的热点难点问题，
检视问题１７１８条，立查立改、即知即改，已完成
整改１３１３个。开出八大良方，整治八大顽疾，扎
实推进８个专项整治。把回应群众关切作为检验

省、市整改方案，结合我县实际，扎实做好整改

工作。目前，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和国家、省
级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反馈问题已全部完成整改。
东西部扶贫协作不断深化。不断强化两地互访交
流，扎实做好东西部帮扶协作各项工作。积极争
取落实宝坻专项帮扶资金３１０９万元，用于干部和

人才培养、重点民生工程、劳务协作、基础设施
以及产业发展，建成扶贫车间３１家，吸纳就业人
数９１８人，引进４家宝坻企业在永登登记注册，

成效的标尺，解决了一大批群众反映的＂急难愁 实现投资２８３３万元，带动贫困人口９７２人，有力
盼＂问题，尤其是＂喝上天堂水、用上清洁暖＂ 助推了永登的脱贫攻坚。
的民生工程，切实让群众看到了主题教育带来的

新变化、新气象，广受热议和褒扬。

我们坚持稳中求进，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利实现脱贫摘帽。严格落实＂四不摘＂要求，持

县域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一年来，面对国内外风
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县委常委会全面贯
彻中央和省市委决策部署，扎实做好＂六稳＂工

续巩固提升脱贫质量。全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由

作，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大力实施工业

２０１３年底的１９９９１户７３８００人减少至目前的１０４

强县战略。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县委常委

户３５１人，贫困发生率从２０１３年底的１６．１７？？降

会旗帜鲜明提出了＂工业强县＂发展战略，围绕

至０．０８？？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８日，甘肃省人民政府批

采矿、冶金、化工、建材等主导优势产业，以提

我们坚持尽锐出战，不断巩固脱贫质量，顺

准永登县退出贫困县序列。全面解决＂两不愁三 高质量和核心竞争力为中心，大力振兴实体经
保障＂突出问题。持续加大县级财政投入力度，

济，走出一条城乡统筹、产城融合、各具特色的

２０１９年投入１．５２亿元，近四年累计投入５．２４亿

工业强县之路。２０１９年度《甘肃县域蓝皮书》将

元，抓重点、强弱项、补短板，切实夯实基础、

永登列为县域竞争力十强县。做大做强园区经

固强补弱。义务教育方面，全面落实教育扶贫各 济。坚持＂一城二区六园＂的开发布局，打造了一
项政策，对全县义务教育阶段适龄人口６０３７人建
立就读档案，义务教育阶段无一学生辍学。医疗
保障方面，全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保率达

批特色鲜明、辐射范围广、发展潜力大的产业集
群。特别是树屏产业园，积极作为、全力招商，
引进和建成众创城、大天源建材市场等８９个项
目，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７７亿元，２０１９年完

１００？？１６个乡镇卫生院和２００个村卫生室人员和
设备全部达标，全面实行＂先看病后付费＂的 成固定资产投资９．６６亿元，实现税收近 ７０００万
＂一站式＂即时结算模式。住房安全方面，全面 元。做精做优现代服务业。加快兰州广袤五金建
完成新增的５２ 户Ｃ级危房改造，实施易地扶贫搬

材市场、甘肃新丝路物流园等项目建设，推动生
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方向延伸。着力强

迁，２０１６年以来全县共搬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３８４户１２９３人，全部实现入住。安全饮水方面， 化县乡村三级电商服务功能，力促＂线下＂实体
全县１６个乡镇、２００个村、１３３９个社实现安全饮 经营与＂线上＂网络经营融合发展，全年完成电
水全覆盖，供水稳定、水质达标。兜底保障方

面，全县共有农村低保对象６７２０户１６１５０人，做
到了＂应保尽保、应养尽养、应退尽退＂，兜底

商交易１．２亿元。积极推进兰州树屏丹霞旅游景
区一期项目等一批文旅项目建设，全年实现旅游综
合收入４５．９亿元，增速达到２２？？加大招商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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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项目建设力度。深入开展项目建设大比拼活

动，积极推行项目团队管理模式，实施重点项目
１７６个，新建项目开工率达到９８？？上。加大招
商引资力度，全年执行招商引资项目３７个，总投
资 １６２．４８ 亿元，开工项目 ３４ 个，开工率
９１．８９？？落实到位资金６７．４１亿元。第二十五届

兰洽会上，我县共签约项目３５项，签约总资金

１１２．３７亿元。
我们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不断深化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乡村振兴全面推进。始终坚

乡＂。

我们树牢绿色发展理念，严守生态保护红

线，生态文明底色更加靓丽。认真贯彻落实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把生态环境保护摆在优先位
置，协同推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使绿水青山
持续发挥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坚决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严守生态环保底线，实行最严格环境
保护制度，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治理，扎

实推进水、大气、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严格
落实河（湖）长制，开展＂携手清四乱、保护母

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县工作的重中之 亲河＂专项行动，大力开展秸秆禁烧和农业面源
重、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推动农业全面升级、
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切实提高农业供
给质量和竞争力。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十大
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稳步推进特色农产
品品牌建设，苦水镇获得全国＂一村一品＂示范
村镇称号，被列入第二批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示范园创建名单。＂苦水玫瑰＂区域品牌进入中
国区域品牌百强榜，品牌价值达５３．８亿元。加强
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化建设，创建市级示范合作
社２４家、市级示范家庭农场１家，清理注销空壳
合作社 １７１家。扎实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积极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发展壮大村级集体
经济，８９个村收入达到５万元以上。打造生态宜
居的美丽家园。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深
入开展＂厕所革命＂、＂垃圾革命＂、＂风貌革
命＂，投资９３５５万元，建成卫生厕所 １６５８７座，
创建清洁村庄１６０个，创建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

４个，质量和进度获全市第一，龙泉寺镇被评为

污染治理， 加强固体废弃物和垃圾处置，生态环

境质量总体改善。全县重点污染源工业废气排放
达标率达到９５？？２０１９年优良天数达３４８天，空
气质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市前列。全力推动绿色永
登建设。大规模开展国土绿化行动，完成新一轮
退耕还林补植补造１万亩，封山育林３万亩。完

成祁连山重点区域造林１．３４万亩，生态修复３．７４

万亩，经济林建设４５００亩，义务植树１００余万
株。实施了县城东西两山绿化，连霍高速龙泉寺
出口和龙中公路道路绿化、美丽乡村绿化、庄浪

河大通河沿线环境绿化等一批重点绿化项目，绿
色底蕴持续增强。扎实做好环保突出问题整改。
持续推进中央和省级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
作，坚决禁止生态环境保护＂一刀切＂，扎实开

展＂大棚房＂问题清理整治、县城水源地保护区
专项整治，清理关闭水源地保护区内各类违法经
营单位２５９家。扎实推进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交办信访问题整改，整改成效集中显现。

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镇。农业执法文明有效，得

我们坚守为民情怀，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到省市充分肯定，县农业农村局被推荐为全国文

群众幸福指数明显提升。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

明执法示范窗口。加强乡村文化振兴。大力弘扬

的发展理念，以改革的办法、创新的思维、务实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村民道德评议 的举措，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使改
会、红白理事会等群众组织作用，倡导和树立文
明新风，乡村文化氛围更加浓厚，农民群众精神

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群众。社会保障

体系不断完善。深入落实全民参保计划，城乡低

风貌显著提升。中央文明办《２０１９年精神文明建 保标准平均提高８？？城乡特困供养标准分别提
设工作简报》以《甘肃永登三项举措倡树节俭新 高至１１１２元和５２３２元，积极探索开展社会化养
风》为题，刊登了我县移风易俗工作相关举措。
红城镇被列为第七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苦水镇
被命名为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度＂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

老服务、社区养老服务，成立了老年人日间照料
中心。全力支持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复转军
人、城镇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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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安置困难人员就业 ４０５人，实现失业人员再
就业３３３９人，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８７？？坚持教
育优先发展。持续加大教育投入，相继建成永登

晰了职能职责，提高了行政效能。＂放管服＂改
革不断深化。取消行政许可事项３６项，深入推进

九中、龙岗小学等一批城区学校和连铝学校综合

革，全面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实施
＂双告知一承诺＂、投资项目审批全程代办制等制
度，落实＂最多跑一次＂事项共计１６５项，行政
效能明显提升，办事效率显著提高，营商环境持

楼、红城宁朔小学教学楼等一批乡村教学项目，
西城区小学、西城区幼儿园等建设项目有序推
进，全县办学条件明显改善，办学质量稳中提
升，教师队伍进一步得到加强。２０１９年，全县高

＂一窗办、一网办、简化办、马上办＂等系列改

续优化。全年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

考二本以上上线人数达 ２１１６ 人，上线率为 ７４６４万元。宣传思想工作守正创新。严格落实意
５３．２７？？深入推进＂健康永登＂建设。持续深化 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公立医院改革、分级诊疗、 态、党管媒体不动摇，压紧压实做好意识形态工
医养结合试点等工作稳步推进，县妇女儿童医院 作的政治责任、领导责任，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
建成并投入使用，县医院门诊综合楼建设项目进

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深入推动党的创新

展顺利，县医院被确定为国家全面提升县级医院 理论＂七进＂工作，精心开展庆祝新中国成立７０
综合能力第二阶段５００家县级医院，县中医院被
确定为国家全面提升县级医院综合能力第二阶段

５００家县级中医医院。全力建设民生保障工程。
实施了建筑垃圾填埋处理场建设、县城主干道整
治等一批市政工程，完成了蓝星硅、祁连山职工

家属区楼院等一批老旧楼院＂三供一业＂维修改
造项目，永窑路庄浪河大桥建成通车，城乡公交
一体化得到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县城整体形象不
断提升。县级财政投入近１．５ 亿元，全力实施了
县城清洁能源改造工程和城乡供水补充水源工
程，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显著提升。马秦公路

升等改造和徐树、满秦公路维修改造全面完成，
Ｇ１８１６景中高速路建设和兰张铁路三四线工作顺
利推进。全国政协副主席、交通部党组书记杨传
堂在我县调研城乡道路建设时对我县工作给予充

分肯定。
我们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积极构建新时代社
会治理格局，致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永登。不
断引导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推动社会治理和
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全力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
格局。党政机构改革圆满完成。调整优化相应机
构和职能，设置党政机构３７个，对全县１８个承
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进行了更名和隶属关系调

周年系列宣传活动，《我和我的祖国》在永登的
大街小巷传唱，讴歌新时代、赞颂新成就、展示
新风貌。全力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融媒体
中心建设，主流舆论阵地进一步壮大。社会治理
全面加强。坚持把扫黑除恶同反腐败斗争、基层
＂拍蝇＂有机结合，统筹推进摸线索、打犯罪、
挖幕后、治源头、强组织等各方面工作，深挖彻
查涉黑涉恶腐败问题和＂保护伞＂，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取得阶段性战果。深入开展矛盾纠纷化
解，从严从实从细抓好保稳定、护安全、促和谐
各项任务，深入开展＂云剑＂行动，圆满完成７０
周年大庆安保维稳工作。持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
创建活动，加强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着力解决宗

教领域突出问题，宗教界保持和顺稳定。健全公
共安全管控体系，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遏
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不断

增强。

我们严抓纪律作风，充分运用监督执纪＂四

种形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认真
落实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加强纪律教育，
强化纪律执行，让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

底线。建强基层组织战斗堡垒。扎实推进各领域

党支部建设标准化工作，充分利用学习强国、甘

了有序转隶，整合组建了文化市场、农业、交通

肃党建等学习平台，严格落实党内组织生活制
度。建立领导干部联系包抓制度，整顿提升软弱

运输、市场监管４个综合行政执法队，进一步明

涣散村级党组织３７个。建立健全村（社区）＂两

整，对４０家涉及人员转隶机构、５２１名人员进行

特 辑
委＂成员资格联审机制，清理不符合任职条件的

陇上强县建真言、谋良策、出实招。统一战线服

村＂两委＂成员４１名。积极推进行政村党组织书
记专职化试点工作，大力推行村党组织书记和村

务全县发展大局，积极为民主党派、工商联、无
党派人士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发挥作用搭建平
台，成立我县新的阶层人士联谊会，建成统战大
数据首个县区子系统，指导各民主党派深入开展
＂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教育，不
断加强党外人士的政治引领。党管武装制度有效

委会主任＂一肩挑＂，１４０个行政村实现＂一肩
挑＂，比例达到７０？？打造高素质干部队伍。坚
持新时期好干部标准，认真做好干部任用、职务

职级并行套改晋升、优秀年轻干部培养、干部培

训监督等各项工作。制定《永登县关于进一步激 落实，双拥共建工作取得新进展，获得＂双拥九
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实施办法》， 连冠＂荣誉。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工作有序进行，
进一步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把关心关爱干部 县工商联被评为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度全国＂五好＂县

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在优 级工商联。
先保障民生各项事业的基础上，适度提高了干部
待遇，进一步提振了各级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

神。持续加强作风建设。深入开展作风建设年活
动，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查处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及＂四风＂问题４起１７人，通报曝
光３起５人。紧盯＂四个聚焦＂，扎实推进漠视侵
害群众利益问题专项整治，认真开展扶贫领域腐
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严肃查处贪污侵占、虚

报冒领、截留挪用、优亲厚友等损害群众利益的
违纪违法行为，全覆盖开展远离赌博拒绝酒驾警
示教育活动，增强党员和公职人员廉洁自律意识和

法纪观念。持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突出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做实做细日常监
督。组织任前廉政法规考试６批９８人，对９１个单
位、５２１９名干部拟提拔任用、职级晋升、评先选
优等方面开展廉政审查，新任科级干部集体廉政

各位委员、同志们，历尽铅华成此景，世间
万事出艰辛。这些成绩的取得，凝结着新时代永
登奋斗者的心血和汗水，彰显了不同凡响的永登
风采和永登力量。回首２０１９年，我们深刻体会
到∶只要大家团结一心、齐心协力，就没有啃不
下的＂硬骨头＂，就没有打不赢的＂攻坚战＂。这
一年，压力空前、考验空前。在关键时刻，县
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和全县广大干部，
顾大局、识大体、讲团结、讲奉献，以忠诚无私
诠释担当，以精诚团结聚集力量，使我们经受了
各种考验。这一年，我们干得很充实，拼得很辛
苦，走得很坚定，县级领导身先士卒，带头干、
带领干、带动干，基层的同志们默默付出、任劳
任怨、不计较个人得失，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力往一处用，谱写了许多精彩纷呈的永登故
事。实践证明，我们有一支肯干、苦干、实干的

谈话２次。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以减存量遏增量 优秀干部队伍，这也是我们最值得骄傲和最值得
为关键，严肃查处了一批违纪违法案件，形成有
力震慑，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同时，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立足自身职能职
责，依法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职权，在服

依靠的。在此，我谨代表县委常委会，向为永登
发展的每一位奔跑者和奋斗者致以最崇高的敬

意，向关心和支持永登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最衷

心的感谢！

务发展大局、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提升履职能力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县委常委会也清醒

水平等方面，发挥人大代表作用，用法治保障人

地认识到，前进道路上还有一些困难和挑战。主
要表现为∶与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要求相比，

民权益、增进民生福祉，为促进永登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县政协围绕团结和民
主两大主题，积极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
政议政三大职能，探索推动政协委员＂六抓＂工
作法，以＂专题协商会＂为载体，加强思想政治
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为建设新时代更高质量的

产业结构还需进一步优化，部分农业特色产业抵
御市场风险能力还需进一步提高；与乡村高质量
发展的要求相比，个别群众内生动力、自我发展

意识还需进一步激发，自我发展能力还需进一步

提高；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相比，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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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教育医疗等领域公共服务水平还需进一步

３？？？筑业增加值增长７？？？三产业增加值增

提升，城市建设品质和精细化管理水平还需进一

长７？？？定资产投资增长７？？？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增长７？？？共财政预算收入增长５？？？镇

步提高；与建设新时代更高质量的陇上强县任务
要求相比，部分党员干部思想还需进一步解放、
能力还需进一步提升，主动担当作为意识还需进
一步加强，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县委常委会将认
真研究，切实加以解决。这里，也希望同志们对
县委常委会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帮助我们把工

作做得更好。
２０２０年工作总体安排和重点任务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７．５？？？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增长９？？确定这些预期目标，是县委

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从建设绿色生态经济强县、服务保
障全市全省发展大局出发，综合研判方方面面因

素确定的。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做好全县２０２０年各项
工作，就是要＂围绕一条主线，坚定一个理念，
紧盯两个目标，做好八项工作＂，以更高的起

鲲鹏展翅凌万里，逐梦扬帆再起航。２０２０年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
年，要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十四五＂
发展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打好基础，做好
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十分重要。有机遇也有挑
战，大家还要一起拼搏、一起奋斗。２０２０年工作
的总体要求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认真贯彻
落实中央和省、市委相关会议精神，坚决贯彻党

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坚持稳中求进

点、更宽的视野、更大的力度来推动工作。
围绕一条主线∶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指
引着行动的方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科

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科学总结世界社会主义经
验教训，提出一系列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新理念新

思想新战略，内容丰赡，思想成熟，系统完整，

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２１世纪马克思主义。我
们要始终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作为全部工作的统揽和主线，深入学习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和指示

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

精神，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在
实践中一以贯之坚持好、体现好、落实好，使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永登落地生

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推动

根、开花结果。

高质量发展，坚决打赢三大攻坚战，全面做好

坚定一个理念∶ 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

＂六稳＂工作，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

发展理念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直

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保持经济运行在

接关乎发展成效乃至成败。创新、协调、绿色、

合理区间，以加快建设绿色生态经济强县为引

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领，努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全面建
设新时代更高质量的陇上强县，确保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得到人民认

心的党中央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深

可、经得起历史检验。

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基础上形成的，集中反映
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我们
要把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作为检验各级领导干部

２０２０年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

的一个重要尺度，积极适应我国发展进入新阶

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长６？？？中，第一产业增

段、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必然要求，紧紧扭
住新发展理念推动发展，把注意力集中到解决各

加值增长５？？？二产业增加值增长４．４？？工业
增加值增长３．２？？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６·

种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上，用发展的思维解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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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存在的问题，推动永登经济社会高质量

量参与扶贫，持续巩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

发展。

会扶贫互为补充的大扶贫格局。坚持扶志、扶智
相结合，引导群众树立脱贫主体意识，激励和引
导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用自己辛勤劳动实

紧盯两个目标∶ 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到２０２Ｏ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是我们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是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我们必

须以崇高的历史使命感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坚
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抓重点、补
短板、强弱项，既守住底线，又积极进取，集中
优势兵力全面扫尾打好歼灭战，确保实现脱贫攻
坚目标任务，确保实现污染防治攻坚战阶段性目
标，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一鼓作气、决战决胜，坚决夺取全面建

现脱贫致富。
（三）全力做好问题整改。对照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的＂虚假式＂脱贫、＂算账式＂脱贫、＂指
标式＂脱贫、＂游走式＂脱贫等问题，对照国家
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反馈意见，对照各类扶贫督察
检查发现的问题，以较真碰硬的态度一项一项抓

好整改，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对账销号，确保整改
见底见效。要集中整治脱贫攻坚中的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突出问题，对脱贫攻坚中违纪违规违法

成小康社会伟大胜利。
做好八项工作∶

问题实行＂零容忍＂，及时解决苗头性、倾向性

一、坚持以提升脱贫质量为重点，持续固强
补弱，坚决攻克最后贫困堡垒

摇、咬定目标不放松、整治问题不手软、落实责

二、坚持以壮大实体经济为引领，聚焦产业
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
坚持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
投资、稳预期＂六稳＂要求，坚决贯彻巩固、增
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坚持新发展理

任不松劲、转变作风不懈怠，不获全胜，决不收

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牢记习

近平总书记＂四不摘＂指示要求，坚定信心不动
兵，坚决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问题，从源头遏制其滋生蔓延。

（一）突出工业强县，切实提高经济增长质

（一）持续提高脱贫质量。紧盯＂两不愁、

量效益。坚定不移实施＂工业强县＂战略，做大
三保障＂标准，高度关注已脱贫户的巩固提升和 做强工业经济，以工业经济引领全县经济社会高
剩余１０４ 户３５１人贫困人口的脱贫帮扶，加大对
新排摸的１７９户＂边缘户＂和１０５户＂脱贫监测

质量发展。要推进先进工业发展。着力引进培育

一批工程机械装备、交通通讯装备、电工电器装
备、集成电路、新材料、新能源、现代电子信息

户＂的动态监管，积极落实帮扶措施，及时发现解
决＂三保障＂和安全饮水方面新产生的问题，着 技术等重点领域大项目、大企业，加快推进兰州
力解决就业创业、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方面的

协力铝业铝产品加工、甘肃中创特种电缆制造等

实际困难，把短板补得再扎实一些，把基础打得
再牢靠一些。要创新扶贫举措，突出产业扶贫和

项目，打造一批先进制造业集群和龙头企业。要

确保全面小康路上一个都不少。
（二）深入开展精准帮扶。强化各级党政机
关和党员干部帮扶责任，着力做好＂一户一策＂
帮扶工作，不脱贫不脱钩。加强同天津宝坻的协

节能、绿色建筑材料，加快推进甘肃永固绿能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水泥窑协同处置 １０万吨／年固体

推进优势工业发展。进一步延伸铝产业发展链
就业扶贫，以扶贫车间为重点，以合作社为纽 条，形成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推进传统水泥、
带，进一步完善贫困户与企业的利益分红机制， 砖瓦企业节能改造、清洁生产，大力发展高端、

作交流，围绕产业合作、劳务协作、携手奔小康

等重点任务，深入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

废物项目，带动相关产业集群发展。要推进石化
工业发展。永登县和兰州新区地缘相近、人缘相
亲、文化相通，我们要本着资源共享、互利共赢
的原则，在永登石化产业园重点发展精细化工新

的东西部扶贫协作帮扶。充分调动和激发社会力 材料、产品研发和中试、医药中间体以及仓储物

永登年鉴（２０２０）
流，打造精细化工产业集群。要推进传统工业发

打造以山川田园文化、历史民俗风情等为主的文

展。支持引导中国铝业连城分公司开发生产高性
能铝产品，满足市场高端、个性、多元化需求。

化旅游产业。树屏产业园要依托交通和区位优

积极协调、帮助连铝解决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帮

制造等产业，加快推进众创城、甘肃顺顺国际绿

助企业恢复产能。推进腾达西北铁合金有限公司
技术和工艺创新，重点发展硅系多元化复合合
金、中低碳铬铁等特种铁合金产品，打造特种铁

色装饰材料等项目，打造产业集群，大力发展新
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庄浪河川产业园要依托产
业优势，围绕玫瑰深加工和文化旅游资源，加快
建设标准化攻瑰种植基地，积极推进树屏丹霞建

势，围绕物流中转、商贸仓储、新型建材、加工

合金产业链。探索构筑局域电网，通过企业共建
联营的方式，重新盘活大唐连城电厂，实现凤凰 设项目，把产业园建设成为文化旅游及相关产业
涅槃。要推进新兴工业发展。充分利用国家推广 聚集区。永川产业园要立足于延长高原夏菜产业
新型节能环保建材相关政策，打造一批装配式建

链，围绕果蔬加工、综合性农副产品交易、高效
新型日光温室等，全面促进农产品转化增值，不

筑构件、内外墙板、节能门窗、新型给排水管道
等产业集群。以康乐药业、润枫源中药材基地为 断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上川新能源产业园要
基础，打造中药饮片、中药提取物、现代中药制 依靠当地广阔的土地资源和丰富的光热资源，发

剂、中药保健品全产业链。依托十大优势特色产 挥自身优势，全力打造光伏发电科技示范区和绿
业，做大做强现代食品加工制造业，提升发展农

副产品精深加工能力。要推进民营工业发展。牢

色清洁能源基地。永登石化产业园要加强与兰州
新区的合作，按照＂基地化、大型化、一体化、

牢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和＂三个没有变＂，引
导民营工业提升创新能力，增强发展信心，深入
开展大招商、招大商行动，深入研究包装策划、

园区化＂的发展要求，加快打造产业高度聚集、

量身定制一批前景好、能落地的重大项目，培植

提档升级。坚持从实际出发，充分发挥比较优

新兴财源。引导阳光碳素、先锋管道等企业进一
步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效益。大力发展一批
＂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

势，鼓励不同类型的服务业集聚发展。要培育壮

科技型中小企业。进一步加强清欠力度，力争

１００？？成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欠款。
要推进互联网工业发展。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创

生产技术领先、绿色循环发展的石化产业基地。
（三）突出培育优化，着力推动现代服务业

大生产性服务业，找准产业需求的大方向，发展
培育一批现代物流、科技信息服务、金融服务、
文化创意等重点产业，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
化和价值链高端方向延伸，进一步增强生产性服
务业对先进制造业的支撑作用。要拓展提升生活

新发展战略，在树屏产业园设立电商产业园，大 性服务业，出台优惠政策，大力发展餐饮、娱
力发展工业互联网，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

乐、家政服务、维修服务、健康养老等服务业，

经济融合创新，进一步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

拓展服务领域，扩大服务供给，提高服务质量，

业＂，推动制造业产业模式和企业形态根本性

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要加
快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加大宣传推介力度，促进

转变。
（二）突出错位发展，不断增强经济发展潜
力后劲。要把坚定不移举全县之力支持产业园发
展特别是树屏产业园发展摆到重中之重的位置，

文化旅游深度融合，文旅产业提质增效。充分用

器＂。大通河川产业园要以铝产品、硅产品产业

好我县的丹霞地貌、原始森林、生态草原等自然
资源和土司文化、民俗文化、工业遗存等历史文
化，积极做好宣传推介、打造精品旅游项目，完
善旅游设施和基础服务，有针对性地引进和发展
一批创意设计、影视拍摄、文化传媒、特色小

链延伸为重点，积极开发铝箔、板、带、线、硅

镇、休闲观光、民俗体验等文化旅游融合项目．打

系列等产业延伸项目，依托自然人文资源，努力

造永登经济发展新引擎。

积极抢抓新机遇、打造新平台，努力把园区打造
成产业项目的＂孵化器＂、经济发展的＂助推

·８·

特 辑
三、坚持以乡村全面振兴为根本，突出优先

重大的政治任务，也是重大的民生工程。要致力

发展，不断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

富＂口袋＂。实施农村就业创业促进行动，更大
规模开展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推进高标准农

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

田和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大力实施＂一乡一

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一）以农业现代化为支撑，让农业成为有
奔头的产业。具体要做到＂三个转向＂∶要从增
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在稳固粮食生产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快

工作坊、扶贫车间，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要完善

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步伐，培育优质产业，坚持质

量兴农，促进产业发展由传统产业向优质高效转
变。要持续加大现代农业招商引资力度，力争招
引一批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的农业大项目、
好项目，积极引育一批农业新产业、新业态、新
模式。要依托已形成的十大优势特色产业，加大
科技创新力度，实施传统日光温室升级改造，推

进苦水玫瑰、红提葡萄等优势特色产业提质增
效，综合施策改良蔬果品质，提升蔬果商品率和
市场附加值。要从单一农业转向功能农业。加快
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
大力发展跨界融合、接二连三的新型农业，推动
农业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发展。要有效串联农产
品生产、加工、流通、销售各环节，提高绿色农
业的金色效益。要推动产业跨界融合，推动农业
与文化、旅游、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让农业有
文化说头、景观看头、休闲玩头，让农民有更多
赚头。要从土地单一经营转向规模经营。要积极
发展＂智慧农业＂，大力发展农业机械化。大力
实施农村＂三变＂改革，有序推进土地流转，加

快构建以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
为主体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不断优化农业社会
化服务。要发展多样化的联合与合作，鼓励建立
种养殖农场、农民合作社联合社，全力做好以猪
肉为重点的＂菜篮子＂产品保供稳价工作。推广
订单农业、利润返还等利益联结机制，让更多农

户合理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

业＂、＂一村一品＂工程，培育一批家庭工场、手

基本公共服务功能配置，促进农村医疗卫生事业
发展，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城乡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要致力富＂脑袋＂。加强农村思想
文化阵地和公共文化阵地建设，遏制大操大办、
厚葬薄养、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要加快村级基
层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尽快形成完备的农村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要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突出

＂优质＂与＂公平＂，推动优质学校辐射农村薄弱
学校常态化。要全面推进科技支农强农富农，发
展智慧农业，推广应用农业物联网技术，加强科

技成果转化推广，着力为农民的全面发展插上科

技翅膀。

（三）以农村的繁荣兴旺为目标，让农村成

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坚持＂规建管＂并重、
＂点线面＂并举，着力塑造美丽乡村新风貌。要
优环境。大力实施＂风貌革命＂，深入推进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和全域无垃圾三年专
项治理行动，在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上精准发
力，保护好美丽山水田园，让自然与人、城市与
乡村和谐共生。大力实施＂垃圾革命＂，加快推
进乡镇垃圾填埋场建设，实施农村垃圾无害化处

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原则，加快村
庄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建设。大力实施＂厕所
革命＂，把农村＂厕所革命＂作为重要的民生工
程、生态工程、文明工程，以消除露天厕所、建

设无害化卫生厕所为重点，区分不同区域，差异
化推进，全力提升群众健康生活环境。要善治
理。以自治＂内消矛盾＂，深化村民自治实践，
建立健全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依法完善基层
群众自治制度，动员和组织群众依法有序参与基
层社会治理。以法治＂定纷止争＂，积极引导群

（二）以农民的全面发展为关键，让农民成

众依法行使权利、表达诉求、解决纠纷。以德治

为有吸引力的职业。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春风化雨＂，结合时代要求，适应农村特点，开
展道德典型评选表彰宣传活动，弘扬真善美，传

促进农民增收致富，让农民腰包鼓起来，这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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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正能量。要美风尚。坚持教育引导，深化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以价值观的力量，为人生

赋值、为乡村定规。注重实践养成，深入挖掘农
耕文化和新乡贤文化，充分发挥其凝聚人心、教

化群众、淳化民风的重要作用。强化制度保障，
大力推动乡村文化建设制度化常态化，加快实现
乡村文化从＂送＂到＂种＂的转变。
四、坚持以建设美丽永登为目标，筑牢绿色
屏障，努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深入践
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

打造绿水青山。深入实施＂土十条＂，全面落实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加大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力度，力争化肥农药使用量实现负增长，提高畜
禽粪污、秸秆、农膜等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加快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建设生态宜居美丽

乡村。

（三）着力推动绿色转型发展。生态环境问
题归根结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传统路
径要彻底转轨，我们必须坚决摆脱传统路径依

赖，把新增长点更多地落实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任，坚决打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全力打造绿

上，落实到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上，落实到
新经济新动能快速发展上，真正使永登全面步入
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轨道。发展方式要全面转

色生态经济强县。

型，加快发展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实现资源全面

（一）切实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深入推
进国土绿化行动，大力弘扬八步沙＂六老汉＂三
代人治沙群体的新时代愚公精神，大力实施新一

节约和循环利用，着力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决扛起生态建设政治责

轮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二期、三北防护林

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体系，努力把生态优势
转化为发展优势。加快促进生态价值转化，用好
绿色发展的辩证法，推动生态要素向生产要素、

五期、退牧还草等国家重点工程项目，不断增强 生态财富向物质财富转变，闯出更多点＂绿＂成
区域生态承载能力。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兰州要在保
持黄河水体健康方面先发力、带好头＂的重要指
示要求，全面推行河（湖）长制，持续保护山水
林田湖草生态系统，积极推进黄河一二级支流庄

浪河、大通河永登段以及咸水河、呢嘛砂沟的综
合治理。紧抓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

大机遇，推进实施一批生态保护修复和建设工
程，大力实施河道、滩区综合提升治理工程，严
把流域上项目、引产业、进企业的技术关、资源
关、环保关，努力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
（二）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全面落实

＂气十条＂，切实抓好工业大气污染治理，严格落
实冬防各项管控措施，实施＂散乱污＂企业综合
整治，推进交通大气污染治理，在公交、出租
车、环卫等领域逐步推广使用清洁能源车，因地

＂金＂的新路子。
（四）坚决做好突出问题整治。对中央第二
轮环保督察７７件信访转办件和督察反馈问题以及

对群众举报的问题，制定整改方案，建立工作台
账，落实整改责任、明确整改时限、严格整改标
准，坚决禁止生态环保＂一刀切＂，采取先易后

难、先重后轻的原则，扎扎实实，稳步有序进行
整改。特别是对个别情况特殊、难度较大，无法
在短期内完成整改的问题，通过建立长效机制，

逐步加以整改落实，确保中央环保督察交办的问
题全部落到实处，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五、坚持以增加民生福祉为依归，夯实发展

基础，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让老百姓生活更幸福，就是我们党的事业。
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
民生投入，努力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制宜，推进县城供暖清洁能源改造二期工程，增 往，让发展更有温度，幸福更有质感。
强人民群众蓝天幸福感。全面推进＂水十条＂，
加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加快城镇污水处理设施

项目建设，做好农村污水处理，强力整治河湖

（一）提高社会保障精准度。全力织密社会
保障兜底网，推进覆盖全民、城乡统筹、可持续
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保障人民群众基本

＂四乱＂，严格水域岸线等水生态空间管理，全力 生活。落实和完善稳就业政策举措，突出抓好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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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群体就业工作，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建

全民阅读，实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继续巩固

立健全退役军人服务体系，全面落实各项帮扶政
策。精准兜住底线，高度关注弱势群体，进一步

完善县图书馆、博物馆以及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
中心功能设施，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持续开

完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等制度，健

展＂文化下乡百村行＂、文化科技卫生＂三下

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
加快构建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

乡＂等文化活动，不断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坚持

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积极构建扶残
助残有效机制，推进残疾人事业健康发展。坚持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健全稳地

价、稳房价、稳预期的长效管理调控机制，实施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扩大廉租房保障覆盖

面，保障好居民合理住房需求。
（二）提高教育服务优质度。坚持教育优先
发展，扩大教育资源，深化教育改革，促进教育
公平，提高教育质量。大力发展学前教育，提升
幼儿园公办率和普惠率。着力抓好义务教育，扎

实做好薄弱学校改造提升工作，通过名校办分
校、结对帮扶等多种形式，缩小城乡教育差距，
努力缓解＂大班额＂、＂择校热＂问题。全力抓好
高中教育，在巩固提升高考上线率、录取率的基
础上，努力提高重点大学录取的比例。构建现代
职业教育体系，以就业为导向，培养实用型技术

人才，落实＂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确保学生

文旅融合、体旅融合方向，不断充实文化旅游节
会内容，着力提升永登对外美誉度。
六、坚持以优化发展环境为抓手，持续深化

改革，不断提升硬核竞争优势
我们必须高举改革大旗，把转型作为最大的
改革，以更大的觉醒，推动改革开放再出发。
（一）以深化改革注活力。要做好乡镇管理
体制改革，进一步优化乡镇机构设置和职能配

置，着力整合基层审批服务执法力量，实现重心
下移、力量下沉，真正让基层各类机构、组织在
服务保障群众需求上有更大作为。要深化经济体
制改革，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巩固扩大
＂三去一降一补＂成果，加大破、立、降工作力
度，不断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要推进金融改

革，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优化融资
服务，纾解企业信贷困境。要深化农业农村改

革，加快农村＂三变＂改革，依法规范土地流
转，鼓励多种形式规模经营，加快农村户籍、产

＂升学有路、就业有门＂。继续加强师德师风建
设，持之以恒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
（三）提高健康服务普及度。深入推进健康
永登建设，加快推进县医院门诊综合楼建设项
目，不断增加优质医疗资源供给。持续深化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大力推行医联体，扎实开展＂优
质服务基层行＂活动，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有序下

权、物权改革，不断放宽农村政策环境、优化农

沉。加快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提高基层中医药

企业和目标项目，主动做好对接和服务，力争凝
练储备更多更好的产业项目。把招商引资作为项

服务能力，积极创建全省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坚

村发展环境、改善农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为

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美丽乡村提供强力保障、注

入新的活力。
（二）以项目建设增动力。坚持项目拉动不

动摇，坚持以项目建设为引领，不断增强经济实
力。要紧盯国家产业政策和投资导向，紧盯目标

持预防为主，做好重大疾病预防和公共卫生工 目建设的总抓手，以产业为依托，立足产业＂增
作，加大传染病、地方病、职业病等防治管控力
度。实施乡村医疗卫生机构一体化管理，推进分
级诊疗制度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落实，解决乡村

群众看病远、看病难问题。

链、补链、强链＂，绘制招商地图和重点产业项
目树，按图索骥，依树招商。积极引进一批关联

度大、技术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辐射能力强的
优势企业，努力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新引

（四）提高文化服务满意度。深入挖掘和传

擎。要持续开展项目建设＂五抓五比拼＂活动，

承永登特色传统文化，推动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设书香社会，倡导

建立项目审批＂绿色通道＂，加快项目前期手续

办理，促进签约项目抓紧实施、在建项目加快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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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储备项目尽快落地，持续壮大产业集群、增

紧迫感和责任感。突出＂稳＂字当头、坚持问题

强带动能力。

导向，以扎实有力的举措，做深做细做好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各项工作。严格贯彻总体国家安全

（三）以扩大开放添魅力。积极抢抓＂一带
一路＂建设重大机遇，用好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
发形成新格局、推动兰西城市群建设带来的政策
机遇，在十大生态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积
极谋划一批大项目。大力抢抓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机遇，聚焦＂产城融合发展、

观，统筹推进政治、经济、科技、网络、社会等
重点领域国家安全工作，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
的底线。既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防范
＂灰犀牛＂事件；既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有应
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打好防范和抵御风

打造品牌农业、构建生态屏障＂的定位，建设绿 险的有准备之战，也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
色生态经济强县，打造兰州辐射河西走廊的重要 战略主动战。
支点。主动借助新时代甘肃融入＂一带一路＂抢

（二）全面提高城市管理水平。要高起点高

占＂五个制高点＂、兰州在全球科研城市前２００强
中排名第９１位和国内城市排名第 １９位的优势，

质量编制《永登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２０２０—
２０３５）》，坚持从区域、城乡整体协调的高度确

积极承接东西部产业转移，主动与长三角、珠三 定城市定位、谋划城市发展，科学划定生态保护
角、长江经济带开展融合对接，依托区位优势，

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

加快引进、培育一批出口加工型企业，进一步提

线。要加快西城区开发建设步伐，全面推进西城

高产业聚集度。

区幼儿园建设项目，启动实施永登县中医医院住

（四）以优化环境聚合力。深入开展＂转变

院综合楼、残疾人康复中心、西城区供热站等建

作风改善发展环境建设年＂活动，围绕解决历史

设项目，不断完善社会公共服务水平。加快推进

遗留问题、普遍问题和棘手问题，建立健全企业
参与营商环境政策制度、第三方参与评价营商环
境等制度机制，全力打造更加优质便捷的营商环

庄浪河立交桥、幸福大道、美好路等建设项目，
积极协调全面推进兰张铁路三四线、高铁站、站

前广场以及永登汽车西站建设，不断夯实基础设

境。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优 施。要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严格按照＂五个一
化行政审批服务，完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继续 批＂处置方法，深入开展城市管理综合大整治行
完善服务承诺＂四办四清单＂管理制度，减少审批

环节，优化办事流程。按照＂不叫不到、随叫随
到、服务周到＂的＂三到＂服务模式，为企业提

供无微不至、暖心贴心的＂保姆式＂服务，着力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动，大力解决占道经营、非法营运、乱停乱放等
城市病。要严格对照国家创建标准和指标体系，
倒排时间，查缺补漏，巩固提高，广泛发动全民

参与，为兰州市创建国家文明城市出大力、作

贡献。

七、坚持以共建共治共享为格局，强化制度

（三）切实抓好平安永登建设。要纵深推进

建设，加快推进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了国家治理体系和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从严从实做好线索核查、依
法严惩、＂打伞破网＂、＂打财断血＂、行业整治等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总目标，提出了＂中

工作，不断健全完善长效治理机制，从源头上铲除

国之治＂的宏伟蓝图，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和实
践创新意义，是新时代背景下党中央提出的又一
重大战略任务部署，是我们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

黑恶势力滋生的土壤。要深入推进矛盾纠纷排查
化解，坚持创新发展＂枫桥经验＂，依法依规开

基本遵循和行为指南。
（一）全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论

展常态化排查与调处，坚决把隐患和苗头性问题
化解在萌芽状态，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要加快依
法治县进程，持续实施＂七五＂普法规划，不断

提高依法执政、依法行政能力和公正司法水平。

述精神，切实增强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的 要切实做好民族宗教工作，积极创建民族团结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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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示范县，坚决防范和纠正＂三化＂、＂两热＂问

装工作，广泛开展双拥共建活动，不断巩固发展

题。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遏制重特
大安全事故，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消除
各类安全隐患，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

全县军政军民团结的大好局面。

安全稳定的良好环境。

坚持以德为先、任人唯贤、人事相宜。要加强正
向激励，进一步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建立健
全容错纠错机制，积极引导和促进广大党员干部

八、坚持以加强党的建设为统揽，聚焦全面
从严，着力构筑风清气正政治生态
事业发展，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党
员干部。我们要始终保持管党治党的政治定力和
韧劲，进一步把管党治党责任落到实处，推动全
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一）锤炼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始终把党
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切实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

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
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三）锻造担当实干的过硬队伍。牢固树立
正确的用人导向，始终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

切实增强政治担当、历史担当、责任担当。要加

强年轻干部培养，以更长远的眼光、更有效的举
措，及时发现、培养、起用优秀年轻干部，形成
优秀年轻干部脱颖而出的生动局面。要结合干部
能力结构现状，加强新经济、新知识等方面的专

业教育培训和实践锻炼，全面提高干部队伍适应
新时代、落实新任务、实现新目标的能力素养。
（四）打造过硬坚强的战斗堡垒。认真落实
中央和省市委关于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部署要
求，全面推行党支部建设标准化，农村以＂四抓

两整治＂为主要措施，努力建设高素质基层党组

致。不断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坚持把不忘初

织带头人队伍，严肃基层组织党内政治生活，加
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党 强基层党组织阵地建设，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
员干部的终身课题，积极探索建立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的制度，形成长效机制，激励广大党员干
部践行初心使命。建设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
化，培育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
廉洁等价值观，锤炼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
（二）凝聚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加强党对

织，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提升组织力。同

时，抓好机关、企事业单位、社区、＂两新＂组
织、新兴业态和互联网等各领域党建工作，扩大

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严把发展党员入口
关，提高党员队伍质量，严格党员教育管理，增

强党员队伍生机活力。

人大、政协工作的领导，持续巩固和发展生动活

（五）营造正气充盈的优良环境。要强化不

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聚焦学习宣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首要任
务，深入开展充满生活气息、情感温暖的宣传宣
讲，讲好永登故事、传播好永登声音，把全县人

敢腐的震慑，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有力削减

存量，有效遏制增量。要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形
成靠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的长效机制，深化政

治巡察，加强对＂三重一大＂决策和执行情况，

民的士气鼓舞起来、精神振奋起来。积极推进整 以及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部门和岗

合融合，抓好《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和两 位的监督检查。要增强不想腐的自觉，加强警示
个《纲要》的贯彻落实，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和融媒体中心建设取得新成效。严格落实意识

形态工作责任制，健全意识形态工作岗位责任体
系，坚定不移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充分发
挥统一战线工作的独特作用，广泛凝聚共识、凝
聚力量，积极引导统一战线广大成员以实际行动
投身永登改革发展实践。切实做好新时代党管武

教育，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要持之以恒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持续深化作风建
设，坚决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为基层干部
＂松绑＂、＂鼓劲＂，切实推动中央和省、市委重大
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坚持严管与厚爱结合，为
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闯在前面的干部
＂兜底＂、＂打气＂，形成激浊扬清、干事创业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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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氛围。

思想、担当实干，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和奋斗
姿态，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努力创建国家生态

同志们，历史总是在继往开来中谱写，事业
总是在接续奋斗中成就。让我们更加紧密团结在 文明建设示范县，全面建设新时代更高质量的陇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

上强县，以优异的成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进一步解放

＂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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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在永登具第市八届火民代表天会第四次会议上）
保元德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５日）

各位代表∶
受县人大常委会委托，我向大会报告工作，

请予审议。

２０１９ 年工作回顾
２０１９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是
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４０周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关键之年。一年来，在县委的坚强领导和
省、市人大常委会的有力指导下，县人大常委会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
务，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学习好、宣传好、落实好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思
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话

和指示精神，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筑牢政
治基础，增强政治自觉，坚定制度自信，始终在
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始终保持人大机关的政

治本色。
自觉坚持党的领导。在谋划和推动人大工作

想和党的十九大及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

中，坚持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
话和指示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
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紧紧围绕县委中心工作和全

中找思路、找方法，从县委决策部署中定方位、

定坐标，自觉服从县委工作大局抓推进、抓落

实，确保人大工作始终与党委同心同向。严格执

县工作大局，忠诚践行初心使命，忠实履行法定 行请示报告制度，主动向县委报告重大事项、重
职责，全年共组织召开常委会会议８次，听取审
议＂一府两院＂工作报告２４项，作出决议决定

要会议、重点工作及重大问题。紧扣县委部署、
政府推动、群众关切、人大可为的事项，依法实

１６ 项，组织开展专项调研视察、执法检查 １４ 施正确监督、有效监督，推动脱贫攻坚、产业项
次，配合省、市人大常委会开展相关立法调研、 目、乡村振兴、生态文明、民生事业等领域工作
执法检查６次，交办审议意见书２４份，依法任免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１５３人次，圆满完成了县十八
届人大三次会议确定的各项任务，为全县经济社
会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做出了积极努力和应有

贡献。

落实见效。持续推动精准脱贫工作，常委会班子

成员主动落实包抓责任，督促做好贫困退出验收

等各项工作；认真完成＂千企万商＂大走访、软
弱涣散党组织整治、主题教育巡回督导等重点工
作，确保县委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一）坚持党的领导，把牢政治方向。常委
会旗帜鲜明讲政治，始终把坚持党的领导贯穿于

法任免有机统一，积极探索任前审查和任后监督

依法履职的全过程和各方面。

新路径。严格执行人事任免程序，认真落实任前

主动增强政治意识。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

依法做好人事任免。坚持党管干部和人大依

初审、法律知识考试、供职承诺、会议表决、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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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任命书、向宪法宣誓等制度。一年来，根据党
委提名和＂一府一委两院＂提请，组织任前法律
知识考试１４人次，依法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１５３人次，从组织上保障了县级国家机关职能作
用的发挥。通过开展视察调研、执法检查等形
式，监督和支持＂一府一委两院＂被任命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依法履职、勤政为民。
（二）服务中心大局，助推高质量发展。常

委会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监督重点，强化
监督实效，促进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依法决定重大事项。常委会对财政预决算、
经济指标和预算调整等重大事项，依法作出决议
决定。听取和审议了县政府关于２０１９年财政预
算、２０１８年县级财政决算的报告，作出批准决
定。加强对财政预算、决算的审查，批准了２０１９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主要经济指标调整、

２０１９年县级财政收支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增强
了计划、预算编制的合理性和执行的严肃性。听
取和审议了县政府＂十三五＂规划纲要实施中期
评估情况的报告，客观分析了规划实施三年多来
的成绩和问题，建议县政府以中期评估为契机，

继续优化产业结构，狠抓重点项目建设，确保既

定目标任务顺利实现。
促进经济稳健运行。常委会始终把计划和财
政预算执行的监督作为促进经济平稳健康运行的

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扶持龙头经营主体、加
强农业品牌化建设等意见建议。围绕促进乡村旅
游发展，在深入调研、广泛座谈的基础上，听取
和审议了全县乡村旅游发展情况的报告，建议县

政府及相关部门大力开发乡村旅游资源，做足做
活生态观光农业、田园综合体、主题旅游小镇等
产业，为我县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围绕落实耕
地保护制度，对全县＂大棚房＂问题清理整治工
作进行了专题视察，听取和审议了专项工作报

告，提出针对性的意见建议，要求相关部门规范
设施农业用地监管，坚守耕地保护红线，遏制农

地非农化。
持续关注生态文明建设。常委会牢固树立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始终践行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的要求，推动坚决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加大生态环保监督力度，专题视察全县
生态环保工作，深入检查《环境保护法》执行情
况，实地察看企业环保设施运行、环保措施落实

等情况，听取和审议了相关工作报告，支持县政
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大力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着力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努力实
现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创建目标。首次听取

了县政府年度环境状况与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
的报告，督促落实环境保护制度，以实际行动保
护永登的碧水蓝天，促进美丽生态与经济发展同

重要抓手，按照事前深入调研、事中认真审议、
事后跟踪监督的工作机制，听取和审议了２０１９年

向同行。

上半年计划、预算执行和财政审计相关报告，强

会大力弘扬法治精神，着力保障宪法法律实施，

化对计划、预算执行和财政审计的监督，全力推
动＂六稳＂工作，支持县政府努力完成全年预期

切实维护公平正义，稳步推进民主法治建设。

目标。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
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调研我县民营企业

施中重要职责，加强宪法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

发展情况，听取和审议了相关工作报告，建议县
政府全面落实各项政策措施，破解融资难题，优
化营商环境，进一步促进我县民营企业健康

（三）加快法治进程，推进依法治县。常委

大力弘扬宪法精神。认真履行人大在宪法实

持续坚持会前学习宪法法律制度，将宪法原则落
实到行权履职全过程。严格落实宪法宣誓制度，
坚持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向宪法
宣誓，更好体现宪法尊严、彰显宪法权威。深入

发展。

开展宪法＂八进＂活动，制定出台了《关于开展
助推产业融合发展。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 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宪法联系点活动的实施方

略，在推进培育农业特色产业上持续发力，专题
调研了全县农业重点产业发展情况，听取和审议

案》，确立了县司法局、红城镇等４个宪法联系
点，强化宪法学习和培训，使宪法精神深入人

了相关工作报告，提出科学编制农业发展规划、 心，得到人民的真诚信仰和拥护。认真举办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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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日座谈会，交流宪法学习宣传经验，部署宪

效，推动全社会不断提高学法、用法、守法、护

法贯彻实施工作，推动全社会尊崇宪法、学习宪
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
推动法治政府建设。持续助推依法行政工
作，听取和审议了县政府关于２０１８年度依法行政
工作情况的报告。肯定了县政府在法治政府建设

法的意识和水平。

方面的工作，支持县政府及相关部门以推进机构

（四）顺应群众期盼，促进民生改善。常委
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督促补齐民生
短板，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盼。

关注县城供热改造深入调研。县城供热改造
工程事关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事关城市居

职能优化、协同高效为目标，构建系统完备、科
学规范、运行高效的机构职能体系，确保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全

民切身利益，群众关切，县委重视，政府推动，

致力维护公平正义。常委会聚焦＂执行难＂

县考察取经，为我县实施供热改造建言献策。在

问题，听取和审议了县法院２０１７年以来执行工作

县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听取和审议了
县政府关于县城供热改造情况的报告，支持县政

人大关注。为确保供热改造工程高质量完工，常

委会将这一事项作为年度重点调研议题，２０１９年
面落到实处。加强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依 ３月份，组成调研组深入供热站、小区进行专题
法对报备的７７件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审查备案，通 调研，对我县城市供热情况问诊把脉。针对供热
过人大备案审查信息平台，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备 改造资金投入多、工程量大、时间紧迫的实际，
规范性文件１３件，切实维护了法制统一。
常委会又组织调研组到集中供热实施较早的永昌

情况的报告，督促县法院进一步凝聚高效执行合
力，推进执行工作深入开展，促进司法公正，维

府及相关部门科学选择供热能源，优化县城供热

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聚焦检察机关公益诉讼

布局，多渠道筹措资金，切实保证如期供热。

新职能，听取和审议了县检察院２０１７年以来公益

突出民生热点强化监督。继续聚焦人民群众

诉讼情况的报告，支持检察机关把公益诉讼作为

卫生健康需求，继２０１８年对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

突破口，切实发挥好公益诉讼＂监督利器＂作

革工作开展监督后，常委会坚持问题导向，对全

用。聚焦中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大决策部署，

县基层医疗卫生健康服务体系建设情况进行了专
题视察，提出了加强基层医疗人才队伍建设、完

听取和审议了县政府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报

告，建议公安机关持续发挥扫黑除恶主力军作
用，着力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彻底清除黑恶势
力的威胁和滋扰，保障人民安居乐业。聚焦人民
群众来信来访，全年共受理、协调督办人民群众
来信来访２８件、８１人次，协办上级人大常委会

转办的信访件３件。
保障法律法规正确实施。持续加大执法检查

善乡村医疗体系、推进医疗资源科学配置和有效

利用等审议意见，加快了健康永登建设步伐。高
度关注县城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保护工作，对县城

水源地一、二级保护区内的非法建设点位整治情
况进行了专题视察，听取和审议了相关工作报
告，支持县政府及相关部门开展水源地专项整治
行动，加大排查问题整治力度，水源地历史遗留

力度，对《科技进步法》《环境保护法》《饮用水 问题得到有效整治。
源地保护法》等６部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情况开
回应群众关切跟踪问效。常委会把审议意见
展执法检查，听取和审议了县政府贯彻执行情况
的报告；同时，积极配合省市人大常委会开展执
法检查。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建议，督促
整改落实，促进了法律法规在我县的正确实施。
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听取和审议了县政府
＂七五＂普法规划实施情况的专项报告，支持司
法行政部门进一步凝聚工作合力，注重普法实

的办理落实作为抓实问效的突破口，继续实施审
议意见＂再报告＂工作机制。听取了县政府对常

委会２０１８年度重点审议意见办理落实情况的报

告。县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将办理落实审议意见作
为依法行政、回应群众关切的重要工作来抓，取
得了明显成效∶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完成，全
面小康基础更加坚实；城区补充水源工程实现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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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供水，县城居民喝上了期盼已久的＂天堂

检查活动，及时向代表通报重要工作和重大活动

水＂；县城东西＂两山＂生态绿化面积逐年扩
大，城市周边的环境品质不断提升。审议意见的

情况，代表的知政权、知情权更有保障。丰富代
表履职活动，有效发挥代表的桥梁纽带、监督助
推作用，动员和组织代表创办创业实体、助推精

落实见效，维护了审议权威，回应了群众关切。

常委会把为民兴办实事的落实作为回应群众关切
的抓手，对２０１９年县政府承诺的１０件实事办理
情况进行了专题视察，督促县政府加快实事办理

准脱贫、投身乡村振兴和环境保护、参与社会管
理，全县各级人大代表参与视察调研、执法检查

进度，提高办理质量，确保民生实事惠及民生。

行了＂我当代表为人民＂的庄严承诺。

（五）突出主体地位，强化代表工作。常委
会始终坚持代表主体地位，完善代表工作机制，
拓展代表履职平台，激发代表履职活力，代表作

（六）加强自身建设，提升工作水平。常委
会始终把加强自身建设放在突出位置，主动适应
新时代新要求，不断提高依法履职能力和服务保

用充分发挥。

障水平。

１１４０多人次，提出意见建议３２０多条，较好地践

巩固提升建议办理成效。高度重视代表建议

主题教育深入开展。坚持把＂不忘初心、牢

办理工作，对县十八届人大三次会议期间，代表
提出的３１件议案和３０件建议，认真分析研究，
及时作出决定并转交县政府办理。进一步健全分
类交办、重点督办、跟踪问效机制，着力巩固提

记使命＂作为加强机关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落

升代表建议办理成效。开展代表建议办理工作专

多人次，常委会机关组织开展集中学习１００多次、

题视察，听取了县政府办理代表建议情况的报
告，督促县政府及相关部门完善制度机制，创新

研讨交流３０余次、专题辅导２２场，以学促做成

实政治要求，聚焦主题主线，扎实推进主题教育
走深走实。深化学习教育，常委会党组成员参加
县委理论中心组学习、党组理论中心组学习１５０

效显著。深入调查研究，常委会机关确定生态环

保、＂三农＂工作、县乡人大规范化建设等调研
率和满意率进一步提升。
课题８个，提出对策建议３７条，工作举措更接地
巩固提升平台建设成效。持续发力推进硬件 气。深刻检视问题，常委会党组及党组成员共检
办理方式，提高办理实效，代表意见建议的办结

提档升级、软件全面规范，不断加强和提升代表
履职平台，丰富代表活动内容，增强代表活动实
效，为代表主动开展学习调研、广泛听取民声民
意、深入交流履职经验搭建平台、提供条件。坚
持＂建是基础、用是关键＂，县乡人大以＂家＂
为平台、以＂站＂为阵地，常态化开展代表学习
培训、向选民述职、联系和接待选民等活动，深

视出问题５９条，查改贯通，立行立改，履职成效
明显提升。通过主题教育的扎实开展，常委会把

握正确方向、服务发展大局的履职初心和信念更
加坚定，推进民主法治、促进民生改善的人大使

命和行动更加自觉。
思想政治全面加强。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
领，全面落实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严守党的政治

入推进视察调研、执法检查等履职实践，＂家＂ 纪律和政治规矩，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常
＂站＂已成为代表学习交流的阵地、联系群众的 委会的领导力、引领力、组织力持续增强。严格
纽带、为民履职的平台、接受监督的窗口。
巩固提升代表履职成效。全面落实＂两联
系＂制度，利用视察调研、执法检查等方式和途
径，加强与代表的联系，增强代表依法履职水
平，引导和组织代表主动履职，代表与群众之间
的联系更广泛、更密切。拓宽代表知情知政渠

道，坚持为代表征订人大报纸杂志，及时送阅审

议意见书，邀请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参与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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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市县委作风建设要
求，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力戒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驰而不息转作风改作风。严格落实常

委会党组理论中心组学习、常委会会议学法律、
学理论和机关日常学习制度，常委会组成人员和
机关干部的政治素养、法律素养和工作能力不断

提升。

服务保障高效有力。巩固县乡人大规范化建

待 辑
设成果，一以贯之抓制度、抓创新、抓管理、抓

充分发挥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为确保常态

服务，议事程序、履职行权、机关管理等规范和

化疫情防控中经济社会稳健运行、创建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县、全面建设新时代更高质量的陇

制度全面落实。加强对乡镇人大工作的督促指
导，乡镇人大工作在规范运行中持续推进。加强
人大宣传工作，在各类新闻媒体编发通讯报道８０
多篇，在全国部分县区人大工作交流会、省市庆

祝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４０周年座谈会、全市人大

上强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

满收官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
各位代表，年初，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常委会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落实中央和省市县

工作理论研讨会等会议上，做经验介绍和交流发
言。加强与兄弟县区人大业务交流，进一步提升 委的决策部署，落细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及时做
了我县人大工作的影响力。
出了关于推迟召开县十八届人大四次会议的决
各位代表！２０１９年，县人大常委会恪尽职 定，动员全县各级人大代表积极投身疫情防控。
守、依法履职，各项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
是县委坚强领导的结果，是上级人大常委会悉心
指导的结果，是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全体代表主动
作为、乡镇人大密切协同的结果，也是＂一府一
委两院＂积极配合、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大力支

持的结果。在此，我谨代表县人大常委会，向各
位代表，向所有关心、支持人大工作的同志们、

同时，坚持疫情防控不松劲、依法履职不松懈，
制定出台了常委会２０２Ｏ年工作要点并扎实推进。

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和常委会２０２０年工作要点安
排，今年要重点做好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
（一）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持续深入学习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决贯彻党
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增强＂四个

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回顾过去一年的工作，我们也清醒地认识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
到，常委会工作与新时代党对人大工作的新要
求、与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与代表和人民群
众的期盼还有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监督的
方式仍需进一步创新；监督的质效还需进一步提
升；代表建议办理实效还需进一步增强等。对

此，我们将虚心听取代表意见，自觉接受人民监
督，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改进解决。

２０２０ 年主要任务

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思想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深化人大制度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把制度
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全面、积极、主动接受党
的领导，认真落实省委、市委人大工作会议精
神，严格落实请示报告制度，围绕县委中心任务

谋划、推进人大工作，确保人大工作始终沿着正

确方向奋力前进。
（二）切实增强监督实效。认真研究新时代
人大监督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探索人大
监督的新途径、新方法，切实增强监督工作实

２０２０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
规划收官之年。县人大常委会工作的指导思想
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认真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话和指示精
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

机统一，围绕县委十四届八次全会暨经济工作会

议决策部署，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

效。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高度关注县域经济发

展。强化对经济运行和财政预算工作的监督，加
强经济运行情况分析研判。围绕统筹推进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坚持问题导向，注重监督实
效，全力支持和助推做好＂六稳＂工作、落实
＂六保＂任务，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
利影响，助推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双
胜利＂。围绕全面建设新时代更高质量的陇上强
县，对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紧盯实施
＂工业强县＂战略、招商引资、重大项目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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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园区建设等重点工作，强化监督问效，推动
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围绕巩固脱贫成果，
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稳步实施。围绕创建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县，持续跟踪监督生态环保工作，

督促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三）深入推进法治进程。深入贯彻新时代
全面依法治国方略，坚持厉行法治，加大法律监
督力度。弘扬宪法精神，履行宪法使命，进一步
推动宪法精神深入人心。继续加强执法检查，确
保法律法规有效实施。深化依法治县实践，监督
和支持＂一府一委两院＂正确行使行政权、监察
权、审判权、检察权，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

（六）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坚定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自信，对标＂两个机关＂建设，切实提升

履职能力和工作水平。不断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
果，建立健全人大机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制度，形成人大机关践行初心和使命的长效机
制。全面落实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意识形态工作
责任，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断强化大局
观念、法治思维和履职能力。认真做好人大专门

委员会和常委会工作部门相关工作，进一步理顺
组织机构，确保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机构协调一
致、有效运转。加强对乡镇人大工作的联系指

导，培植特色、树立典型、推广经验，不断提高

县乡人大工作整体水平。加强人大宣传工作，不
司法、全民守法，着力营造公平公正的法治环 断扩大人大工作的影响力。

动社会治理创新发展，深入推进严格执法、公正
境。进一步加强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和人大信访

工作。
（四）努力增进民生福祉。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紧盯短板
弱项，积极建言献策，破解矛盾问题，努力用更
高质量的民生保障水平，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
果。紧扣群众关心、社会关注、影响发展的事

各位代表！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旗帜，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守正创新、主动作为，为创建国
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全面建设新时代更高质
量的陇上强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
规划圆满收官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项，开展视察调研，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
支持促进发展，切实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真切向往。围绕完善城市功能深入调研，助推县
城精细化管理水平不断提升。关注和支持社会治
理事业，围绕平安永登建设开展视察调研，保障
人民安居乐业，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有关名词注解
【宪法＂八进＂活动】即，在宪法学习宣传
贯彻落实的过程中，推动宪法进机关、进学校、
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网络、进军营、进

宗教场所＂八进＂活动。

（五）充分激发代表活力。坚持代表主体地

【＂天堂水＂】为解决永登县秦王川地区干
旱缺水问题，甘肃省水利部门自１９７６年至１９９５

位，健全代表学习履职长效机制，提升代表的政

年，勘测设计并建造了将流经青海、甘肃两省交

治素质、法律素养和履职能力。组织代表参加人
民代表大会、列席常委会会议，邀请代表参加视

界处的大通河水，调入兰州市以北６０公里处的永
登秦王川地区的大型水利工程，简称＂引大入秦
工程＂。因引大渠首有天堂寺景观，群众也称引

察、调研、执法检查等活动，保障代表的知情
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完善代表履职档案，丰富
代表活动内容，积极为代表履职创造良好条件。
完善＂一家多站＂式服务网络，深化和拓展＂两
联系＂制度，使人大工作更接地气、更得民心。

大水为＂天堂水＂。

及时交办、有效督办代表议案、建议，提高办结

成人员和乡镇人大主席、副主席联系代表，代表

率、落实率和满意率，更好调动代表为民代言的

联系选民和群众。

积极性。

·２０·

【＂家＂＂站＂】即人大代表之家和人大代
表工作站，均为人大代表履职活动场所。
【代表＂两联系＂制度】即县人大常委会组

【＂两个机关＂】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使

特 辑
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成为全面担负起宪法法律赋

了代表作用。

予的各项职责的工作机关，成为同人民群众保持

【＂六稳＂工作】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
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

密切联系的代表机关。

【＂一家多站＂式服务网络】即为加强代表
工作，每个乡镇都设立了一个人大 代表之
＂家＂，平均四个村设立了一个人大代表工作

【＂六保＂任务】即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
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
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

＂站＂，借助＂家＂＂站＂平台，开展代表学习培
训、述职评议、选民接待等履职活动，切实发挥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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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
（在永登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杨平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４日）

各位代表∶

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围绕＂两不
现在，我代表县人民政府，向大会报告工 愁、三保障＂目标，按照＂六个精准＂＂五个一

作，请予审议，并请县政协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员

提出意见。
２０１９ 年工作回顾
２０１９年，是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是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更是我县历史性实现整

批＂要求，尽锐出战，精准施策，全力打赢打好
脱贫攻坚战。２０１３年以来，累计投入资金１７．５亿

元，其中县级财政投入７亿元，全县１０２个贫困
村全部退出，２２７６８户７９４２６人稳定脱贫，贫困
发生率由２０１３年底的１６．１７？？降至０．０８？？２０１９
年４月，省政府批准我县退出贫困县序列，标志
着我们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县脱贫摘帽的一年。一年来，我们以习近平新时

脱贫成果持续巩固。紧盯国家、省级脱贫攻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贯彻党的

坚成效考核反馈问题，集中开展＂３＋１＂冲刺清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
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话和指示精
神，在市委、市政府和县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县
人大、县政协和社会各界的监督支持下，团结带
领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攻坚克难，砥砺奋进，全
力打好三大攻坚战，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
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较

零专项行动，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９９．８３？？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医保参保率１００？？全县农村集中
供水率９８？？水质达标率１００？？通村公路实现

全覆盖。当年落实产业扶贫到户资金 ３１２０多万
元，累计认定扶贫车间３２个，稳定公益性岗位
２０３５个，＂消费扶贫＂助力农产品销售额达到
２２７０多万元，农民增收渠道不断拓宽。落实宝坻

好地完成了县十八届人大三次会议确定的各项目 区帮扶资金３１００多万元，实施扶贫项目３９个。
标任务。全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１１２．１５亿元，同 持续强化帮扶力量，组织８１００多名干部，与建档
比增长５？？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４４．９４亿元，同比

增长１４．２９？？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３０．０１亿
元，同比增长８．６？？完成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

立卡户开展结对帮扶，帮办实事１６０００多件。
乡村振兴稳步推进。聚焦产业兴旺，壮大新
型经营主体，培育龙头企业７２家，创建示范合作

入４．４５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

社５６家，通过＂公司＋基地＋农户＂等模式，带

２５４６２元、１１６９２元，同比增长８．４？９．８？？

动农民２万多人。聚焦生态宜居，扎实开展＂三

一年来，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致力于补短板强弱项，全面小康基础

不断夯实

大革命＂，改厕１６４６０座，改炕５５００个，改灶８００
个，创建清洁村庄１６０个，建立农村清洁队伍

２１３支，村庄清洁常态化机制初步形成。聚焦生
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效。始终把脱贫攻坚 活富裕，持续推进＂三变＂改革，２．３万农户实

·２２·

特 辑
现分红收益１２２４万元，村级集体经济年收入５万

元以上的村达到８９个。落实特色产业贷款１亿
元，助力农村产业发展。聚焦乡风文明，规范村
规民约，破除陈规陋习，健康向上的文明乡风更

加浓厚。
（二）致力于防污染强治理，生态环境质量

持续提升
绿色底蕴持续增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

中国农业品牌目录，苦水镇获评全国＂一村一
品＂示范村镇。完成农民科技培训１５００人次，创
建市级农业科技示范园区３家，＂三农＂信息平台

加快建设，智慧农业迈出新步伐。
工业经济转型升级。围绕培育绿色产业链，
利用绿色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祁连山骨料生产
线、西铁余热发电、红狮固废综合利用等一批绿
色环保项目建成投产。围绕节能环保、清洁能

创建工作有序推进，完成退耕还林补植补造１万 源、新型建材等生态产业，引进金路交通设施制
亩，封山育林５．４万亩，人工造林１０００亩，祁连山 造安装、鑫鑫源钢结构研发生产等新型工业项目
重点区域造林１．３４万亩，经济林建设６０００亩，义
务植树１００万株。绿化东西两山６７５０亩，栽植苗木

１５个，为工业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认真落实服
务企业＂四个机制＂，细化＂一企一策＂，全面落
实中小企业减税降费政策，清欠中小企业账款

５８万株。拓展生态发展空间，实施美丽乡村绿化
工程３个，绿化龙中公路３公里、两河沿岸５４５ ７７２６万元，工业生产降幅快速收窄。新增规上企
亩。龙泉寺镇河西村被认定为国家森林乡村。
业３家，累计达到３３家，完成工业增加值２６．１６
污染防治坚决有力。严格落实扬尘管控等措
施，整治＂散乱污＂企业７０家，淘汰燃煤锅炉

亿元。

３５台，全年空气优良天数达到３４８天，空气质量

树屏小镇、开心农场、田园牧歌等为引领的田园

第三产业活力迸发。持续推进以幸福农庄、

位居全市前列。全面落实河湖长制，扎实推进县 综合体扩容增项，创建旅游示范镇１个、旅游专
城水源地环境整治，清理整顿各类违法经营单位 业村３个，新增农家乐 ７０家，改建新建旅游厕所
２５９家，县城饮用水水源地和两河４个断面水质 ２０座。实施红城感恩寺保护修缮项目。成功举办
１００？？标。重点行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全 兰州玫瑰节等重要节会，积极开发灯艺展演、冰
面展开，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工作有序推进。
雪娱乐等一批冬春季旅游项目，全季旅游初见成
环境整治成效明显。全域无垃圾专项治理、 效，全年接待游客５９８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
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深入开展，清除航拍垃圾

点位２６００处、垃圾１７万吨，拆除乱搭乱建、废

入４５．９亿元。提升改造村级供销综合服务社１７
个。新增限上企业１７家，培育电子商务骨干企业

弃棚舍１５００多处，整治河道２００多公里，清理沟 １０家，创建示范性网店４５家，全县电子商务交
渠 １６００多公里。建成农村无害化垃圾填埋场２
个、焚烧站２座，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稳

步提高。

（三）致力于稳增长促发展，经济发展后劲

，不断增强

易额达到１．４亿元。现代服务业成为拉动经济增

长的新引擎。
重大项目集中推进。严格落实投资项目清单

管理和领导干部包抓责任制，聚焦十大生态产
业，谋划生态产业项目１０５个，实施循环农业、

现代农业提质增效。持续深化农业供给侧结

文化旅游、通道物流等九大工程，实现生态产业

构性改革，做大做强十大特色产业，玫瑰＂独一

增加值３９．９１亿元，占全县ＧＤＰ比重３５．６？？全

份＂，高原夏菜＂优中优＂，禾尚头、七山羊＂特 年争取中央省市预算内资金７６５８万元、债券资金
中特＂，中药材、马铃薯＂好中优＂等产业集群
优势凸显。全年粮食产量达到１３．５万吨，畜禽养

１６６３７万元。配合中兰客专、景中高速、Ｇ３４１线
永登段和航空煤油管道等国家重点项目建设，全

殖量达到２７３万头（只）。认证无公害农产品９

面完成征拆任务。坚持精准招商，全年执行招商
引资项目４５个，总投资１６７．４亿元，已开工项目

个、绿色产品２个，实施农产品加工项目５个，
＂山里红＂有机蔬菜直供香港，＂苦水玫瑰＂入选 ４２个，新增落实到位资金７５亿元。第２５届兰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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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共签约项目３５项，签约资金１１２亿元。

（四）致力于拓功能优环境，城乡整体面貌

明显改善
城市服务功能不断完善。修编完成《永登县
城市总体规划》。永窑路庄浪河大桥建成通车，
西城区幸福大道开工建设。改造胜利街、团结街
等主干道１１公里，地下供排水管网３．１公里。城
区建筑垃圾填埋场，青龙山、人民公园基础设施

工建设，远程医疗会诊系统全面建成，ＤＲ、彩

超和健康一体机配备实现乡村全覆盖。提升村级
健身场地５０个，开展文化下乡百村行等活动２７０

多场次。永登＂千层月饼＂＂红市花灯＂走进央
视，饱含丰收喜悦，延续代代乡愁。成功举办庆
祝建国７０周年系列活动，凝聚了党心民心，增强

了民族自豪感。
民生保障持续加强。实现城镇失业人员再就

提升等一批市政工程全面竣工，完成祁连山水泥 业３３８２人，劳务输转８．８万人，创劳务收入２０．８
等３家国有企业职工家属院维修改造工程。实施 亿元。城乡低保标准提高８？？发放各类困难群
城市园林绿化工程，栽植树木３万余株，新增绿 众补助１亿多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
地２万多平方米，城市绿化覆盖率达到２５？？投

参保率分别达到９６？９８．６？？发放养老金１．１８
亿元，支付医保金３．０７亿元。＂幸福兰州●为老

资近１．５亿元，全面完成城区清洁能源供热改造
一期工程、城乡供水补充水源工程，圆了老百姓 驿站＂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平台启动使用，
用上清洁暖、喝上天堂水的梦想。
城市精细管理逐步加强。扎实开展＂精致兰

建成城市社区日间照料中心１个、农村互助老人

幸福院５个，县福利院基础设施改造全面完成。

州＂三年专项行动，购置自动清扫车４辆、雾炮
车１辆，城区主干道保洁作业机械化，背街小巷
清扫网格化，生活垃圾、餐厨垃圾实现集中回

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
法＂责任制，＂七五＂普法扎实有效。强化食品

美丽乡村建设积极推进。以特色小镇建设为
抓手，建成苦水街文化广场和非遗展演中心，敷

实现＂九连冠＂。

设武胜驿美食一条街雨污管网２公里、硬化地坪

不断加强

８０００平方米。红城、河桥、大同生活垃圾场完成
合环境整治项目１１个。红城镇被列为中国历史文

政治建设持续强化。深入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不断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折

化名镇，苦水镇被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

不扣落实中央大政方针。全面落实从严治党主体

乡，苦水街村被评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龙泉寺
镇入选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镇，龙泉寺村被评为
甘肃省农村社区建设示范村。

责任，持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严格执行中央八
项规定及实施细则，坚定不移纠正＂四风＂，查

（五）致力于谋民生保民利，人民生活福祉

依法行政深入推进。严格执行＂三重一大＂
报告制度，坚持政府党组集中学习和常务会学法

全链条、药品全过程监管，群众饮食用药安全得
收，县城环境持续改善。全面落实＂门前三包＂ 到有效保障。加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治
责任制，依法整治占道经营２５００多户，拆除违规 理，深化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整治，安全生产、防
户外广告１８０多块。优化道路交通信号、标志标 灾减灾和应急救援工作被评定为全市优秀等次。
线设置，运用非现场执法手段，整顿车辆乱停乱 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扫黑除恶专项行动
放，城市智能化管理水平逐步提升。
和禁毒人民战争深入推进。全省双拥模范县创建

年度建设任务。实施美丽乡村４个，完成城乡融

持续增进

（六）致力于转作风提效能，政府自身建设

处侵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１４件。

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完成龙岗小学、连铝学

制度，认真落实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专家

校等改薄和能力提升项目１３个，永登九中基本建

论证等法定程序，政府决策更加科学、民主、规
范。重新审核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全面完成行政
执法换证工作。自觉接受人大法律监督、政协民

成，西城区小学和幼儿园加快建设。县妇女儿童
医院、七山乡卫生院建成使用，县医院综合楼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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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监督和审计监督，办理人大代表建议６１件、政

年，也是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十四

协委员提案６７件。

五＂发展谋思路打基础的一年。年初，面对突如

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政府部门机构改革全面
完成。深化＂放管服＂改革，认领编制事项４９７
项，积极推进＂一网通办＂，开通在线办理４５８
项，网上可办率达到９２？？营业执照实现全程电
子化登记和３个工作日办结，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实现一家牵头、并联审批、限时办结。积极开展
＂四察四治＂＂基层减负年＂专项活动，全县性会
议、文件同比分别减少３２？３９？？同时，统计、

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

亲自安排、亲自部署，全县上下快速响应、闻令
而动，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市要求，坚
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内防扩散、外防输入，群策群力、联防联控，全

民族、宗教、气象、地方志、妇女儿童、残疾人

县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在做好疫
情防控的前提下，抢抓时机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
活秩序，稳住经济基本盘，兜住民生保底线，经
济发展企稳向好，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等方面的工作也取得了较好成绩，为推进全县经

今年政府工作的总体要求是∶ 以习近平新时

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
各位代表！过去一年，我们取得这些成绩实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
属不易。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领导的结果，是县人大、县政协和社会各界有效
监督、鼎力支持的结果，是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忘
我拼搏、无私奉献的结果。在此，我代表县人民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话和指示
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县委相关会
议精神，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
本方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政府，向全县各族人民，向全体人大代表和政协

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

委员，向驻永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公安干

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改

想科学指引的结果，是市委、市政府和县委坚强

警，以及所有关心、支持和参与永登建设的各界 革开放为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决打赢三大
人士，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攻坚战，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
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当前永登发展还存在
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农业规模化、品牌化、
集约化程度不高，龙头企业、合作社带动力不
强，农民持续增收的渠道还不太顺畅。教育、医
疗、就业、养老等民生领域还有一些短板，与
群众的期待还不相适应。财源性项目培育不
足，财政刚性支出持续加大，保民生、保工

保＂任务，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
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
区间，以加快建设绿色生态经济强县为引领，努
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全面建设新时

代更高质量的陇上强县，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得到人民认可，经

得起历史检验。

资、保运转压力较大。一些干部创新意识不
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
强，担当精神、实干作风和能力素质与新时代 总值增长６．２？？一产增加值增长６？？服务业增
新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抓落实的能力还有待 加值增长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７．２？？
提升。对此，我们将坚持问题导向，以更加昂
扬的斗志、更加有效的举措、更加务实的作

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长５？？城乡居民人均

风，尽心竭力做好各项工作。

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提升５．３？？
面对疫情挑战，我们要坚定信心、迎难而

２０２０年重点工作部署

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７．５？９？？十大生态产业

上，以做加法的思维拓展存量，以做乘法的思维

创造增量，快马加鞭推进全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

各位代表！今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

工作。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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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攻克最后贫困堡垒，决战决胜全面小
康。严格按照＂四不摘＂要求，接续发力打好脱
贫攻坚整体歼灭战，以脱真贫、真脱贫的实际成
效圆满通过国家普查，确保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

村产业全面兴旺，农村环境更加靓丽，乡风文明

富有灵魂。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坚决落实粮食安全责任
制，开展农村撂荒地整治行动，实施耕地轮作休
耕２万亩，有效盘活闲置土地资源。做优做精

完成贫困人口清零。全面实行县级领导挂牌

＂十大特色产业＂，新建千亩示范基地３个，推广

作战，紧盯全县３５１名未脱贫人口、３６１名监测

无公害农产品标准化生产技术４６项，认定无公害

人口和５９６名边缘人口，落实＂一户一策＂精准
帮扶和巩固提升计划，确保贫困人口清零。完善
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加强实时监测和动态

农产品６个、生产基地７４万亩，认证＂三品一

标＂农产品５个，注册商标２个，农产品质量安

全检测合格率达到 １００？？

管理。全力构建保险保本垫底、入股分红保底、

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公益性岗位托底、低保政策兜底的稳定脱贫保障
体系，确保全面小康路上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补齐基础设施短板。聚焦中央和省市反馈问
题，扎实推进＂３＋１＂冲刺清零后续行动、＂５＋
１＂专项提升行动，实施农村安全饮水巩固提升
工程５２处，确保农村供水稳定、水质达标。实施
提灌、塘坝等一批农田水利项目，新打机井９
眼，衬砌渠道１００公里以上，不断夯实农业发展
基础。深入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全面完成
武胜驿大川口至奖俊埠、中堡至坪城公路升等改
造，硬化入户道路 １００公里以上，改造危桥２

合发展，鼓励东方天润、九香玫瑰、皇家玫瑰等

玫瑰企业拓展市场走出去，扶持子山种植养殖、
金牧牛羊肉加工等龙头企业做大做强树品牌，推

进农业产业向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方向转型
升级。以农产品精深加工为突破口，新培育龙头
企业３家。推动农民合作社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

变，规范提升合作社３０个，创建示范合作社２２

个。健全完善良种繁育、疫病防控、保险保障和
科技支撑体系，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投保参

保，防范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坚持高标准规划，完成

座。全面落实农村公路＂路长制＂，理顺农村公 ＂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继续深入开
路管护机制，确保农村道路安全畅通。
展＂三大革命＂，改建新建村公厕７６座、农户
促进农民稳定增收。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

展，为７５个村补助发展资金３７５０万元，把更多

收入不稳定的农户链接到集体经济的增收链上。
加大就业扶贫力度，力争年内输转劳动力８．８万
人次，其中贫困劳动力１．５万人次以上。积极拓
宽就业渠道，新增＂爱心发屋＂公益性岗位２００
个，巩固公益性岗位２０００个以上，认定扶贫车间
５个，着力提升合作社带贫能力。坚持志智双
扶，开展就业技能培训６０００人次以上。持续深化
东西部扶贫协作，多措并举拓展产业合作、劳务
协作、消费扶贫、人才支援、民企帮扶等协作领
域，实施好永天绿源食用菌等４个东西部扶贫协

厕所２１５６５座，改炕４５００个，争取实施农村粪污
处理设施项目１个。创建清洁村庄４０个，建成美
丽乡村７个。加快农村拆危治乱进度，努力消除
视觉贫困。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遏制不良

风气，培育优良家风，繁荣乡村文化，让人居环

境更美丽、文化生活更丰富、民风乡风更淳厚。
（三）严守环境保护红线，筑牢生态安全屏
障。以创建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为总抓

手，立足祁连山冰川与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实

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共同发展。
（二）聚焦聚力三农工作，全面推进乡村振

际，打造天蓝、水净、地绿的美好家园。
养好青山。抓好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
改，加快信访转办件办结进度，确保整改问题不
反弹。配合做好全省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三
线一单＂编制工作，实现一图、一表、一清单，
从源头上把牢生态环境保护关口。扎实开展林业

兴。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确保乡

四大工程建设，完成人工造林３． ５万亩，封山

作项目，实现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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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林０．６万亩，有效管护森林２１万亩、国家重点

确保完成垃圾处理厂二期项目前期工作，新引进

公益林３６万亩，全民义务植树１００万株以上，确
保全县森林覆盖率稳定增长。

企业５家，税收突破亿元大关。全力配合兰张高
铁、永登西站、Ｇ１８１６线等项目建设，积极协调

守好蓝天。持续加强工业、燃煤、扬尘、机

启动永窑高速公路建设，加快闭合兰州外三环，

动车四大污染源治理，强化水泥、冶炼、砖窑、

主动融入兰西城市群。

碳化硅等重点涉气企业监管。严防施工扬尘、坚
决遏制＂四烧＂现象发生。严格落实冬防各项管
控措施，加大＂散乱污＂企业整治力度。加快完

实施工业强县战略。推进连铝、西铁、祁连
山、红狮等传统产业二次创业，扎实开展增品
种、提品质、创品牌行动，推动产业链向下延

善秸秆禁烧工作机制，推广丰源养殖专业合作社 伸、价值链向中高端攀升，不断增强企业核心竞
秸秆回收模式，力争实施七山乡秸秆综合利用示 争力。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着力打造一批产
范区建设项目。年内空气质量优良率保持在９０％ 业集群，力争完成广袤五金、同仁实业、新丝路

以上。

护好碧水。积极对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国际等项目建设。加大＂小升规＂企业培育，全
年新增重点培育企业５家，扶持培育入规企业３

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力争实施大通河、庄浪河、 家 ，完 成规上 工业 总产值 ８５．６ 亿 元。
尼嘛沙沟防洪治理和生态修复工程。严格落实河 推进第三产业发展。加快推进金鹏源、顺顺国际
湖长制，统筹推进黄河支流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

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常态化开展＂携手清
四乱、保护母亲河＂专项行动。巩固县城饮用水
水源地环境整治成果，做好枯水期联防联控工
作。持续加大饮用水水源地巡查管控和水质监督
监测，确保两河水质达到国家三类标准，饮用水

等通道物流项目建设。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借力
网络直播促销，力争电商交易规模增长３５？？

上。加快景区整体开发，完成树屏丹霞一期、鲁

土司衙门雷坛壁画保护工程，重点支持猪驮山自
驾游营地、西部玫瑰谷等２５个乡村旅游项目，倾
心打造乡村休闲漫游打卡地。依托融媒体矩阵，

水源地水质稳定达标。
创新开展以兰州玫瑰节、土司文化节为代表的文
管好净土。积极争取省市农业废弃物综合利 旅节会，打响＂七彩永登·炫染丝路＂新品牌。
用补助资金，大力推广秸秆、尾菜、废旧农膜无 创建旅游示范乡镇１个、旅游专业村２个，发展
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确保农作物秸秆利用率

农家乐２０家以上，力争实现旅游综合收入５５亿

达到８３？？上，尾菜处理利用率达到４０？？上，
废旧农膜回收利用率达到８０？？上。

元以上，增速达到２０？？上。深入推进供销社综
合改革，新增村级服务社２１个。大力发展文化、

（四）做大做强实体经济，推进经济高质量
发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传统产业改

健康、家政等服务业，新增限上企业 １０家以上。
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放管服＂改革，争取

造升级、新兴产业引入壮大，做强实体经济，做

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可办率达到９２？？上、＂一窗

大财税蛋糕。

受理＂率达到７０？？上、＂最多跑一次＂事项达

狠抓项目带动。抢抓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

到８０？？上。加快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

政策机遇，围绕农产品精深加工、新型建材、能 革，建立健全＂多规合一＂工作机制。持续开展
源开发、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全面发力，精准
招商，力争新引进项目签约额达到１１０亿元，到

位资金增长率７？？全年谋划储备成熟项目８０个
以上，总投资１１０亿元以上，年度计划投资４８亿
元以上。把园区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阵地、项
目建设的主战场，完成《兰州树屏产业园发展规

划》审批，争取树屏产业园供气工程开工建设，

千企万商大走访，全面落实减税降费措施，努力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新增非公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２０００家以上，实现非公经济增加值６５亿元

以上。
（五）建管并举精心打造，加快建设美丽家

园。树立精品精细意识，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倾
心打造有品质特色、有颜值韵味、有形象气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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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居宜业家园。

生室１０个。大力推行紧密型医联体、分级诊疗、

完善城市服务功能。按照县城总体规划，改
造提升北城区，加快建设新城区，全面开发西城

医养融合等模式，积极推广中医药适宜技术，扎

区。稳步推进金色年华、香榭国际、瑞居小区等
项目建设，改造＂三不管＂老旧楼院１４处。加快
完善城区路网体系，改造城区道路６条，完成西
林巷综合整治，全力推进幸福大道建设，力争庄
浪河立交桥建成通车。启动天然气管道建设和西
城区清洁能源集中供热项目，改造老旧供热管网
５公里。加快实施永登客运中心建设，推进城乡
公交一体化，实现城乡公交全覆盖。

提升城市治理水平。深入推进新一轮文明城
市创建，集中开展城区管线整治，全面推行城市
生活垃圾分类，精细有效治理＂城市病＂。严格
实施物业信用等级考核，大力提升服务水平。深
度整合城管执法、１２３４５热线等公共信息平台资
源，促进数字城管向智慧城管升级，实现城市管

实开展＂优质服务基层行＂行动，持续深化乡村
医疗卫生机构一体化管理，做实做细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改革完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高

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大力开展爱
国卫生运动，推动医防结合，保障人民群众身体

健康。
提升社会保障能力。促进多渠道就业创业，
新增城镇就业２６００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
在４？？内。做好城乡居民医疗、养老参保工
作，努力实现居民参保全覆盖。分配到户公租房
６０套，让困难群众有住处、住得好。健全完善农

民工工资支付保障机制，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

益。全面落实社会救助制度，织密织牢社会保障

网。

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推进治理重心向基层下

理标准化、常态化、智能化。

移，加快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强力开展扫黑除

推进特色小城镇建设。遵循城镇化发展规
律，立足产业特而强、功能聚而合、形态小而

恶专项斗争和黄赌毒专项治理，严厉打击各类违

美、机制新而活，积极稳妥推进特色小镇建设。

各类灾害事故，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常态化
开展食品药品专项整治，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

完成苦水特色小镇实用性村庄规划，建成玫一路
及停车场。推进武胜驿美食一条街开发，全面完
成红城镇感恩寺道路、连城镇垃圾填埋场前期工
作，力争鲁土司衙门生态停车场开工建设。
（六）全面增强民生福祉，共建共享发展成
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下功夫解决
好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让人民群众幸
福感更强、获得感更实、安全感更足。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面建成西城区教育

法犯罪。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及时应对处置

达渠道，加大非法集资、金融诈骗打击力度，防
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
各位代表！利民之事，丝发必兴。我们将坚
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坚定政府过紧日
子、群众过好日子的决心，尽最大努力为群众办

好９件实事。一是衬砌农田灌溉渠道 １００公里。
二是硬化入户道路１００公里。三是实施农户改炕
４５００个、改厕２１５６５座。四是改造农村饮水管网

园区，扩大学前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公办园、普 ２２公里。五是改造＂三不管＂老旧楼院１４处。
惠园在园幼儿占比分别达到５０？９５？？上。巩 六是改造危桥２座。七是改造提升河桥水厂水处

固提升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成果，加大高中教育、 理车间。八是完成农村妇女＂两癌＂免费普查
职业教育投入，实施薄弱环节改善和能力提升项

目８个。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培训教师４０００人
次。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构建德智
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推进教育事业向更

高质量发展。

推进健康永登建设。建成县医院门诊综合大

８６００例以上。九是开展文化下乡百村行、周末广
场文艺展１６０场次以上。

全面提升政府自身建设水平
建设新时代更高质量的陇上强县需要高效能

楼，启动中医院住院综合楼建设项目，翻建村卫 政府。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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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辐
精神，着力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努力建设人民满

怨的问题，勤勉尽责，勤奋工作，切实用干部的

意的服务型政府。
坚守初心使命。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

辛苦指数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
永葆清廉本色。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

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自觉在政治立场、政治方

责任和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严守政治纪律，严

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带头贯
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实施细则，力戒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强化权力制约监督，紧盯重大工

致，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见行见效。

严格政府绩效管理，深化机关效能建设，向懒政
问责，向怠政亮剑，向误政宣战。
严格依法履职。主动接受县人大及其常委会
的法律监督，积极支持县政协履行政治协商、民
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高质量办理人大代表建

程、重点领域，加强对扶贫资金、财政资金使用

的监督管理，整治群众身边的微腐败，坚定不移

推进政府系统廉政建设。
各位代表！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

议和政协委员提案。主动接受监察、审计、社会 历史交汇点上，我们肩负的责任重大、使命光
等方面监督。建立健全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机 荣。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制，依法科学民主决策，加强行政复议、行政应 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诉工作，推动政府工作全面纳入法制轨道。
增强实干本领。注重专业能力培养，不断提
高施政水平。以问题为导向，善用求解性思维和

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在市委、市政府和县委的
坚强领导下，只争朝夕、不负韶华，为创建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建设新时代更高质量陇上

调查研究法宝，为企业和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强县、决战决胜全面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坚持人民立场，围绕群众最急、最盼、最忧、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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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
（在政协永登县第九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

熊长青

（２０２０年５月 ２３日）

各位委员∶

旗帜鲜明讲政治，政协履职有方向。始终把

我受政协永登县第九届常务委员会的委托，
向大会作工作报告，请予审议，并请列席会议的

政协工作置于县委坚强领导之下，坚持重要工

同志提出意见建议。

会汇报政协党组工作情况，凝心聚力、共谋发

作、重大事项向县委请示汇报，定期向县委常委

展，以高度的政治敏锐性，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２０１９ 年工作回顾

党中央和省市县委的新要求上来，把时间和精力
聚焦到重点工作的目标任务上来，确保了全年各

风雨同舟写历史，团结奋进普华章。７０年
来，人民政协伴随共和国一起成长，同全国各族
人民共同奋斗，创造了辉煌的历史，也必将创造
出无愧于新时代美好的未来。２０１９年，县政协及

项工作的落实，展示了新时代政协工作的新活

力、新形象。
坚持不懈抓学习，理论武装有突破。坚持把

学习作为引领推动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工
程，通过抓好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两支队伍＂

其常委会，在中共永登县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县
人大、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省市政协的关心 的学习培训，推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
指导下，紧紧围绕努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

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落地生根，以思想的新

范县和建设新时代更高质量的陇上强县的目标，

高度、理论的新境界、工作的新状态，对照要求

坚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

＂学＂进去、结合实际＂悟＂出来、联系工作

统揽政协一切工作的总纲和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 ＂做＂起来，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把县委
础的主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的要求变为标尺，把县委的期望变成行动，切实

信＂、做到＂两个维护＂，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 把理论武装转化为推动工作创新、实现提质增效
作用，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牢牢把握 的思路举措。
＂坚持党对人民政协的全面领导＂的根本原则、

＂围绕中心、协商为民＂的主责主业、＂加强思想

和衷共济勤沟通，参政议政有重点。紧紧围
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更加密切与社会各界人

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的中心环节、＂改革

士沟通联系，着力推进政协协商与县委县政府工

创新、提质增效＂的鲜明导向和＂提升履职水
平＂的永恒课题，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

作的有效衔接和全面贯通，把准正确方向，做到
政治协商有深度、民主监督有实效、参政议政有

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水平，切实肩负起做好新时代政协工作的责任和

一年来，县政协工作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

中创新，有方向、有突破、有重点、有特色、有
亮点，体现出五个主要特征。

·３０·

使命，充分彰显人民政协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

独特作用。
忠诚履职善担当，协商民主有特色。始终坚

待 辑
持做到＂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
量＂，聚焦努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
建设新时代更高质量的陇上强县目标任务，在参
与重大决策协商方面卓有成效，在开展重大议题
调研方面凝聚共识，在助力重点工作推进方面担
当作为，在加强重要机制创新方面富有特色，有

效发挥了政协组织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
队伍建设重遵循，积极作为有亮点。履职不

忘初心，担当牢记使命。广大政协委员、机关干
部坚持把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挺在前

议，聚焦＂１８个是否＂，认真进行自我检视，共

查找问题２５条；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班子成员
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了红脸出汗、排
毒治病的目的。同时，政协机关党支部和离退休

干部党支部严格按照县委部署开展主题教育，确
保主题教育不虚、不空、不偏、不走过场，达到
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
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的

目标。

以夯实理论武装为抓手，巩固团结奋斗的共

面，自觉用党章党纪党规规范政协＂声音＂，始

同思想政治基础。以政协党组会为引领，通过主

终保持＂一线＂的精气神，在＂守纪律、讲规
矩、重品行，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中不断
提升履职水平，以新时代奋斗者的姿态开展各项
工作，每次躬身实地的调研，每份凝聚心血的提
案，每场观点激荡的协商会议，都是政协委员在
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上双向发力的生动实践。
２０１９年，县政协常委会主要开展了以下

席会、常委会、界别活动、培训活动，以及学习

强国、甘肃党建 ＡＰＰ平台等方式，形成多层次、
常态化的学习体系。２０１９年，共召开理论中心组
学习会１２次、党组（扩大）会１２次、主席（扩大）
会１０次、常委会４次、委员界别活动１６次。全面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全会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

工作。

话和指示精神，系统学习贯彻中央和省市委政协

一、强化政治意识，政治方向更加坚定

工作会议精神，以及省委十三届十一次全会、市

政协是政治组织，旗帜鲜明讲政治，是人民
政协的本质要求。一年来，县政协及其常委会，

委十三届十二次全会、县委十四届八次全会精

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用新理论武装头脑，
忠诚践行人民政协初心使命，自觉做习近平新时

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动力。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忠实信仰者、实

践者。
以开展主题教育为契机，增强人民政协政治
组织的使命担当。政协党组紧紧围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守初心、担使命、找差
距、抓落实的总要求，把学习教育、调查研究、

神。通过理论大学习、思想大武装，激发了委员

以７０周年迎庆活动为动力，展现人民政协不
忘初心跟党走的坚定决心。以迎庆新中国和人民
政协成立７０周年为契机，举办＂不忘初心同心奋
进＂书画展活动，组织展出歌颂党、歌颂新中

国、歌颂人民政协光辉历程的书画作品１２０多
幅。并根据《关于报送庆祝人民政协成立７０周年
理论研讨会稿件的通知》要求，在市政协庆祝人
民政协成立７０周年理论研讨论文汇编发表论文３

检视问题、整改落实四项重点措施贯通起来，有
机融合、统筹推进。全体班子成员参加县委常委 篇。其中《人民政协的新方位新使命与更好发挥

会读书班，开展研讨交流，先后撰写发言材料 １５ 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由市政协推荐报送省政协。
篇；立足职能职责，沉下去了解民意、掌握实
情，围绕县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情况、乡村治理现

状、全县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城建设管
理、社区建设、交通路网建设等课题开展了调查
研究，召开调研成果交流会，形成调研报告６
篇；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带头讲，党组成员及时讲
专题党课４次；召开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专题会

同时，积极配合市政协组织的＂兰州市政协系统
庆祝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书画作品联展＂活动，组
织县政协委员广泛参与、深度融入，进一步扩大

了永登社会影响。
二、强化协商意识，凝聚共识更加凸显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一年来，县政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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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常委会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协商就要真协商＂
的重要指示要求，紧紧扭住瞄准＂靶心＂、对照
＂焦点＂、备足＂功课＂、拿出＂干货＂四个关键
节点，积极推进协商议政工作提质增效。
瞄准＂靶心＂真协商。县委给政协＂出
题＂，体现的是对政协工作的重视和信任；政协

对照＂焦点＂善协商。视察工作是人民政协

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的重要
形式和有效手段。２０１９年，县政协精心选题视
察，精确论证建言，做到议政剖析问题有深度，
对策建言有力度。围绕《全县社区建设工作》开

展视察活动，现场协商尽精诚之力；围绕《县域

尽力＂解题＂，帮助政府＂破题＂，是县政协服务

内内伸外延道路路网建设情况》开展视察活动，

发展大局的职责和使命。２０１９年，县政协根据九
届三次会议上魏旭昶副市长对政协调研课题的安
排要求，围绕全县农业产业化发展、全面实施
＂工业强县＂战略、现代服务业发展、城镇低收

联动协商谋长远之计。通过采取＂委员提、部门

答，政协议、党政应＂的方法，让政协委员与县

直部门负责人面对面进行协商，坦诚交换意见，
回应委员关切，在观点交锋、思想交流、情感交

入困难群体生活情况等４个调研课题，在深入全 融中弘扬了民主精神。
备足＂功课＂勤协商。协商议政能不能议出
县基层调研的同时，课题组又分赴四川、江苏、
贵州、广西等地学习考察，借鉴外地成熟经验，
形成了４篇有深度调研、有深刻分析、有对策建
议的调研报告。在调研过程中，一个调研课题召
开一次专题协商会，邀请县委县政府分管领导参

加专题协商会，共提出意见建议２３条；参与调研
工作的政协委员，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结合一线
工作实际和发展需求建诤言、谋良策、出实招，
调研走访留下了委员印记，协商议政展现了政协

作为，调研报告贡献了政协智慧。
市政府副市长、县委书记魏旭昶就４篇调研
报告作出批示∶＂县政协认真履行三大职能，围

＂金点子＂、＂好点子＂，前期准备工作尤为关键。
２０１９年，我们注重发挥政协委员的协商主体作
用，强化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政治站位，拓宽知
情明政渠道、开阔思路视野，深入开展调查研

究、提出真知灼见，不断提升委员协商能力水

平。８个委员界别小组有的放矢、提前谋划、抓
主抓重先后围绕脱贫攻坚、产业发展、生态旅
游、民生改善等方面工作进行深入调研活动，共

召开协商议政座谈会１６次，收集整理上报社情民
意信息３０余条。委员们积极履行参政议政职责，
为汇集民智参与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绕中心服务大局，所做的关于全面实施＂工业强

拿出＂干货＂敢协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县＂战略，现代服务业发展，农业产业化发展，

＂政协委员要敢于讲真话、建诤言，及时反映真
实情况，勇于提出建议和批评，帮助查找不足、

城镇低收入困难群体生活情况等四个调研报告内
容充实、逻辑清晰、分析深刻。提出的意见建议
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对策措施务实创新、有针对
性、可操作性。请县政府认真研究及时转化调研

解决问题，推动各项改革发展举措落到实处。＂
对此，县政协在开展各项协商议政活动中，要求
政协委员坚持问题导向，敢于直面热点、难点问

成果，安排乡镇及有关部门切实强化措施，全力 题，拿出议政管用的＂干货＂。２０１９年，分别由
抓好落实。＂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平同志对４个调 四位分管副主席带队，组织部分委员、各委办负
研报告也作出批示∶＂２０１９年以来，县政协围绕 责人组成６个督办小组，筛选九届三次会议提出
工业强县、农业产业化、现代服务业发展和城镇

的事关改革发展、生态环境、改善民生的６件重
点提案进行督办，提出意见建议１０余条。通过委

低收入困难群体生活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形成
了四个调研报告。这四个报告内容详实，分析问 员与县委县政府分管领导、部门负责同志面对面
题切中要害，意见建议科学务实，请政府各分管 交流意见，为永登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
同志和县发改、工信、农业农村、商务、民政等

有关部门认真研究，积极采纳，特别是要借鉴省
外成功经验，力促我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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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

三、强化委员意识，履职能力显著提升
政协委员是政协履职的主体，政协活力的展

特 辑
现靠委员、事业发展靠委员、履职创新靠委员。

提案。抓得好，县政协班子成员带队，组织部分

一年来，县政协及其常委会以＂制度建设＂为重
点、以＂学习培训＂＂界别小组活动＂为抓手，
以＂正面激励＂为主导，坚持把抓好委员培训、
委员活动、委员提案、委员管理、委员宣传和委
员表彰等工作纳入政协工作重要日程，委员的履
职激情和工作热情得到有效发挥。

委员、各委办负责人组成督办小组，对重点提案

强抓委员培训。县政协在充分利用微信平

了提案办理的满意度。九届三次会议期间，共立

进行督办，力促提案落地见效。办得好，各承办
单位采取上门走访了解情况，吃透问题，明确任

务，责任到人的工作方式，使提案得到很好落
实。议得好，突出全过程协商和全过程督办，突
出精品提案培育和＂相似＂提案整合，有效提高

台、小组活动等形式，抓好委员经常性培训的同 提案７６件，办复率达１００？？满意、基本满意率
时，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搭建学 达９８．８？？为解决群众诉求搭起了民声桥梁，为
习培训平台，不断加大培训力度，有效促进了委 党委政府决策提供了民意依据。
员学习培训活动的开展。２０１９年，安排３４名政
协委员和机关干部，赴中国政法大学贵阳培训基

严抓委员管理。《永登县政协委员管理办
法》的施行，标志着我县政协委员履职服务管理

地培训学习；县政协班子成员、政协常委、各民 工作步入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轨道，通过采
主党派负责人参加省委党校＂富民兴陇＂专题讲 取数据化、内务化考核方式，将委员出席会议、
座；邀请兰州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撰写提案、视察调研、界别活动等情况进行登记
毛锦凰同志，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县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专题讲座；微信平台发送学

考核，年底全委会晾晒＂成绩单＂，让委员履职

有了＂明白账＂。２０１９年，县政协对履行职责不

习信息３２条，界别小组集中学习２４次。通过学 积极的委员进行约谈提醒；因工作调动的７名委
习培训，全面提升了委员和政协工作者的政治把 员，及时进行增补，使委员专业结构得到优化、
握、调查研究、建言献策、解疑释惑、沟通协调

综合素质得到提升。同时，我们为全体委员订阅

的＂五种＂能力。

《民主协商报》，并通过微信公众号及时将中央和

精抓委员活动。委员小组活动是县政协的一 省市县委政策方针，全国政协和省市政协重点工
大特色品牌，也是发挥委员主体作用的重要载

作传达给委员，为委员知情明政、体察实情搭建

体。２０１９年，县政协各界别小组根据《县政协委
员小组活动实施方案》的部署要求，按照＂明确
职能定位、强化责任担当、优化履职服务＂的基
本思路，以开展提出一条合理建议、争做一件好
事实事、组织一次公益活动的＂三个一＂委员帮

平台。永登县政协被省政协评为２０１９年度《民主

扶活动和开展送政策、送思路、送技术、送信

息、送项目＂五送＂爱民行动为载体，开展敬老
院慰问、送医送教、捐赠助困献爱心等委员界别
活动１６次。政协委员一心为民的情怀和强烈的社

会责任担当受到群众称赞。
细抓委员提案。提案是政协履行政治协商、
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最广泛、最直接、最具
活力和最有成效的形式。２０１９年，县政协以＂四
好＂工作法，引领提案质量整体提升。提得好，
事前坚持问题导向，广泛开展调研，提出问题鲜
明、分析透彻、建议操作性强、社会关注度高的

协商报》发行工作先进单位。
实抓委员宣传。树立榜样示范引领，发扬先
进带动作用。＂政协委员代表各界群众参与国
事、履行职责，这是荣誉，更是责任＂。２０１９
年，精心策划、认真打磨，在县融媒体中心推出
系列专题片《政协委员风采》７期，７名争先创
优、积极履职，为建设＂美丽小康新永登＂做出
突出贡献的优秀委员从幕后走到台前，在广大政
协委员和全社会引起强烈的反响和共鸣，调动了
全体委员干事创业的热情和干劲。专题片《春雨

润本满园芳——永登县政协委员、县幼儿园郑振
鸿》在２０１９年度全市＂宣传政协好新闻＂评选中

荣获二等奖。

善抓委员表彰。九届政协三次会议以来，全

体政协委员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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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积极运用刺清零、查漏补缺的要求，落实好包乡包村包户
提案建言献策。提案承办单位把提案办理作为广 工作任务，亲力亲为、真抓实干，用实际行动为
听民意、集中民智、推动工作的动力，认真办理 全县脱贫攻坚助力。二是主题教育严督实导。按
和落实提案意见，使政协提案在围绕中心、服务

照县委要求，３名党员副主席带领３个巡回指导

大局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本次全委会对在２０１９年
度工作中表现突出的１４名＂优秀政协委员＂，５
名＂优秀提案者＂和３家＂提案承办先进单位＂
进行表彰，将更加激发起委员立足岗位创一流业
绩，提案承办单位立足县情为民解忧的责任感和

组，坚持自觉对标对表，及时校准偏差，有效传
导压力，激发活力，严督实导，从严从实落实各
项任务，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良好的精神状态做
好６个乡镇１９个部门单位指导工作，努力把主题

四、强化为民意识，服务大局更加务实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集中整顿软
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工作安排。班子成员坚持问题

使命感。

政协机关既是参谋部，又是服务部。一年
来，县政协积极营造和谐、优质、高效的服务环

境，自觉把协调服务体现在政协工作的各个方
面，全方位为委员履职提供坚实保障，创造优良

环境。
贯彻好新型政党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人民政协集协商、监督、参与、合作于一体，
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
构，是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发扬民主、参
与国是、团结合作的重要平台＂。２０１９年，县政
协坚持与各民主党派的联系沟通，积极为民主党
派、无党派人士搭建协商议政平台，邀请参加调

教育的成果转化为推动全县各项工作的强大动
力。三是基层党建精准助力。根据县委组织部在
导向，及时对全县６个乡镇３６个村进行走访调
研，听民声纳民意，逐个摸底排查，建立《调研
工作台账》，４名党员副主席包抓的４个软弱涣散
党支部顺利通过省委组织部验收。四是带头宣讲
四中全会精神。全体班子成员参加全市县级干部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轮训班，并深

入分管、联系的部门、乡镇、村、企业带头开展
宣讲６场次，推动四中全会精神入脑入心、落地
生根。五是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结合
县政协工作实际，突出政协特点，抓好政协机
关、委员队伍的政治引导、思想引导工作，把意

研视察、民主监督和协商会议增进相互联系，不

识形态责任落实与政协履职结合起来，确保政协

忘合作初心，努力营造团结共事良好局面。县政

意识形态阵地可管可控。六是生态环保全力支

协主要领导两次调研各民主党派工作，召开座谈 持。两名副主席带队督查，与县委县政府密切协
会，听取各民主党派工作汇报，与大家互动交 作配合，切实形成工作合力，为努力创建国家生
流，传达了县委、县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和县政 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积
协重点工作。班子成员按照《关于建立与各民主

极助力。七是扫黑除恶鼎力相助。认真贯彻落实

党派联系制度的通知》安排，进一步加强与各民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支持参与，推

主党派的联系。大家一致认为，政治上政协与党 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扎实深入开展。带头遵纪守
派是同一个命运共同体，只有坚定一致性＂圆 法，讲规矩、守纪律，积极参与到扫黑除恶专项
心＂，拉长＂多样性＂半径，才能画出更大同心 斗争中。八是创城工作积极参与。县政协始终把
圆。也只有通过双向互动，形成合力，才能更好

发挥作用，实现共同的政治目标。

＂创城＂工作摆上重要日程，强化责任担当，争
当精神文明建设的先锋，助力永登文明提升，为

落实好中心工作任务。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是人民政协履职的永恒主题，必须长期坚持、一以

我县＂创城＂工作发挥积极作用。九是营商环境
献策出力。深入贯彻落实县委新一轮＂千企万商

贯之。一是脱贫攻坚主动作为。始终把助推脱贫

大走访＂活动决策部署，班子成员对１１家企业通

过实地走访查看，召开座谈会等形式详细了解企
机关全体干部，紧盯＂两不愁三保障＂，按照冲 业发展、营商环境等情况，协调解决企业在生产
攻坚作为一项重中之重的工作来抓，班子成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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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辑
经营中的困难和问题，征求企业对永登县营商环

＂五型＂机关。一是加强机关干部队伍建设，严

境的意见建议，助力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民主生活会、

发挥好交流合作职能。为更好地适应新形

势、新任务对政协工作的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县
政协在认真履行好各项职能的同时，认真接受省

组织生活会制度，推动党支部建设标准化。扎实
开展＂大学习、大武装、大培训、大提高＂活
动，不断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

市政协的工作指导，积极加强与兄弟县区政协之
间的交流合作，形成了上下联动、互通情况、取

思想凝魂聚气，开创了永登政协事业发展的新局

长补短、协调一致、共谋发展的良好局面。一是
积极配合参与省市政协组织的调研视察活动，赴
红古区、皋兰县参加市政协组织的乡村振兴战略

退休老干部党支部，组织离退休党支部班子成员

实施情况调研活动；二是陪同省政协副主席马文

云、市政协副主席张永财对县海德寺、城关清真
寺，以及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事务依法管理的视
察工作。三是市政协主席李宏亚在调研永登县政
协工作时，先后走访调研了越国开心农场、县人
民医院综合楼建设项目、县融媒体中心、农村厕
所革命和农业养殖合作社。他边走边问、边听汇
报，了解委员管理、提案落实，政协对外宣传和
政协委员关注的乡村旅游、农业支柱产业、就医

等工作，观看了系列专题片《政协委员风采－－张
晓东》。在座谈会上，认真听取了县政协今年工
作情况汇报。李宏亚主席指出，永登县政协委员

面。二是加强老干部工作。率先成立了县政协离

赴焦裕禄纪念园、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接受红色革
命传统教育，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人民政协成立７０
周年＂主题党日等活动。同时，在春节前走访慰问

退休老干部，真正让广大老党员、老干部深切感
受到政协的温暖和关爱。
加强对外宣传，扩大永登政协社会影响。县
政协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努力加大宣传工作力

度，有效扩大了政协的社会影响力，营造了有利

于政协事业发展的浓厚氛围。２０１９年，精心搜集

挖掘《永登的抗战》等文史资料１０篇，在民主协
商报发表《展现政协委员风采，提高政协服务质
量》等文章５篇，在《诤友》杂志刊发《鹏翥永

登》《李漫天与白毛女》《甘肃秦腔奇葩——苦水

＂六抓＂工作法很有特色，特别是推出《政协委

苗家班》等史料３篇；在今日头条发布消息１０

员风采》专题片，扩大了政协委员社会影响力，

条，在兰州日报发布《永登县政协组织离退休老

以榜样的力量，激励广大委员履职尽责。四是省
政协主席欧阳坚主持召开全省政协市县制度建设
座谈会，县政协主要领导代表永登县政协做了交

干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等消息５条，在市政协
网站发布信息６条，在永登手机报发送信息５０
条，与永登融媒体中心联合开展＂委员风采＂采
编活动，融媒体同步报道政协履职亮点和委员履

流发言，省政协对我县委员＂六抓＂工作法给予
充分肯定。五是县政协主要领导赴天津宝坻区考
察学习，重点探索新时代政协如何发挥专门协商
机构的作用进行交流，通过多层次、多渠道交流

合作，扩大了＂朋友圈＂，提升了永登影响力。
五、强化规矩意识，自身建设更加有效
抓好政协自身建设是政协高质量履行职能的
基础。一年来，县政协及其常委会坚持统筹兼
顾、整体推进，切实加强自身建设，着力构建了
内和外顺、富有活力、运转规范、决策科学、服
务一流的政协工作新格局。
加强自身建设，努力提高履职水平。持续打
造学习型、服务型、廉洁型、创新型、和谐型

职风采，采访宣传委员７名，刊发专题稿件２０多
篇，制作专题片《践行初心使命，砥砺奋进向
前》，讲好永登故事和政协故事，形成了报纸上
有稿件、电视上有画面、广播上有声音、网络上

有信息，扩大了政协宣传声势和政协的社会影
响，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政协的新形象新作为。

各位委员！
过去的一年，我们＂用汗水浇灌收获，以实

干笃定前行＂，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这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确指引的
结果，是中共永登县委坚强领导，县人大、县政

府大力支持，省市政协有效指导的结果，是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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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委员同心奋斗、各方热情参与的结果。在

焦县委十四届八次全会确定的中心任务，把坚持

此，我代表九届县政协常委会，向所有关心支持
政协工作的同志们、朋友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巩固共同思想政治
基础的主轴，把服务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衷心的感谢！

标作为工作主线，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

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与新时代新形势的要

聚共识作为中心环节，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

求相比，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不足和短板。主要

题，提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水平，

是∶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还需要加强；

积极建言资政，担负起把中央和省市县委决策部

协商议政的质量还需要提高；委员履职尽责的能

署以及对人民政协工作要求落实下去、把各界人
士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的政治责任，为努力创
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全面建设新时代更

力和水平还需要提升；发挥委员＂智库＂作用还
需要增强，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在今后的

工作中将切实加以解决。

２０２０年工作任务

高质量的陇上强县，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十三五＂圆满收官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一、提高政治站位，着力加强思想政治引

领。牢固确立＂学习引领方向、履职贡献力量、
２０２０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

创新提升形象＂的履职理念，构建多形式、分层

划圆满收官之年。就在新春佳节、阖家团圆之

次、全覆盖、常态化的学习格局，守住政治底线

际，新冠肺炎疫情席卷而来，全国各地疫情防控

圆心，筑牢政治思想轴心，铸就对党绝对忠诚的

形势严峻。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

政治品格。一是不断巩固＂不忘初心、牢记使

就是责任。县政协党组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 命＂主题教育成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部署和县委统一安排，向全县政协委员发出倡 会主义思想为引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议，组织开展＂防控有我、当好＇四员＇政协委

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作

员工作日＂活动。２位副主席多次深入通远乡和
坪城乡就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进行督导，坚决
完成好县委交办的各项任务。８名机关干部，下
沉疫情防控第一线，积极配合东街社区开展疫情
防控工作。机关党员干部自愿捐款支援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大力营造疫情防控氛围，在《人

为重大政治任务，坚持用新思想武装头脑、指导

实践、推动工作，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二是把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省市委政协工作会议

精神与省委十三届十一次、市委十三届十二次、

县委十四届八次全会精神结合起来学习，贯通起

民政协报》《民主协商报》《甘肃在线》《今日头 来理解，统筹起来落实，明确人民政协作为专门
条》《永登手机报》《永登电视台》共发表稿件２０

协商机构的职能，健全发扬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

多篇。广大政协委员积极捐款捐物达２０多万元，
展现政协委员的责任担当和为民情怀，以担当作

双向发力的程序机制，更好地发挥人民政协在国

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三是紧紧依靠中共永

为践行初心使命，坚决打赢这场特殊战役。

登县委的坚强领导，始终坚持高举旗帜、凝聚力
站在＂两个百年＂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处在 量，把促进团结合作作为第一主题；始终坚持围

＂十三五＂＂十四五＂发展规划的关键过渡期。
２０２０年县政协常委会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话和指示

绕中心、服务大局，把促进经济发展作为第一要
务；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关注民生，把改善民生
作为第一使命；始终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

精神，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及中央

生态文明示范县和加快建设更高质量的陇上强县

和省市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聚

的时代征程中彰显＂政协作为＂、写好＂政协篇

·３６·

把加强自身建设作为第一责任，在努力创建国家

章＂。

特 辑
二、聚焦责任担当，着力加强委员履职能力

文化服务等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４次

提升。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协委员＂是
荣誉更是责任＂和＂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重

专项视察，推出一批站得高、看得远、谋得准的

要指示，主推＂六抓委员＂工作法，着力提升委
员履职能力 。一是强抓委员培训，组织好新一
轮委员＂走出去、请进来＂专题培训，安排４０名

委员赴省外知名院校学习，引导委员切实增强责
任意识，提升＂五种＂能力；二是精抓委员活动，

议政成果，提高建言议政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三
是民主监督出实招。注重组织化和程序化、经常
性和随机性、集中性和分散性相结合，加强同党
内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督、舆论
监督的协调配合．精选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民
生改善、安全生产、食品卫生、教育医疗、营商

开展委员界别小组活动１６次，多做谋求发展、凝 环境等提案开展５次专项监督，促进相关工作得

聚人心的大事，多做雪中送炭、扶贫济困的好 以改进和加强。
事，多做春风化雨、解疑释惑的实事，把习近平
总书记嘱托的＂人民政协为人民＂要求落到实处；
三是细抓委员提案，认真组织调查研究，密切联
系广大群众，倾听群众的呼声和诉求，提出高质
量、有针对性的提案，及时反映社情民意，为县
委、县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依据；四是严抓委
员管理，切实加强委员履职管理和考核评价，引
导委员把事业放在心上、责任扛在肩上，尽心尽
力履职；五是实抓委员宣传，继续推出＂委员风

采＂专题片，更好激励广大委员履职尽责，发挥
作用；六是善抓委员表彰，以＂立足本职、建功
立业，履行职责、建言献策＂为衡量标准，对２０

四、围绕服务大局，着力加强建言资政成
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政协要充分发挥好
坚持和加强党对各项工作领导的重要阵地、用党
的创新理论团结教育引导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的重
要平台、在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上化解矛盾和凝聚
共识的重要渠道＂三个重要＂作用。一是积极助
力全面建成小康。继续组织广大委员扎实开展
＂三个一＂帮扶活动和＂五送＂爱民行动，努力

为贫困群众和弱势群体办实事、办好事、办成
事，用实干和实效为建成小康添砖加瓦。二是积
极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广大政协委员要坚持献

计与出力相结合，主动适应新业态、新经济发展

名优秀委员进行表彰，调动政协委员积极性、主 要求，树立高质量发展理念，在全县经济社会发
动性、创造性，激励委员更好地履职尽责，推进 展的实践中建功立业，发挥更大作用。三是积极
政协各项工作上台阶。
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
三、突出调查研究，着力发挥专门协商机构 ＂三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紧密结合永登
作用。按照＂高起点谋划工作、高质量调查研

＂三农＂特点，为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

究、高水平建言献策＂的要求，围绕县委县政府
重点工作以及群众生产生活的难点和社会治理盲
点，充分发挥好政协应用型智库成员的骨干引领

＂三个转变＂，发挥人民政协优势，努力走出一条

作用，精准选择课题，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协商

务于生态文明建设大局，动员和组织广大政协委

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一是深入调研建真言。践

员自觉投身于生态文明建设，身体力行、率先垂

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准确把握人民群众多

范，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知识技能转化为推进生

元化、多层次的需求，围绕公共健康与管理、县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农村环境污染、依法治县、
秸秆综合利用等民生民本问题，开展调研活动５

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实现永登生态环境更洁
净更宜居，产业发展更优特更兴旺，农民生活更
富裕更文明。五是积极助力民生福祉改善。紧扣

具有时代特征、永登特点的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
路。四是积极助力美丽永登建设。自觉服从和服

次，召开专题协商会议５次，为我县经济高质量 群众反映突出、感受直接的实际问题，引导委员

发展提出有见解、有价值的意见建议，不断提高
＂商以求同、协以成事＂的成效。二是积极视察

深入基层，通过＂社情民意信息＂及时向县委县
政府反映群众的愿望，为增进民生福祉发声发

谋良策。围绕人居环境、项目推进、法治建设、 力。六是积极助力发展环境优化。突出问题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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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贴近企业、精准发力，为改善营商环境、保
护市场主体权益提出更好的建议；坚持社会主义
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把协商民主贯穿履行职能

全过程，多协商、多沟通、多服务，帮助企业解
决具体问题，助推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
五、紧扣强基固本，着力加强自身建设。本
固则枝繁，源远则流长。要用党建工作这根
＂线＂，通过实施＂党建＋建言＂、＂党建＋为民＂、
＂党建＋主题活动＂，把委员和机关更好地凝聚在
一起，把各个团体联系在一起，拧成聚力发展、
奋发有为的一股＂绳＂。一是切实加强政协党组
建设。严格履行＂一岗双责＂职责，自觉把党

关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四是切实加强人才队伍

建设。充分发挥具有政协特色的应用型＂智库＂
和参政议政人才库，不断提高协商议政水平；五
是切实加强制度建设。以宪法和相关政策为依
据，以政协章程为基础，以协商制度为主干，不
断完善和建立覆盖政协党的建设、履职工作、组
织管理、内部运行等各方面的制度，形成权责清
晰、程序规范、关系顺畅、运行高效的制度体

系；六是切实加强纪律作风建设。严格贯彻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和实施细则精神，用严格的标准要
求，用严格的措施管理，用严格的纪律约束党员
队伍，真正做到信念过硬、政治过硬、责任过

建、党风廉政建设、意识形态、法纪教育等工作 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着力构建敬业的工作
与政协本职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在政协重要视 常态、饱满的精神状态、清正廉洁的机关生态。
察考察调研、集中学习培训、团组出访等活动中
设立临时党组织，推进政协党组制度机制建设、
班子队伍建设、党员队伍建设和党内组织生活标

时；使命因担当而光荣，履职因有为而精彩。我们

准化；二是切实加强常委会建设。常委会组成人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使命光荣，责任重

各位委员，不忘初心齐奋进，扬帆起航正当
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行进在中

员要率先垂范，坚持把学习作为重要的政治任 大。让我们＂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中共永
务，牢固树立大局意识，紧紧围绕全县中心工作

登县委坚强领导下，携手新时代，贯彻新理念，

履行职能。不断加强自身修养，做遵纪守法、履

聚焦新目标，落实新部署，不断开创我县人民政
协事业新局面，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职为民、廉洁奉公的模范，把常委会建成一个团
结协作、勤政务实、作风优良、有战斗力的领导
集体；三是切实加强机关队伍建设。持续巩固推
动＂五型＂机关建设，以优异成绩推动县政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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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全面建设新时代更高质量的陇上强县作出更

大的贡献！

大事记

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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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月
７日 永登县食药局加强春节集体聚餐食品

安全监管。
９日 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召开。会

度县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常委会会议

情况。

是日 永登县总工会开展＂职工驿站＂ＡＰＰ

推广使用活动。
１５日 县委十四届六次全会暨经济工作会议

召开。

议宣读李克强总理关于近期安全生产工作的批
示；通报２０１８年全国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和２０１９

领导小组对永登县２０１８年度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

年重点工作安排建议；公安部、住建部、交通运

工作进行考核检查。

输部在主会场做典型发言，北京市、湖南省、四

是日 兰州市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１６日 永登县召开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

川省在分会场做典型发言。

．考核反馈会。

是日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送万家＂活
动走进永登通远镇。

是日 永登老年大学的老师赴柳树镇涧沟村
为村民书写春联。

是日 教育部交叉核对永登县校外培训机构

是日 政协永登县第九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整改情况。
是日 永登县安委办组织召开全县冬春季节
应急管理大排查大宣传大培训百日活动动员会。

１０日 永登县公安局组织开展２０１９年＂１１０

宣传日＂活动。
是日 永登县积极开展＂创建示范践于行
拒绝毒驾铭于心＂主题禁毒宣传活动。

开幕。

是日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宏深入永登
县城关镇、柳树镇，对困难党员、困难群众以及
道德模范代表进行慰问，并与困难群众、党员及
道德模范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
况，向他们送去新春的问候和节日的祝福。

是日 省文明办主任罗凤存一行对永登县治

是日 永登县城关北街社区党支部组织开展 理高价彩礼推动移风易俗工作进行专项督查。
保护母亲河活动。
是日 永登县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
是日 永登县集中开展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

理宣传活动。

组第五次会议暨全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进会。

是日 永登县司法局组织全体干部为红城镇

１１日 永登县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
议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２０１９年新年贺词

徐家磨村结对帮扶的３０户贫困户送去大米、食用

和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４０周年纪念会上的讲

他们在严寒中感受到党和政府带来的温暖、节日

话精神；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县十八届人大三次会

的祝福和诚挚的关，心。

油等慰问物品，另为６户特困户送去３吨碳，让

议的决定、议程、日程、各项名单等草案和县人

是日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咸大明深入永

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审议稿）；听取和审议县十
八届人大三次会议筹备情况的报告；通报２０１８年

登县柳树镇、中堡镇走访慰问贫困户、老党员、
精神文明户，为他们送去新春的祝福和节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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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问。
是日 永登县召开２０１９年电子商务发展工作
座谈会。会议确定＂一个目标＂＂两个融合＂＂三
个培育＂＂三个服务＂的发展思路。
是日 永登县食药局召开非洲猪瘟防控工

作会。
是日 永登老年大学举行＂老有所学 老有
所为 老有所乐＂首届学员毕业欢送会。

１７日 政协永登县九届十一次常委会议

举行。

１９日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名单出
炉，苦水镇太平鼓榜上有名。
２１日 永登县召开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三次会议，确定 ２０１９年永登县为民兴办十件实
事分别为∶实施农村＂三改＂工程，改灶５００
户、改炕４６００户、改厕１７５９０户；在１１７个村新
建公厕１１７个，在１１个村实施农村粪污处理项
目。实施河桥、红城、大同３镇生活垃圾填埋场

２月
２日 县委办、政府办、县总工会、县妇
联、团县委联合开展慰间交警、环卫工人等一线

职工慰问活动，给广大一线职工送上新春的慰问

礼品。
３日 永登县畜牧兽医局召开永登县非洲猪

瘟防控工作安排部署会议，对近期非洲猪瘟防控
及养殖场户门禁措施落实整改工作做安排部署。

１１日 永登县开展为期１０天的＂我们的中
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乡村舞台＂社团群

众春节文艺展演。
１７日 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执业监督处处长

张为一行调研永登县公共法律服务工作。
１８日 永登县集中举行机构改革涉改部门单
位成立挂牌仪式，１８家新组建的党政机构以及１２

家挂牌机构全部挂牌，全县机构改革取得阶段性

建设工程。衬砌农田灌溉渠道７０公里。全面完成
中坪、徐树公路维修改造工程。实施幸福大道建

突破。

设工程。实施＂三不管＂老旧楼院整体改造工程

座谈会召开。

是日 甘肃永登—天津宝坻东西部扶贫协作

１９日 天津市宝坻区的中能（天津）智能传
１０处。实施公共租赁住宅建设６０套。实施西城
区小学、幼儿园建设项目。完成农村妇女＂两 动设备有限公司、天津市泽宝水泥制品有限公
癌＂免费普查２．７万例以上。村干部基本报酬最 司、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天津

低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２．６万元，村干部基本报
酬最低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７８００元。
２３日 市委宣传部当＂红娘＂做大媒，通远

分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等３４家企业举办
永登县２０１９年＂春风行动＂暨东西部扶贫协作劳
务对接招聘会，为全县有意愿外出务工的群众提

镇手擀面＂扶贫车间＂喜开张。
２４日 永登县卫计局组织宝坻区来永对口帮

供了１７００余个就业岗位。

扶的医疗专家和县内知名专家赴中堡镇卫生院开

赏年俗＂年俗文化楹联主题展，共制作展板３１

展健康扶贫义诊活动。
是日 永登县总工会正式启动２０１９年送温暖

块，展板内容全面介绍了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

活动。

是日 永登县图书馆举办２０１９年＂品书香

重、最盛大、最丰富的传统节日。
是日 永登县举办２０１９年＂我们的中国梦

是日 兰州树屏产业园举办企业家协会年会
暨项目签约仪式。
２５日 民宗委走访慰问永登县少数民族困难

——文化进万家＂系列活动——元宵节书画展和

群众。

七山乡调研脱贫攻坚工作。

２７日 县直机关工委和武胜驿镇奖俊埠村党
支部共同开展主题党日和农村党员冬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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谜语有奖竞猜活动。
是日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李荣灿赴永登县
２０日 永登县召开关于做好全国两会及市两
会期间信访维稳专题安排部署会。
是日 永登县卫健局举办２０１９年全县个体诊

大事记
所、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小型医疗机构负

责人卫生法律法规知识培训班。
２２日 永登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脱贫摘帽通
过省级＂认定＂核查验收。
是日 由省市县人社、劳务部门主办，甘肃
玉鼎培训学校承办为期１５天的２０１９年红城镇玉
山村精品品牌烹饪、电焊第一期培训班在红城镇

玉山村举行开班仪式。
是日 永登县在人民公园举办２０１９年春节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千人锅庄舞

大赛。
是日 县委直属机关工委举办２０１９年第一期

党员党课集中轮训。

明实践＂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是日 县委直属机关工委在县委广场开展
＂学雷锋纪念日＂党员志愿服务主题党日活动。

志愿者们向市民发放文明兰州市民手册、少年儿
童安全知识须知、健康知识等宣传册。
是日 永登县司法局在县委广场开展法律宣
传志愿服务活动。现场发放《公民学法》《普法
知识读本》《宪法修正案》《法律援助条例》《农

民工及法律援助维权手册》等法律读本 ８００余
册，各类法律宣传单页３０００余份，接待咨询群众
８０余人次，为群众讲解日常生活中经常涉及的婚
姻家庭、继承赡养、劳动争议、房屋租赁、民间
借贷等法律问题，以及如何申请法律援助、公证

２３日 永登县顺利通过贫困县退出健康扶贫
工作验收和脱贫成效考核。

服务，并现场发放法律服务联系卡，为广大群众

２７日 市委信访维稳工作第三督导组一行来
永登县，就全国两会期间信访维稳工作进行专项

是日 永登县公安局组织志愿者开展＂弘扬

督查。

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
雷锋精神、做文明交通参与者＂主题志愿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设立宣传咨询台，通过发放宣传

是日 永登县组织收听收看全国、全省政策
性粮食库存数量和质量大清查动员视频会议。
是日 永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２０１９年春
季学校及校园周边食品安全约谈会，并展开专项

整治。

３月
１日 ＂平安家庭与法同行＂妇女维权周活

动在永登县举办。

资料、解答群众咨询等形式，将文明交通倡议、
交通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重点围绕酒驾、超
速、超载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性进行宣

传，倡议广大交通参与者遵守交通法规，提升安
全意识，争做新时代文明安全出行的＂好司机＂
＂好乘客＂＂好行人＂。
是日 永登六中开展学雷锋系列活动，对学

校地段的滨河大道和庄浪河河床区域公用设施及

河床垃圾进行清理。

是日 永登县劳务办在兰州火车站对２０１９年

是日 永登县幼儿园党支部组织党、团员教
师参与学雷锋志愿活动，为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

首批赴天津市宝坻区务工就业的人员举行欢送

们送去精心准备的礼物，并教孩子们学习黏土

仪式。
４日 永登县环卫所结合＂３·５＂雷锋日开

展＂学雷锋 清洗隔离护栏＂活动。
是日 在永登县妇联召开的表彰会议上，永
登县公安局办证服务大厅荣获全县＂巾帼文明示

范岗＂称号。

制作。

是日 新城区幼儿园组织开展＂我做小雷

锋＂ 系列活动。
是日 全省三八维权周活动启动仪式在永登

县举行。

是日 永登县就业服务局在各乡镇开办焊

６日 兰州市副市长、永登县委书记魏旭昶
部署河长制新阶段重点工作。

工、工艺制作、中式烹调师、装载机挖掘机培

是日 县总工会联合甘肃邮储银行永登支行

训、美容美甲技能培训班。
５日 永登县开展＂弘扬雷锋精神·助推文

举办庆三八棋牌比赛活动。

７日 武胜驿、龙泉寺、上川、通远等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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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迎接省级第三方评估脱贫考核工作。

是日 高高跷＂长腿善舞＂太平鼓气势磅
礴 永登苦水＂二月二龙抬头＂社火鸣锣开闹。
８日 永登县融媒体中心挂牌成立。
是日 永登老年大学举行新学期开学典礼。
１０日 永登县环卫所新添置的无泄漏压缩式

垃圾清运车正式开始作业。
１１日 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在甘肃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副市长、永登县委书记魏旭昶主持会议。

是日 永登县为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家庭

悬挂光荣牌。
是日 永登县开展航拍垃圾问题点位清零

行动。
１２日 永登县推进河长制湖长制工作从全面

车辆引导至附近加水点，用高压水枪和脸盆泼
水进行灭火。通过２０多分钟齐心协力，最终
将火熄灭，现场无人员伤亡，车主财产损失

较小。
１５日 全县司法行政暨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会

议召开。
是日 永登县开展信用让消费更放心＂３·１５＂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宣传活动。

是日 永登县司法局举办司法行政系统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业务培训会。

１６日 中央统战部、中国伊协调研永登县伊

斯兰教工作。
１８日 省卫生健康委综合监督局考核永登县

卫生监督执法工作。

是日 永登县工商联携手甘肃银龙矿业有限

是日 兰州好人汤波和志愿者带着三农方面
的图书来到永登县红城镇风山村，以向图书馆捐
赠图书的方式扶贫，为脱贫做出贡献。

公司、天一阁酒店负责人到西北铁合金中学开展

１８日—２２日 永登县纪检监察机关实施信

建立到全面见效。

爱心资助。
是日 永登县公安局成功打掉盗掘史前动物

化石违法团伙。
１３日 市委第七巡视组巡察柳树镇、七山乡

访举报＂阳光＂工程。
是日 永登县信访局开展＂信访举报宣传

周＂活动。
１９日 兰州市教育局第八调研组对永登县春

反馈会议举行。

季学期开学工作进行调研。

是日 永登县防治重大动物疫病指挥部召开
全县春季动物防疫工作会议。
是日 全县森林草原防火工作会议召开。

是日 中建二局西南分公司第十四项目部考
察树屏镇中心幼儿园并捐赠１０万元，用于园内水

是日 兰州市生态环境局永登分局挂牌

成立。

是日 县委直属机关工委举办＂学习强国＂
学习管理员培训会。
１４日 庆阳市考察团到永登县考察观摩农村
环境卫生整治工作和卫生改厕工作。

是日 国道 ３１２线 Ｋ２２０９＋３００ 处一辆拉运
电缆线的重型货车意外失火，在附近进行养护

泥地面翻新工程。
是日 县城市管理执法局在供销商场门口开
展以＂＇市民城管＇共建＇精致兰州＇＂为主题

的＂３·１９＂城市管理宣传日活动。
２０日 甘肃省第八个＂患者权益维护日＂之

际，永登县开展＂３·２０＂患者权益维护日主题

宣传活动。
２２日 永登县水务局开展２０１９年＂世界水

日＂＂中国水周＂宣传活动。

作业的永登公路段职工发现险情后，立即前往

是日 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第一督导组对永

救援。现场职工用铁锨铲取路肩砂土帮助车主
灭火，发现火势较大，为及时有效保护车辆和
车主财产，以及现场道路通行正常，经与车主
协商同意，永登公路段职工果断打开施工车辆

登县争创双拥模范县＂九连冠＂工作进行督导

警报灯，拉响施工提醒喇叭开道，快速将失火

·４２·

检查。

２５日 应兰州银行永登支行邀请，县中医院
相关专家为员工及客户做春季养生健康讲座，开
展中医药文化宣传。

大事记
是日 永登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各中队安排民

警走进辖区各中小学校园，积极开展＂全国中小
学安全教育日＂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是日 永登县供销社开展＂扶贫送肥，助力

春耕＂供肥扶贫活动。
２６日 永登县举行人民陪审员任命宣誓仪式
暨岗前培训。新任命的４６名人民陪审员面对国

旗，进行庄严的宣誓。

记魏旭昶出席会议并讲话。

是日 永登县组织召开２０１９年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领导小组第一次（扩大）会议暨工作推进

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兰州市打击＂关系
网＂＂保护伞＂工作协调联动制度》《永登县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２０１９年工作要点》。
是日 永登县检察院联合多部门巡查武胜驿

是日 第２４届兰洽会签约的重点招商引资项
目∶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永登公司年产２００万吨
机制骨料建设项目正式开工建设。
是日 中建二局西南分公司第十四项目部对

镇非法砂场及采砂（矿）点。

树屏镇中心幼儿园捐赠１０万元用于园内水泥地面

月＂祭扫活动。

翻新工程。

４日 民建永登县基层委员会一总支组织会
员联合甘肃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永登分公司
在烈士陵园开展＂缅怀革命先烈 不忘峥嵘岁

是日 永登县三维数字中心组织开展＂２０１９

２８日 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张耀宇调研永登县

大型露天宗教造像工作。
是日 永登县医院放射科副主任杨万福评选
为２０１９年３月十佳＂兰州好人＂。

２９日 永登县举行烈士包朝贤、张中卫骨灰

迁入县烈士陵园安葬仪式。
是日 永登县税务局党建引领减税降费＂出

新招＂。

我们的节日·清明——清明节历史渊源与习俗文

化专题讲座＂活动。
是日 走＂绿色＂路、打＂生态＂牌，永登

县发展特色产业助力脱贫攻坚。

５日 新城区幼儿园和驻永某部队幼儿园开
展＂军地携手发展＂幼儿园交流观摩活动。
９日 永登县召开在建工程项目落实＂四项
制度＂安排部署暨劳动用工管理培训会。

是日 永登县全面搭建融媒体＂中央厨房＂。

是日 永登县６３个标准化村级供销综合服务
社安装电信宽带，实现＂Ｗｉ－Ｆｉ＂全覆盖。
１０日 永登县下河村发展特色支柱产业取得

是日 永登县组织１２支志愿服务队开展形式

良好市场效益。

３１日 永登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暨志愿服

务总队揭牌。

多样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集中活动。

４月
１日 全县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
通＂管理问题专项治理工作会议召开。
是日 永登县税务局在人民公园集中开展税
收宣传活动，拉开第２８个全国税收宣传月活动

１１日 永登县开展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冲

刺清零＂专项行动。
１２日 永登县首届＂魅力苦水·梨园行·田
园风光旅游节＂正式开幕。
１３日 作为兰州文化旅游＂突围突破工程＂
重点项目，投资１５．８亿元的兰州树屏丹霞旅游景

区一期工程在兰州市永登县开工。一期工程建设
周期为三年，景区正式运营后，预计年均接待游

序幕。

客约３００万人次，实现旅游年收入４．６亿元，有望

是日 永登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扩大）会
议暨省级贫困县退出第三方专项评估反馈意见整
改工作会议在县委小礼堂召开。副市长、县委书

宣传活动。

３日 永登县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清明祭 成为中国西部旅游的新亮点。
１５日 永登县开展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专项
英烈＂主题活动。
是日《兰州日报》头版以＂＇智慧农业＇
补短板 产业富民是出路——永登县实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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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战略＇探访记＂为题，推出永登县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专题报道。

１７日 支部联建、先锋引领、豆苗创收＂三
大法宝＂助力永登瑞芝村奔小康。
１８日 由兰州市教育局师资处牵头，兰州市
小学师资培训中心管理的兰州市２０１９年度第十四
期＂名师大讲堂＂活动走进永登县新城区小学分

身＂＂大同镇培育壮大特色绿色产业＂＂党群和衷
共济，久久为功之道＂等七篇报道，对永登县近

期的重点工作进行深度报道。
是日 永登县田园牧歌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阎怀颖被评为２０１９年第一批甘肃省

＂最美人物＂。

享教育教学经验。

是日 兰州市２０１９年上半年＂新时代兰州好
少年＂评选活动进入网络投票阶段，永登县新城

是日 ＂佳德华微公益＂组织向上川镇明德
小学捐赠校服及学习用品
１９日 永登县大同镇跌马沟村首届杏花节正

区小学三年级二班学生牛占鑫入围。
是日 兰州树屏产业园区管道燃气项目在
２０１９中国绿公司年会上签约。该项目由洛阳新奥

式开幕。

华油燃气有限公司投资建设，计划投资 １．３ 亿

是日 永登县交警大队扎实推进＂斑马线机

动车不礼让行人＂专项整治。
２２ 日 永登县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推进宣传

活动。
是日 学讲话春风化雨启智慧 抓落实全力
以赴奔小康——副市长、永登县委书记魏旭昶

访谈。
２３日 永登县城关小学开展以＂读经典、学
新知、链接美好生活＂为主题的全民阅读系列

活动。
是日 永登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图书流通站
＂警苑书屋＂正式揭牌投入使用。
２４日 副市长、县委书记魏旭昶调研永登县

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行情况

元，在兰州树屏产业园区行政管辖区域内建设一
座天然气门站、一条２６公里长输管线及２３公里
中压管网，并配套建设供热、供冷、配送电等

项目。

２８日 由共青年团永登县委、县教育局主
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纪念五
四运动１００周年＂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
暨新团员入团仪式在县融媒体中心演播大厅

举办。

是日 永登县检察院开展以＂＇我将无我＇
奋斗，不负人民重托——共和国建设者走进检察

机关＂为主题的检察开放日活动。
是日 永登县中医院体检团队积极配合城关
小学学生开展健康体检工作。此次体检工作于４

是日 由永登县委直属机关工委、团县委、
县教育局、县融媒体中心联合举办的＂不忘初心

月 ２２日正式启动，历时一周，３２个班级２０００余

跟党走，青春建功新时代＂主题演讲比赛决赛在

２９日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安装学习进展

县融媒体中心演播室成功举行。
是日 《人民公安报》以＂大山深处执着坚
守、为民服务永不打烊，永登七山派出所＇民心

情况通报∶截至４月２９日，永登县＂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激活总数为５５４１人，活跃学员数为

警务＇通民心＂为题报道永登县公安局七山派出

是日 永登县民政局在县社会福利院开展
＂情系福利院，义诊暖人心＂公益活动。邀请盛

所民心警务工作。
２５日 省双拥考评验收组验收永登县双拥模

名学生参与体检。

３４３７人，当日人均积分为１６．７６分。
安医院 １０余名医护工作者现场为社会福利院的

范县创建工作。
４７名老人做体检。
是日《兰州日报》第ＲＯ４版区县观察板块
整版刊发永登重点新闻。主要内容有∶＂迟到的
春天，多样化种植正当时——永登县产业富民实

施的跟访解读＂＂省级美丽乡村黑城村的靓丽转

·４４·

５月

６日 副市长、县委书记、县扫黑除恶专项

大事记
斗争领导小组组长魏旭昶深入苦水镇苦水派出

所、红城镇红城派出所等乡镇单位督导调研扫黑

心＂为主题的志愿活动。
１４日 永登县启动＂诚信建设万里行＂宣传

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开展情况。
是日 国家住房城乡建设部调研组调研苦水

接力活动。

特色小城镇建设。

邪、反恐工作会议。

是日 中央电视台大型系列纪录片《中国
话》栏目组在柳树镇李家湾村取景拍摄吉卜赛民
族文化，摄制组将通过镜头语言，展示吉卜赛人

语言文化。

是日 永登县召开维护国家安全、禁毒、反
１５日 永登县举行第 １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

传月活动启动仪式。
２０日 以＂苦水玫瑰 领香世界＂为主题的

第十二届中国玫瑰之乡·兰州玫瑰节在永登县苦

是日 永登县卫生健康局组织爱卫办、红十 水镇文化广场盛大开幕。
字会、健康教育所、县人民医院、中堡镇卫生院
等单位到蓝星硅材有限公司开展＂珍爱生命，对
吸烟说ＮＯ＂为主题的控烟宣传义诊活动。

是日 永登县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四次

新闻发布。
２１日 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于开展以＂文

７日 政协工商联界别委员小组在连城镇开 明养犬从注射疫苗开始＂为主题的宣传活动。
展＂民企纾困行动＂主题活动暨银企对接活动。
８日 永登县红城镇在宁朔广场举行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站揭牌授旗暨志愿服务活动启动

仪式。
是日 在第 ７２个＂世界红十字日＂之际，
＂永登人·百姓讲堂＂开展以＂红十字日宣传教
育及应急救护知识＂为主题的专题宣讲。
９日 永登县召开创建文明城市、农村工

作、人居环境整治暨全域无垃圾专项治理工作推

进会。
１０日 永登县举办扫黑除恶、禁毒、信访集

中宣传活动。

２２日 永登县召开全县党员和公职人员远离
赌博拒绝酒驾警示教育大会，同步开展远离赌博
拒绝酒驾警示教育活动。
２３日 永登县召开贯彻落实中央环保督察反

馈意见整改工作推进会。
是日 ２０１９年中国科协＂大手拉小手科普报

告希望行甘肃巡讲＂活动在永登县第一中学、第

八中学举行。
是日 ＂希望工程·创客空间＂在永登县举

行公益捐赠仪式。
２４日 永登县科技局、科协开展科普进军营

活动。

１３日 《人民日报》１４版以《甘肃永登∶

是日 ＂希望工程·创客空间＂在永登县城

黝力同心齐奋进 决战贫困奔小康》为题，刊发

关小学举行公益捐赠仪式。
是日 ＂盛世国乐，筝韵天下＂献礼祖国

永登县脱贫攻坚专题报道。
是日 永登县环卫中心道路洗扫车今日正式

投入使用。

７０华诞全民公益古筝推广活动暨中国古筝日古筝

大合奏在永登县人民公园举行。

是日 在全市卫生健康系统２０１９年护理质量

２５日 第二届·兰州玫瑰节体育扶贫赛事苦
技能大赛上，永登县中医院荣获团体三等奖，陈 水玫瑰之约美丽乡村跑在永登县苦水镇开幕。
德红获得优秀指导老师奖，郁振红获得心电监护
技术一等奖，王永苍获得静脉留置针输液技术三

５００余名运动员在玫瑰花海、庄浪河畔一决高下。

等奖。

组成的爱心团队赶赴永登县民乐山区前庄小学为
６名贫困娃发放３０００元资助金。
是日 永登县民乐乡徐金莲女士投资千万元
在永登庄浪河畔建起幸福农场。
２８日—２９日 永登县幼儿园举办２０１９年县

是日 永登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督

导调研基层扫黑除恶工作。
是日 在第２６个＂国际家庭日＂来临之际，
永登县总工会开展以＂爱洒敬老院 情暖老人

２８日 由兰州仁和医院和兰州晚报萤火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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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暨＂家园协力强

健体魄，科学做好入学准备＂庆六一亲子运

动会。

１５日 永登县人民法院对被告人苏某等４人

涉恶势力一案进行公开宣判。
１６日 永登县举办＂安全生产月＂宣传咨询

２９日 五集系列纪录片《创意中国》剧组来
到苦水镇进行取材拍摄。

日活动。
是日 公安局交警大队举行＂快骑中队＂成

是日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安装学习进展
情况通报∶永登县＂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激活总

立暨启动仪式。

数为５５４１人，活跃学员数为３４３７人，当日人均

登县红城镇下河村打起丽水丹霞地貌特色旅

积分为１６．７６分。

游牌。

３１日 永登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平到柳树镇

山岑村调研脱贫攻坚工作。

６月
５日 永登县开展＂永登人百姓讲堂＂＂活动。
是日 台湾＂中视＂摄制组来永登县拍摄电
视片《大陆寻奇》。
７日 永登县首辆直供蔬菜直通车发往天津

宝坻区。
７ 日—８ 日 永登县领导带队巡查高考考

点。参加高考的考生共有３８１１人，全县设永登一
中、永登六中、永登八中３个考点，共１３０个考
场，其中文史类考场４３个，理工类考场８７个。
是日 《兰州新闻》头条播出＂永登∶合作

社牵手农民 助推脱贫摘穷帽＂专题报道。

是日 爱心城管队员 帮助迷路小孩找到

家人。
９日 连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现国家Ⅰ级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鹳。
１０日 永登县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

１８日 巩固脱贫成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永

是日 玫瑰芬芳老街情长永登小伙张禄洋创

作歌唱家乡。
１９日 县召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暨＂三大整

治＂攻坚战推进会议。
１９ 日—２０日 天津市宝坻区委副书记、区

长毛劲松带领相关部门和企业负责人来永登县开
展考察交流活动。
２０日 永登警方查破一起拒不支付劳动报

酬案。
是日 工商联荣获全国工商联２０１８年度民营

企业调查点工作先进基层单位称号。
２４日 民盟兰州市委、市侨联、市民主党派
机关事务管理处联合在永登县民乐乡井滩村开展

脱贫攻坚巩固提升产业捐赠仪式，向 １１３户巩固
提升户、９户未脱贫户捐赠鸡苗６１００只，价值６

万余元。
２６日 永登县开展＂６·２６＂国际禁毒日宣

传活动。
是日 建党９８周年文艺演出在永登县影剧院

隆重举行。
２７日 天津市宝坻一中教师赴永登县开展校

组第十次（扩大）会议暨工作约谈会议。
１１日 永登县召开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扩大会

际间教育研讨活动。

暨脱贫攻坚帮扶工作推进会。

心·牢记青春使命＂配乐诗朗诵比赛在兰州音乐

是日 中国流动科技馆巡展活动启动仪式在

西铁中学举行。
１２日 以＂相约大美乐山，梦寻油菜花乡＂
为主题的河桥镇乐山村第三届油菜花文化旅游节

近日开幕。
１４日 摸线索、打犯罪、挖幕后，永登县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阶段性战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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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日 由团市委举办的兰州市＂不忘跟党初

厅举行，１２００余名各界优秀青年代表观看了此次
比赛。永登县代表队以初赛第二名的成绩进入决
赛。决赛中，县委宣传部青年干部白玲、红城中

学青年教师张临东代表参赛的诗朗诵《等待》荣

获一等奖。

大事记

７月
１日 永登县各部门开展丰富活动庆祝建党

９８周年。
是日 居然之家考察团来永登县参观考察项

目拟选址区。
２日 永登县庄浪河大桥顺利通车。庄浪河

大桥东接永登县城，西连永窑路，横跨庄浪河，
纵连滨河路，是连接永登县与窑街的重要联系通
道。该桥于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４日开始改造施工，历时
１１个月顺利建成，新桥长１５４．４５米，宽１２米，

已然成为永登县的标志性建筑。

８月
１日 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永登县

对驻永部队进行走访慰问。
是日 永登县完成２０１９年度企业和机关事业
单位退休人员待遇同步调整。
２日 永登县开展永登人·百姓讲堂＂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专题宣讲活动。
５日 永登县苦水镇被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命

名为＂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度＇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

乡＇＂。

６日 ＂守护童年＂大学生暑期牵手共成长

５日 第２５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永登 行动走进永登县。
县项目推介暨专场签约仪式举行，永登县在市签
约专场和县签约专场共签约项目３５项，签约总资

９日 永登县举行民主党派庆祝中华人民共

金 １１２．３７亿元。其中，市签约专场签约项目１１

和国成立．７０周年趣味运动会。
是日 永登县全面开展航拍点位＂清零＂

个，签约总资金５２．３亿元。县签约专场签约项目

行动。

１５日 永登县环卫服务中心联合汇英武术学
５日—８日 天津市宝坻区合作交流办公室 校为环卫工人子女提供免费教学。

２４个，签约总资金６０．０７亿元。

调研员张洪岐一行来兰参加第２５届兰洽会，出席

是日 兰州育嵘文化有限公司和中国联通永
登县分公司来到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开展夏季＂送

永登县项目签约仪式，并与树屏产业园就双方进
一步深化交流合作签订合作协议。
６日—１２日 永登县博物馆馆藏唐卡（复制

清凉＂活动。

品）展在宝坻书画院隆重开展。

题的山水田园休闲度假区千人徒步游活动在红城

８日 永登县举行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项

目发放仪式。
９日 交通运输部综合督查组对永登县交通

运输工作进行综合督查。
１０日 永登县召开民兵整组工作检查考核动

员部署会议。
１８日 永登县公路段Ｘ１２３线Ｋ２１＋５５０－Ｋ２１＋

１７日 以＂壮丽７０年，奋进新时代＂为主

镇下河村举行。
１９日 兰州市税务局开展＂向２０１９年度大

学生捐资助学献爱心活动＂，为坪城乡英鸽咀、

火石洞两村的１１名大学生每人捐助５０００元助

学金。

２０日 天津市宝坻区卫健委对口帮扶县卫健
局专项捐赠帮扶资金４０万元，扶持县疾控中心预

７５０段２００米自融冰雪路面试验段铺筑完成。
１９ 日 永登县商务局为跌马沟杏子找＂下

防接种、冷链系统建设和生活饮用水监测能力的

家＂。

接种服务和管理。

是日 永登县开展以＂反对邪教，健康生
活＂为主题的反邪教集中宣传活动。
３０日 天津市宝坻区卫健委和县卫健局组织
开展东西部协作健康扶贫义诊活动。

提升，助推永登县保障群众饮水安全，规范预防
是日 兰州市＂＂脱贫攻坚·文明同行＂新时

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在武胜驿举行。
２０日—２２日 兰州市全民健身运动会篮球
海选赛（永登赛区）在永登县灯光球场举行。
２０日—２９日 永登县残联协调省康复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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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固分院、市托康中心、兰州手足外科医院等五

家医疗机构，对全县１６个乡镇，对肢体、精神、

命＂主题教育读书班开班。

是日 兰州市手足外科医院来永登县社会福

智力、脑瘫、孤独症等残疾人进行康复筛查，共
计为７６３名残疾人进行康复治疗、心理咨询等方

利院开展＂服务百姓健康体检＂义诊活动。

面的服务。

主题教育读书班开展第一次交流研讨。

２３日 永登县举行２０１９年＂健康中国行＂
暨＂百名医师下基层＂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
２５日 永登县公安局集中上缴销毁一批枪爆

物品。
２７日 永登县举行２０１９年中国石油兰州石
化公司＂扶贫助困·共享阳光＂奖学金发放仪
式，４４名大学新生受助奖学金１０万元。
是日 华北电力大学能源动力与机械工程学

１７日 县委常委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是日 以＂礼赞共和国 智慧新生活＂为主
题的＂全国科普日＂宣传活动在人民公园举办。
是日 ２０１９年天津市宝坻区与甘肃省永登县

劳务协作秋季招聘会在坪城乡举办。
１８日 县委常委会举行＂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第二次专题学习研讨会议。
是日 永登县委常委会＂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读书班成员参观兰州战役纪念馆。

１９日 永登县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院的甘肃籍学子＂智力扶贫一线行＂青年实践
团，走进兰州市永登县火石洞村，开展为期５天
的＂精准扶贫，助学扶智＂暑期专项社会实践

立７０周年＂老少书画展。

活动。

中，永登县创新培训方式，采取＂１＋３＂模式，

２８日 副市长、县委书记魏旭昶深入腾达西

北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甘肃大唐国际连城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调研。

是日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全员轮训基层党支部书记。
２１日 永登县营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７０周年浓厚社会氛围。
是日 ２０１９永登县庆祝第二届农民丰收节活

３０日 兰州黄河风情线大景区管委会工作人
员冒着大雨，为永登县七山乡官川村送去铁锹、

动暨乡村旅游节在越国开心农庄正式开幕。活动

高枝剪、雨鞋、雨伞、烧水壶、暖水瓶、手电
筒、塑料桶、床单、毛巾、香皂等３２种、价值２

以＂走进生态永登，体验民族风情＂为主题，展
现永登农业农村发展成果和新时代农民新风貌，

万元的生产生活物品，帮助村委会正式建起扶贫

展示永登丰富的旅游资源和独特的旅游产品。
是日 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
民＂为主题的永登县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集中活

爱心超市。

９月
４日 永登县开展创城文艺演出系列活动助

力创建文明城市。
８日 ２０１９年度新兵入伍欢送大会在县政府

广场举行。
１０日 永登县举行庆祝第３５个教师节表彰
大会暨文艺汇演活动。

是日 永登县环卫中心开展＂迎中秋，清死

角＂集中清理行动。
１１日 永登县召开全县＂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动员部署会议。
１６日 永登县委常委会＂不忘初心、牢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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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在县人民广场开展。
２４日 ＂我和我的祖国＂永登县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歌咏比赛（乡镇组）在县人

民公园举行。
２５日 永登县举行＂践行新使命、忠诚保大

庆＂实兵演练暨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维稳安保誓师

大会。
是日 永登县文化馆举办＂永登县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７０周年书画展＂。
是日 永登县举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先进事迹宣讲报告会。邀请全国劳动模范洪鎏，
用鲜活的事例和真挚的情感，为全县主题教育集

中培训班的村（社区）、机关党支部书记作了生动

大事记
感人的事迹报告。
是日 ＂我和我的祖国＂永登县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歌咏比赛落下帷幕，上千人

在人民公园齐唱《我和我的祖国》。
２６ 日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精神
省委宣讲团宣讲报告会在永登县举行。
是日 兰州市副市长、县委书记魏旭昶为永
登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支部书记

培训班学员作＂乡村振兴战略＂专题辅导报告。
是日 永登县举办＂峥嵘 ７０载 与国同
梦＂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专场文艺晚
会。晚会在舞蹈《盛世鼓舞》中拉开序幕。整台
文艺晚会欢快热烈，精彩纷呈。

２７日 永登县举办＂致敬７０载 奋进新时
代＂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永登发展成

就舞台演讲展示活动。
是日 永登县举办＂我和我的祖国＂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欢乐运动嘉年华广场舞

大赛。

工程＂自２０１４年实施以来，县关工委共争取关爱
帮扶资金５９０００余元，累计帮扶学生 １３６名。
１６日 全国第六个扶贫日来临之际，副市
长、县委书记魏旭昶赴县扶贫开发工作办公室走

访调研。

是日 天津市宝坻区牛家牌镇对口帮扶民乐
乡捐赠仪式在民乐乡政府举行，向１８名贫困户代
表每户捐赠１０００元的扶贫资金，向４５名贫困学
生代表每人捐赠５００元的助学金和图书。
１７日 永登县举办２０１９年＂精准扶贫、你
我同行＂扶贫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送文化、科

技、卫生等下乡活动。
是日 永登县举办退役军人服务卡发卡

仪式。
１８日 在环卫节来临之际，县爱心企业万泽
生活超市举办＂企业送爱心、慰问环卫工人＂的
活动，将面粉及食用油等生活用品送到环卫工人

们的手中，为他们送上节日的祝福。

是日 全县学校安全网格化精细管理现场推

２９日 永登县开展＂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
年＂优秀诗词诗歌朗诵颁奖活动。
是日 副市长、县委书记魏旭昶带队督导检

查节前安全生产和安保维稳工作。
３０日 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平在带队检查节
前安全生产工作。

１０月
１日 永登农业农村ＡＰＰ正式上线运行。

进会在永登七中召开。会上，甘肃阳光校园风险
管理服务中心和北京联合经纪甘肃省分公司专业

人员开展学校师生防挤踩踏（人工麦克法）培训
和紧急医疗救护知识培训；观摩永登七中校园安

全网格化精细管理开展情况；观看甘肃省电视台
＂问安陇原＂节目组近两年对永登县学校安全网
格化精细管理专题报道视频；永登七中、永登二
中、西铁小学、县幼儿园四所学校负责人做了交
流发言。会议还传达２０１９年全市教育信息化暨网

９日 永登县举行２０１９年＂宗教慈善周＂精

络安全工作会议精神，并与县属各学校和乡镇中
心校签订网络、网站、信息系统安全责任书。
１９日—２０日 东西部协作渔业交流培训会
（宝坻－永登）在永登县召开。

准扶贫捐赠仪式。此次活动共捐善款２．８万元，

２２日 永登县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

５日 ２０１９＂中和农信杯＂兰州市全民健身

运动会暨永登县武道专项邀请赛在体育馆举行。

将确定４４ 户残疾人贫困家庭作为资助群体。
１０日 市政协主席李宏亚带队来永登县调研

组第十三次会议。

基层政协工作。

推进会。

１５日 县关工委在城关镇回民小学举行省市

２３日 永登县召开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

是日 永登县３３个村级光伏扶贫电站顺利通

关工委＂千人、百人关爱帮扶＂资金发放仪式，

过县级竣工评估验收。

向２６名家庭贫困、品学兼优的学生发放关爱资金

２４日 永登县举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甘肃重要讲话精神专题示范培训班。

１２０００元。据悉，省市关工委＂双千工程＂＂双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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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 城乡供水补充水源工程全面完成建设
投资２９６８．８８万元，于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０日开工建

查院捐赠打印复印机２台；兰州银行七里河支行
捐赠１７套棉被、棉衣；曙光公益服务中心捐赠校
服、外套、书包、文具、手套各５１套，图书２００

设，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４日全面完成工程建设任务，工

余册；爱心驿站捐赠外套５１件。在民乐乡八岭村

程经过为期３０天的蓄水试运行，各类配套设施及
设备运行正常，达到设计标准及质量要求。１０月
底，调蓄大通河水，通过城关自来水厂净化处理

的捐赠仪式上，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兰州市分公司
捐赠食堂用炭６吨；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捐赠电脑和打印复印一体机各１台；兰州

送到千家万户。

市七里河区烟草专卖局捐赠过冬煤炭６吨；甘肃

２５日 永登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会议。
是日 永登县扎实开展＂秋冬战役＂环境整

国际大酒店捐赠米、面、油２０份；甘肃江子为民

治行动。

中心为八岭小学捐赠校服、外套、手套各６６套，
图书５０本。随后，各相关部门开展送宣传、送知

任务开始蓄水运行。县城乡供水补充水源工程总

是日 天津宝坻区郝各庄镇来七山乡开展结

对帮扶活动。
２８日 永登县组织县属各单位负责人、辖区
单位党组织在职党员及社区广大党员干部，在人

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捐赠棉被、棉衣各２０套；爱心
驿站捐赠八岭小学学生外套６６件；曙光公益服务

识、送科技、送义诊活动。
３１日 永登县组织学习观看《榜样４》激发

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热情。

民广场举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在

１１月

职党员志愿服务活动启动仪式。

是日＂脱贫攻坚·文明同行＂新时代文明
实践志愿服务示范活动走进七山乡鱼盆村。捐赠
仪式上，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捐赠
电脑１台、打印机１台，并向 １０户贫困户捐赠１０

１日 永登县举行城乡供水补充水源工程竣

工通水仪式。

吨煤炭；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

是日 ２０１９年天津市青基会希望工程助力脱
贫攻坚行动助学金发放仪式在永登一中举行，为

所、甘肃国际大酒店捐赠生活用品；城关区曙光

５０名建档立卡贫困中学生发放助学金７．５万元。

公益服务中心捐赠１５套儿童外套和手套，以及

４日 驻永某部队富民产业帮扶基地钙果种

１５本图书。随后，开展送宣传、送知识、送科
技、送义诊活动。永登纪念馆负责人结合＂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上了一堂＂红色永
登＂的党课，激励乡村干部铭记红色历史，奉献

植启动仪式在通远镇捷岭村举行。

基层，勇于担当。

登县脱贫攻坚政策集中宣传月活动中，共组织开

５日 永登县＂激发内生动力、决胜脱贫攻
坚＂政策集中宣传月＂红色文艺轻骑兵＂走基层
活动启动仪式在柳树镇柳树村文化广场举行。永

是日 永登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平带领县住

展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精神宣讲２１６

建局主要负责人，深入县城供热点检查今冬集中

场（次），＂红色文艺轻骑兵＂小分队走基层１８场
（次），印发扶贫政策宣传册页３００００份。

供热准备情况。
是日 永登县举行＂拥军优属，家电惠民＂

启动仪式。
２９日 ＂脱贫攻坚·文明同行＂新时代文明
实践志愿服务示范活动走进永登县坪城乡、民乐

乡。在坪城乡小砂沟村的捐赠仪式上，兰州西太
华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捐赠电脑１台、煤炭９
吨；甘肃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三地质矿产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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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 永登县召开２０１９年县安委会第四次全

体（扩大）会议。
是日 永登县召开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度冬季大气

污染防治工作动员部署会议。
６日 副市长、县委书记魏旭昶深入兰州新

区树屏产业园就园区发展、建设进展情况进行专

题调研。

大事记
是日 永登县首批二维码门楼牌挂牌上墙。

２５日 兰州电视台党建频道播出永登县《直

７日 永登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成立。

面问题真改实改 用心办好民生实事》的专题。

是日 永登县举行统战大数据平台上线

２８日 永登县紧紧围绕美丽乡村示范、农村
＂厕所革命＂＂垃圾革命＂＂风貌革命＂加强农村
人居环境的改善，人民群众幸福感得以提升。

仪式。
是日 天津市慈善协会对口援助＂津沽有
爱·爱心筑梦＂爱心助学暨＂津沽有爱·守护希
望＂慈善助医捐助仪式在永登县举行。
１０日 永登县举行２０１９＂武商杯＂广场舞
大赛。来自全县的３６支代表队、４００名广场舞爱

好者参加了比赛。
１１日 永登县设立分会场组织参加全省深化
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第二批试点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

１２月
１日 西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导师带领１５０
多名旅游学院师生来红城镇下河村参观调研丽水

丹霞。调研中，县红色纪念馆负责人向旅游学院
学生讲解了龙凤峡名字的由来，详细介绍了下河
村丹霞地貌的形成过程、独特之处以及发展乡村

是日 永登县举办第二届双十一电商狂欢
节。电子商务作为助推脱贫攻坚、转变发展方式

旅游得天独厚的优势。

的重要抓手，大力支持引领传统企业转型升级，

全日＂主题宣传活动。

抢抓电子商务发展的重大机遇，充分发挥自身优

是日 甘肃省 ２０１９年＂宪法进农村主题日＂
活动在永登县龙泉寺镇举行。
３日 永登县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势，大力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着力打造以
＂玫瑰川＂＂葡萄沟＂＂高原夏菜绿色长廊＂为代

２日 永登县举行第八个＂１２２全国交通安

表的特色农业，做大做强区域性优势产业和地方 主题教育推进会议。
性特色产品，呈现出了电子商务应用热、培训热
和投资热的现象，使电子商务成为永登县经济发

是日 永登县开展＂世界残疾人日＂系列活
动，现场为１６０名残疾人捐赠了轮椅，为４２名残

展的新亮点。此次活动组织不同类型商品的永登 疾人捐赠了双拐，为４５名残疾人捐赠单拐。活动
特产商户联合参展，共享广告资源、客户资源的 期间，县残联组织志愿者向来往群众发放《甘肃
同时产生聚焦效应，将本次活动的宣传辐射面和
社会影响力最大化。最大范围的锁定目标消费群
体，提高销售额的同时扩大市场占有率。
１４日 永登县召开２０１９年＂百名法学家百

场报告会＂。
是日 兰州市验收组通过查阅资料、现场检

查、入户核对等方式，对全县３３个光伏扶贫村级
电站的建设质量、建设资金、运行维护、收益分

配进行了抽验复核竣工验收。
１８日 永登县农牧特色产业综合应用技术专
家院揭牌仪式隆重举行。
２０日 永登县举办整治食品安全问题联合行
动公开销毁罚没物品宣传活动。
是日 永登县全力解决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

问题。

是日 永登县开展农村低保专项治理。

省扶助残疾人规定》《甘肃省残疾人就业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等宣传材料
２０００余份，发放《残疾人康复知识手册》《残疾

人社会保障政策宣传手册》各５００册。
４日 永登县开展＂１２·４＂国家宪法日暨宪

法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
６日 永登县举办２０１９年度新增居民家庭废
弃药品定点回收单位确认暨回收设备发放仪式。
是日 永登县委常委会召开＂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
９日 副市长、县委书记魏旭昶赴武胜驿镇
宣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是日 永登县谋划储备 １０６个项目提升发展

新模式。
１１日 永登县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评估测评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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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 永登县开展＂黑工厂＂＂黑作坊＂＂黑

窝点＂专项整治行动。
１２日 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省委宣

１８日 永登县整治房地产中介市场乱象。
２１日 《人民公安报》（ＲＯ３版）以《永登∶
推行一站式执法办案机制，打造执法办案监督＂旗

讲团报告会在永登县举行。

舰店＂》为题，从＂建好便民服务＇直通车＇、筑

是日 永登县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启动运
营，来自全县各社区的老人们纷纷走进日间照料
中心，体验感受公建民营养老新模式更专业、优

牢执法安全＇＇防火墙＇、打造法制监督＇旗舰店＇、

质的服务。
１３日 兰州市副市长、永登县委书记、庄浪

河兰州市市级河长、永登县总河长魏旭昶在巡察庄
浪河大同镇保家湾段和龙泉寺镇河西村段时强调，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扎实开展河
湖＂清四乱＂专项整治行动，切实把河湖治理好、

管理好、保护好，不断改善河湖生态环境。
是日 永登县设立分会场组织收听收看全国
农民工工作暨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电视电话

会议。
是日 永登县开展非洲猪瘟防控及牛羊肉专

项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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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阻碍共享＇隔离墙＇＂四个方面对县公安局执

法办案场所升级改造试点工作进行报道。
２４日 永登县为２１２名考入大专、本科的残
疾学生和困难残疾人家庭的学生发放扶残助学金
５５．１万元，切实减轻残疾人家庭的经济负担。

２５日 永登县妇幼保健院（妇女儿童医院）

举行新址落成开业仪式。
２６日 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平赴柳树镇宣讲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３１日 天津宝坻团区委及爱心组织来永登县

开展＂为爱筑梦，山区贫困孤儿圆梦＂爱心帮扶

活动。
是日 永登县开始销售储备冷冻猪肉。

永题综述

永登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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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情概览
【位置面积】 永登县地处甘肃省中部，兰州市
西北部，是古丝绸之路和亚欧大陆桥的要冲，是
河西走廊的门户。位于东经１０２°３６′～１０３°４５＇，
北纬３６°１２＇～３７°０７＇之间。东南与皋兰县、西固
区、红古区相邻，西北与天祝藏族自治县、景泰
县接壤。全县总面积６０９０平方千米。现辖４乡、

－ｘｏ缸ｏｔｄ

居、枝阳、允街、浩门四县，归凉州刺史部金城
郡辖。东汉末年，曹魏统一中国北方后，仍由金
城郡辖，废枝阳县，令居、允街、浩门三县

依旧。
西晋末，凉州刺史张窟复设枝阳县，并在建
兴四年（３１６年）＂分金城之令居、枝阳二县，又

１４镇、１１个社区、２４０个行政村（其中，中川、

立永登县，合三县立广武郡。＂这是＂永登＂名
称在历史上首次出现，取永远五谷丰登之意。五
胡十六国时前凉、前秦、后凉、南凉、北凉先后
占据永登。南凉秃发乌孤建郡于广武。北凉沮渠

秦川两个乡镇委托兰州新区管理），总人口近 ６０

蒙逊加固允街县城。

万人。
【建制沿革】 西汉元狩二年（公元前１２１年），

南北朝时，拓跋魏在庄浪河川设广武县，属

广武郡。大通河川的浩门县归鄯州辖，北周时改

西，＂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渡河湟，筑令居

归乐都郡辖，不久又废浩门县。隋开皇初设广武
县为邑次，大业六年（６１０年）又改为会宁县。
唐武德二年（６１９年），设广武县。乾元二年

塞＂。从此永登正式纳入西汉帝国的版图。
《汉书·地理志》记载∶ 汉昭帝始元六年

（７５９年），又改广武县为金城县，归陇右道兰州
辖。安石之乱后，吐蕃占据。北宋初仍为广武县

（公元前８１年），置金城郡，领县十三，今永登县

属兰州。景德年间，为西夏占领，属西凉府，在

地属金城郡的令居、枝阳、允街、浩门四县。令
居，元鼎二年（公元前１１５年）建县。清乾隆
《甘肃通志》∶＂令居故城在平番县西北。＂经专家
论证，令居县治所在今永登县附近。枝阳在苦水
乡稍南。神爵二年允街（公元前６０年）置县。
《后汉书·明帝纪》李贤注∶＂允街，县名也。允

今红城子驻有卓罗和南监军司，进行区域性统
治。神宗时，王安石为了抵御西夏，于熙宁五年

（１０７２年）派王韶、王厚收复这一带。王厚曾在

音铅，街音佳，属金城郡。＂据传，允街故城在

至元元年（１２６４年），设庄浪县，归永昌路

今红城子河西的古城湾。浩门，因浩门水得名。
据《中国历史图集》记载，在今河桥驿，辖大通

管辖。洪武五年（１３７２年），将庄浪县改为庄浪
卫，属陕西行都指挥使司辖。明初，元宗室脱欢
率部投诚，安置在连城，脱欢之孙失迦以军功升
土司都指挥使，赐姓鲁，准世袭。自明初至民国
改归流，永登地区由鲁土司统治。

汉武帝开辟河西，派骠骑大将军霍去病统兵出陇

河沿岸及青海省乐都县东部。
西汉末，王莽建立新朝，将令居、允街、浩
门县分别改为罕虏、修远、兴武县。东汉设令

大通河东岸筑城，据传即今河桥驿旧城。政和六
年（１１１６年），＂建筑古骨龙城，赐名震武城，未
几，改为震武军。＂震武城即今连城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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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康熙二年改卫为所，雍正三年裁
所，设平番县，隶凉州府。＂并在河桥驿附近设
浩门县（后改为西大通分县）。
民国二年（１９１３年）归河西道，民国三年改

属甘凉道，民国十六年废道，归兰山行政区。民
国十七年改为永登县，由甘肃省政府直辖。民国
二十五年划为第一行政督察区辖。民国三十年又

划为第六行政督察区辖。
民国二十八年１月，中共甘肃工委副书记罗
云鹏，与青龙山组织国民党骑五师军需处科长王
儒林、骑五师手枪团参谋主任王建三、骑五师电
台主任蔡振东等３名地下党员，成立中共河西支

１９６０年４月，七山、红城、八宝、通远４个

人民公社划出，成立兰州市红古区。１９６２年７
月，中川公社划归皋兰县。１９６６年１１月，永登
县将２１个公社冠以＂革命化＂新名，不久，因易

混淆，工作不方便遂恢复原名。
自１９７０年３月开始，永登县行政区划属兰州

市管辖至今。
１９８３年５月，根据中央指示和省委省政府的

部署，永登县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改建
为乡（镇）政府、村委会、社委会。全县共组建
２２个乡（镇）人民政府、２８８个村民委员会和
１４５６个村民小组（农业社）。２００４年９月，经甘
肃省民政厅批准，永登县乡镇区划中有４个乡镇

部。１９４９年８月２７日，永登县警察局局长薛镇中
决定起义，８月３０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同 撤并，其中撤销清水乡，将该乡并入柳树乡；撤
意永登县警察起义。９月１日，坪城国民党永登
县军牧场在牧政科长赵瑄率领下宣布起义，中国

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后勤部派李贵初接管。中

销东山乡，将该乡并入龙泉寺乡；撤销金嘴乡，
将该乡并入武胜驿镇；撤销大有乡，将该乡并入

民乐乡。

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九师先遣部队渡过黄河，９月３
日进入永登县境内，永登县解放。９月８日，永 【地形地貌】 永登县处于陇西黄土高原和祁连
登县人民政府成立，９月１０日，中共永登县委成 山地的交接地带，地表大部分被黄土覆盖。地形
立，高百祥为书记兼县长。１２月８日至１２日，永 特征可概括为三山夹两河。＂两河＂即黄河第一
登县人民代表会议第一届首次会议召开，高百祥 级支流的庄浪河和第二级支流的大通河。＂三

被选为大会常驻委员会主任委员。１９５０年５月１３ 山＂指祁连山系南端延续到永登县后纵列县境的
日，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天祝从永登县划出，成
立天祝藏族自治区政府（县级）。８月２５日，永

三条支脉，分列大通河西岸、庄浪河东岸及两河
之间。山河交错，将永登县地面分为河谷、盆

登开始全县户口清查登记，核实共有３８１９５ 户， 地、中山及梁峁丘陵等多种地貌。西北部属祁连
２２６６８２人。１９５１年全县减租反霸工作取得重大成 山地，峰峦起伏，海拔２４００米至３２００米，地势
果。１９５４年１０月３１日至１１月３日，中国共产党

较平坦，土质为夹沙土；河谷主要在大通河和庄

永登县第一届代表大会举行。１９５５年 １０月１９ 浪河两岸，海拔１８００米左右。
日，永登县划归定西专区管辖。１９５６年，原皋兰
县四墩乡的华家井村归永登县，永登县的岔口驿 【气候气象】 永登县属温带大陆性气候，降雨
乡、金强驿乡划归天祝县。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１９日， 量小，蒸发量大，气候干燥，温度变化剧烈为主
赛什斯乡、古城乡划归天祝县。１９５８年９月，永
登县委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建立人民公社，至１２
月，全县实现人民公社化，将原来的３镇１７乡合
并为１３个人民公社。１９５９年８月，又成立通远、
大有公社。至此，全区（１９５９年４月区划变动，

要特点。全年降水量４３４．２毫米，一日最大降水
量为３２．２毫米，年降水日约４０天，年最长连续降
水日约为７天，年最长连续无降水日约２７天。年

最大雪深１０厘米，年最大冰土深度８１厘米。全
县年日照时数为２５４１．４小时，其中１月、３月、７

永登县改为永登区）建成１５个公社，１６４个生产

月、１２月较多，占全年的 ３７．４？？日照率为

大队，８８６个生产小队。入社农户 ３．６２ 万户，

６２？？无霜期∶ ２０６天。
永登的四季以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和群众对

２１．６４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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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本季是冰雹、大风、大（暴）雨活动的主要
季节，常有初夏和伏期干旱发生；９—１１月为秋
季，气温下降，秋初多连阴雨，深秋少雨，霜冻

１９５４—２０００年多年平均径流量为２４．７８亿立方
米，实测最大径流量为４０．０５ 亿立方米（１９８９
年），最小径流量为１６．４６亿立方米（１９７９年）。
庄浪河是黄河一级支流，发源于青海省门源
县与天祝县交界的冷龙岭。河道流向大致为东南
向，贯穿天祝、永登、于西固区河口镇汇入黄
河。河道总长 １８４．８千米，流域面积４００７平方

出现，降水由雨变雪；１２月至翌年２月为冬季，

千米。

四季的习惯划分，３—５月为春季，冷空气活动频

繁，天气多变，时冷时热，降雨少，气温回升快
而不稳，时有春旱、春寒、霜冻出现；６—８月为
夏季，降雨集中，气温最高而且多变，忽晴忽

天寒地冻，降雪稀少，气候干燥。

庄浪河从天祝界牌村流入县境，入境海拔
２３６３米，经武胜驿、中堡、城关、柳树、大同、

【水资源】永登县境内的水资源主要由降水、

龙泉寺、红城、苦水８个乡镇，于苦水周家庄出

地下水及流入县境的河流客水三部分组成，总量

境，出境地海拔１５７７米，县境内河道长度９４．５千
米，流域面积２３３５平方千米。
庄浪河是县境内流域面积最大的一条河流，
也是历史上灾害较为频繁的一条河流。上游来水

为３０．５８６亿立方米，其中，降水形成的径流量为
１．７２２亿立方米，地表客水为２８．８６４亿立方米，
由地表水转化成地下水的量为１．３５３亿立方米。
永登县地处甘肃中部，县境内地形复杂，海拔高
差大，降水分区差异明显。绝大部分地区降水量

在３００毫米至３５０毫米之间。
永登县地下水主要有基岩裂隙水、河谷、沟

谷潜水。基岩裂隙水主要分布于连城以北的中山

量占全年来水量的９０？？武胜驿站多年平均径流

量为１．８０４亿立方米。枯水期尚出现长时间断
流。河道最高水温为２３．５摄氏度，最低为０摄氏

度，年平均水温４．４摄氏度。封冻期约８０天，最
大冰层厚度为０．５米。

和奖俊埠岭一带的丘陵山地。河谷潜水主要分布
在大通河、庄浪河的河谷平原区。沟谷潜水的分

丘陵区最长的季节性洪水沟谷之一。河道总长８１

布较为普遍，大多数沟谷中均能见及。经计算，

千米，流域面积５０２．６平方千米。

永登县地下水补给量约１３５３０万立方米，可开采

量约６９５４万立方米。
永登县属黄河流域，独立流出县境的主要河

沟有７条，属黄河水系的河流是庄浪河、咸水

河、李麻砂沟及秦王川。属湟水水系的是大通
河、倒水沟、牛克沟、大砂沟。其中大通河、庄
浪河是常年性客水河流。大通河是湟水的一级支

咸水河发源于永登县坪城乡，是县境内黄土

咸水河在永登县境内长度为７７千米，流域面
积４８２．２平方千米，其流向自北向南流经坪城、

柳树、上川、秦川、龙泉寺、树屏、苦水７个乡
镇，河流海拔２５８９米，出口海拔１５９０米。
永登县水能资源比较丰富，主要分布在大通
河流域、庄浪河武胜驿段和引大灌区。据计算，
全县水能资源的理论储力为２０．０５万千瓦，其

流，黄河的二级支流，发源于青海省门源县果林 中，大通河１６万千瓦，庄浪河０．２万千瓦，引大
那穆吉木岭，河道总长 ５２０千米，流域面积 灌区３．８５万千瓦。大通河的水能蕴藏量占全县的
７９．８？？具有开发利用价值。举世瞩目的引大入
１５１２６平方千米。
大通河是永登县境内最大的客水河流，从铁

城沟口北部流入县境，入境海拔２０４０米，自北而

南流经连城、河桥两镇，于河桥镇马庄以下４千
米处流出县境，出境海拔１６００米，穿过享堂峡注
入湟水。县境内河道长５４千米，流域面积１３３１．２

平方千米。

秦工程就是将永登县西部大通河水调至永登县东
部秦王川盆地的一条大型的跨流域、自流引水工
程，属全国大型二级水利工程。近年来，大通河
水电站梯级开发成效显著，自流引水渠道、提
灌、水库、塘坝、渔业养殖、小水电站、城乡供

水等工程发展迅速。

大通河在天堂寺站流量为７８．６０立方米／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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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植物资源】 永登县在古代是一个森林茂 石、花岗岩、板岩、石膏、芒硝、矿泉水、水泥
密，草原辽阔，野生动物种类繁多的地区。据调
查登记，永登县有野生脊椎动物９５种，分别属于
５纲、１９ 目、３９科。其中，鸟类有９目２１科６４

配料用黄土、建筑用辉绿岩、建筑用石料、建筑

种。哺乳动物有５目１２科２４种∶有黄羊、石羊、
青羊、狼、赤狐、石貂、水獭、蒙古兔、草兔、

煤、石膏的储量巨大，分别达到３．１亿吨、２．９亿

用砂、砖瓦用黏土等，其中达地质普查以上工作
程度的矿产有１１种，尤其是石英石、石灰石、

吨、１．３亿吨和１６７４万吨。

长爪沙鼠、子午沙鼠、小家鼠、喜马拉雅旱獭、

特色度品》

北方蝙蝠、刺猬等，现存的这些哺乳动物中有的

已经濒临灭绝，有的已为数很少。爬行动物有榆
林沙蜥、丽斑麻蜥、密点麻蜥及蛇等几种，蜥类
多分布在荒漠、半荒漠地区，蛇多在森林草丛之
中。两栖动物种类少，只有蟾蜍科花背蟾蜍一
种，主要分布在河谷地带。鱼类只有鲤鱼科的麦
穗鱼，鳅科的北方花鱼、泥鳅、青鳅。
永登县有树种４５科、８６属３１９种，其中林木
树种有２３８种。分天然树种、乡土树种、引进树
种、经济林树种。永登县野生药材大多分布在连

城、民乐、武胜驿等二阴地区的林区山地。１９４９
年前，可采用的野生植物、动物、矿物和菌类药

材多达８０余种。
１９８２年中药材资源普查，全县地产中药材达
１２８种。其中，猪苓、牛子、红花、黄柏、羌

【苦水玫瑰】 相传，清道光年间，苦水下新沟

秀才王乃宪赴西安科试返乡，带回几株玫瑰苗。
由于苦水的土壤和气候适合玫瑰的生长繁殖。几
年后，玫瑰花燃红了苦水川。民国年间，一到农
历五月，一些商贩辗转来到苦水川收购玫瑰花

瓣，以作酿酒、糕点之佐料。
１９６１年，开始提取玫瑰精油。
１９８１年，永登玫瑰研究所成立。１９８４年，玫

＂。

瑰被评为兰州市花。１９９４年，十集电视连续剧
《玫瑰悄悄红》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永登玫瑰名

扬海内外。＂玫海花香＂被誉为＂兰州新十景之
如今，玫瑰主要分布在苦水、红城、龙泉、

活、地骨皮、车前子、紫苏、花椒、玫瑰花等，

大同、树屏、中川、秦川等乡镇。２０１０年永登县

产地广，产量大，是１９４９年后主要收购的中药
材。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永登县从外地陆续
引进一些药材品种试种。从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引
种大黄苗２０万株，在今武胜驿黑林村试种；从四

玫瑰产业基地规模达 ３．２万亩，年产玫瑰鲜花

川灌县引进川穹，在永登一中农场试种；从黑龙
江引进人参，在连城林区试种，皆种植成功。后
受到市场药价的冲击，生产中止。

草类主要有芨芨草、药老、灰条、苜蓿、刺
蓬等。其他植物类地方特产有豌豆、扁豆、胡

１１２０万千克，亩产值６０００元左右，是小麦产值
的８倍～１０倍。王乃宪栽种玫瑰苗的时候，没想

到栽出中国最大的玫瑰种植基地。每年四五月

间，玫瑰山谷里的万亩玫瑰生态观赏园，花香飘
溢，风光迷人。
苦水玫瑰用途广泛，经济价值极高，有＂金
花＂之美誉。苦水玫瑰产业有甘肃三和玫瑰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苦水兴顺玫瑰花有限公司、兰州

麻、大麻、油菜籽、烟叶、籽瓜、大蒜、软果、

阳光玫瑰制品有限公司、兰州九香玫瑰生物科技

香水梨、木耳、柳花、地达菜、发菜、蕨麻等。

有限公司、永登丰源玫瑰开发有限公司５家龙头
企业带动。同时，申请苦水玫瑰原产地保护证明

【矿产资源】 永登县矿产资源比较丰富，矿种
较多，分布较广。截至２００５年底，已发现的矿种
达２５种，分别是煤、地热、铁、锰、铜、铅、

商标，制定苦水玫瑰无公害标准化生产技术标准
和玫瑰油生产标准，开发干花蕾、玫瑰露酒、玫
瑰精油、玫瑰纯露、玫瑰酱、玫瑰化妆品系列产

锌、金、银、溶剂灰岩、电石用灰岩、水泥用灰

品等 １００多个产品，涉及新型化工、医药、食

岩、冶金用石英岩、玻璃用石灰岩、水泥用大理

品、酒饮、保健、美容等多个领域，销往全国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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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和世界许多国家。
【鲑鳟鱼】 鲑鳟鱼是虹鳟鱼中的珍品，也是永
登县的优势特色产业，永登县的鲑鳟鱼繁育养
殖，得天时地利人和，享誉甘肃乃至全国。

糖、降血脂、明目、健脑、养颜、强肾、加强营

养平衡、增强免疫功能等显著功效。鳟、鲑被誉
为＂水中人参＂，是２ｌ世纪餐桌上理想的绿色有

机食品。

加利福尼亚州的虹鳟鱼，如何辗转来到中国，落
户永登，永登县又是如何做大做强虹鳟鱼产业，

【岔口驿马】 永登民谚云∶＂镇武三岔的走马
胎里带。＂这是说镇羌驿（现名金强驿，今属天
祝县）、武胜驿、岔口驿（今属天祝县）、坪城乡

使虹鳟鱼养殖占甘肃的 ６０？？

的三岔村、马场村，这一带产的走马，一成年就

原产于北美洲北冰洋沿岸及阿拉斯加和美国

１９５９年，周恩来总理访问朝鲜，金日成将虹 能快步疾行。
鳟鱼作为＂国礼＂相赠，毛主席大加赞赏。金日
成知悉后，给中国赠送亲鱼（种鱼）２４尾，在黑

龙江试养成功。
１９６４年，北京和平壤结为＂友好城市＂，平

壤市市长将此鱼作为礼品赠送给北京市市长彭
真，并在北京怀柔安家落户，试养成功。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初，根据时任甘肃省委书记

宋平的指示，省有关部门组织人员经过多方培
养。发现水温长年保持在８摄氏度左右的永登药

王泉水适合虹鳟鱼的养殖。兰州军区派专用飞
机，将虹鳟鱼引进并由科研人员和当地农民试养

成功。

据《汉书》记载，在汉朝，这一带就以＂畜
为天下饶＂著称。岔口驿走马的繁育发展，与坪
城、松山一带高山草原上水草肥美，牧养条件优

越分不开。
岔口驿马选择永登当地马和青海马杂交育
成。它头型直正，额宽眸明，耳尖而立，鼻孔

大，胸廓宽深，背长腰短而有力，蹄趾坚硬，吃
苦耐劳，适应性强，以侧步快如飞，乘骑平稳舒

适而出名。这种马的繁育还与乌鞘岭南北这段山
路上古时驿站之间飞骑快报，人们从中不断筛选
善走的良马，有着重要关系。
一百多年来，这一带的藏汉群众，在每年农

在宋平的大力支持下，永登县建立一批规模 历六月，骑上自己驯养的骏马，云集草原，举行

较大的虹鳟渔场。经集约化整合，科学化养殖，
产业化经营，不断培养引进新品种，虹鳟鱼养殖

活跃起来。

赛马大会。会场不仅是良马的竞技场地，也是马
匹畜产品交易集市。现在永登县境内的马匹大多

数为岔口驿马。这些良马曾经为永登发展农业、

碧泊金鳟营养宴，是永登独具特色的风味名
吃，它由上海营养食品专家组和兰州鲑鳟渔业科

运输业立下功劳。

技开发研究所，根据＂医食同源＂和人体营养平

【羊羔披毡衫】＂毡衫＂是永登等地的放牧人
用羊毛制成的一种遮风避雨的＂衣裳＂。而＂羊
羔披毡衫＂则是形象化的永登风味菜肴。
据史料记载，靖远、永登和河西一带的羔羊

衡原理，采用世界名贵的冷水鱼金鲑、金鳟、银
鲑、三文鱼等为主要原料，佐以祁连雪麓野参、
梅花鹿排、敦煌锁阳、天山雪莲、冬虫夏草、乌
鞘岭的白牦牛、甘南草原蕨麻猪和原始森林的野

肉，鲜嫩肥美，早在唐代，已成为宫廷贡品。如

永登特产的鳟、鲑鱼肉中富含多种动物蛋

今，永登的坪城、七山、树屏等地，仍以＂羊
乡＂著称。每年春季羔羊的毛长到＂握一把梢露
头，弯弯曲曲龙蛇游＂的长度和形状时，农牧民

白，维生素Ａ、维生素Ｅ和微量元素硒，其中还
含有丰富的脑黄金（ＤＨＡ）、ＥＰＡ、欧米伽３、欧

就开始宰羔取皮。这时他们总要拿上鲜美的羔羊
肉送亲友、上集市，自己也免不了吃一顿味美的

米伽６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长期食用

＂羊羔披毡衫＂。

生食用菌等上百种天然营养物质，经过精心的合

理搭配调制而成。

可以有效防止心脑血管疾病，具有降血压、降血

一般做法是∶ 把宰了的羊羔先挂在屋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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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它稍稍风干，过一两天拿下，用大火燎去肉上
的羊毛，用水洗干净，把水晾干，将肉剁成两三
指大小的肉块，同切好的红辣椒一块在清油锅内

【小麦精品和尚头】 永登县秦王川地区地道的

爆炒，并将花椒、姜粉、盐、茴香、酱油等佐料

售已初具规模，开发出了＂和尚头＂小麦＂长寿
面＂等产品，进入市场，销售看好。品尝＂和尚
头＂小麦面，成为实惠、美味的饮食选择，受到

调入，将肉炒到四五成熟，再添上适量的水，然
后把擀得跟铜钱一样薄厚的圆面张（＂毡衫＂）
盖在羔羊肉上，盖好锅盖，用小火焖，等焖到肉
烂，面张熟透，纳入汤汁后，即可起锅上桌。这
样做出的羔羊肉色泽红润，肉质鲜嫩，不肥不
腻，十分可口。在浓缩的肉汤里兑上适量的水，
等烧开，调上蒜苗、香菜，每人盛上半碗，边喝

肉汤，边吃撕成小块的面张（＂毡衫＂），则另

有一番风味。

砂田＂和尚头＂面，在兰州乃至西北地区有很高
的声誉。如今，＂和尚头＂小麦种植、加工、销

众多宾客喜爱。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
生陪同柬埔寨宾努亲王到兰州郊区访问，村民用

＂和尚头＂面制作的浆水长面招待，受到郭沫

若、宾努的高度赞誉。
＂和尚头＂小麦蛋白质含量高，粉质较细、
砂，含纤维少，容易消化吸收，口感好，是兰州

地区做拉条子、馒头的最佳原料。
【坪城细毛羊】 坪城细毛羊是在高寒牧区生态
条件下，人工培育成的毛肉兼用的细毛羊新

据省农科院、甘农大测定，＂和尚头＂小麦
千粒重 ３５ 克，面粉白度 ７４．８１，偏黄度

品种。

１５．９？？粗蛋白含量１６．０２？？与其他品种小麦相

坪城草原总面积５０万亩，是兰州市最大的天
然高山草甸牧场，冬春漫长、寒冷，夏秋短暂、
凉爽，自然植被良好。这里黑褐色的沃土适于种

比，＂和尚头＂小麦粗蛋白高出２～４个百分点，
赖氨酸高出０．１～０．２个百分点，面筋含量高出

４～５个百分点。＂和尚头＂属硬质小麦，咬断麦

植燕麦、豌豆等饲料作物。坪城细毛羊就是在这

粒，茬口呈玻璃质状，硬度达１４．９，也高于其他

样的自然条件下，于１９５２年由甘肃畜牧厅等单

小麦。＂和尚头＂在种植过程中，基本不施化

位，选择长山河村为繁育基地，以新疆细毛羊和 肥、农药，所以无污染，是地地道道的无公害绿
苏联高加索羊为父本，当地蒙古系母羊为母本，

色食品。

经杂交改良、横交固定、选育提高三个主要阶

＂和尚头＂小麦以其质量高、效益高、低成

段，用６年时间培育而成。１９５８年１２月国务院向

坪城长山河村颁发了由周恩来总理签署的奖状。

本、无污染等品质优势，成为种植业的首选品
种。在压沙覆盖技术的基础上，发展塑膜覆盖、

该村获得国务院颁发的＂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

秸秆覆盖，实施蓄积雨水滴灌、喷灌，＂和尚

单位＂称号。

头＂单产稳定在１００～１２０千克，种植面积扩大，
可满足广大宾客品尝＂和尚头＂小麦面，体验永

１９８１年，坪城细毛羊被甘肃省人民政府正式

命名为＂甘肃毛肉兼用细毛羊＂。细毛羊体质强
壮，结构匀称，四肢强劲有力；耐寒、耐苦、耐
粗饲；适应性强，宜在高寒山区放牧；有较强的
生产性能，遗传性稳定，而且繁育率高，羔羊生
长发育快。细毛羊羊毛洁白，毛质优良，肉质细
嫩，毛产肉率高。成年羊年均产毛７千克，毛长
８厘米左右。它的净毛率、油脂率、纤维强度、

原毛细度，可与闻名于世的澳大利亚羊媲美。它
已成为我国细毛羊中独具一格的优良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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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饮食文化的需求。
【软儿梨】＂冰天雪地软儿梨，瓜果城中第一
奇。满树红颜貌不取，清香偏待化成泥＂。这是

诗人对软儿梨的赞叹。
软儿梨是苦水镇古老的地方树种之一，苦水
镇境内多有种植，它以高大的树冠、旺盛的长
势、果实极耐储藏以及独特的风味为世人称赞。

晚清进士王炬（１８７８—１９５９）曾咏软儿梨∶＂梨
花冠下果盈田，珍品冬来树树鲜。有味有香甘若

永登综述
醴，无丝无缕软于绵。沁心绝胜哀家爽，润面能

痰、降火止咳的功效。若把冬果梨掏空去核。再

回婉女妍。满瓮琼浆春更好，羡他老同乐欣
然。＂于右任先生曾写过＂西瓜醉瓜软儿香＂的

装入蜂蜜、冰糖煮熟，连汤带果食用，更有止咳
散寒、清肺去痰的功效。

诗句。
软儿梨是一种晚熟梨品种，为兰州众多梨品
种中的佼佼者。软儿梨属秋子梨系统，其主要分
布地带与兰州冬果梨大体相同。一般成年软儿梨

【手抓羊肉】 把带骨羊肉剁成长三至五寸，宽
一寸大小的肉块，投入清水洗干净，然后捞出来

树，树冠高达９．５米，树干胸围１．７米左右，单株

的血水点兑，澄清肉汤，掠去浮沫后，投入装了

年产果４００千克以上，果实 １０月中下旬采收完
毕。平均单果重１２７克，果实扁圆形，大小整
齐，果皮较厚，蜡质厚，果面上有较多极为明显
的圆核状果点散生。刚采收的果子生硬、酸涩，
但采摘后用麦草覆盖升温半月后，变得绵软，酸

生姜、花椒、山柰、草果等的调料包，同时加适

甜可口。
隆冬时节，经封包发汗的软儿梨，外表冻得
像冰疙瘩，但因富含果酸、苹果酸、柠檬酸、蔗

放入锅内，添适量水，用火烧开，再用泡过肉块

量食盐，用慢火炖，等肉烂后，捞出可吃，这叫
＂白水羊肉＂。也有把肉捞出来后，再另一锅里倒
入清油，和葱花或蒜苗炒一下，盛入大盘，连同

蒜泥、椒油、香菜碟一齐上桌沾上吃。手抓羊肉
是饭馆、农家桌上的高档而又烹饪简便的吃食。
最有名的手抓羊肉是武胜驿一条街上的，那里做
的醇香味美，常引来游人远道前来品尝，可谓永

糖等成分，营养价值较高。寒冷的冬春季节，将
颗颗冰球状的黑疙瘩投入冰水之中，半小时之后
果皮外冻结厚厚一层冰壳，敲碎冰壳，撕开果皮
后吸吮而食，味甘如蜜，汁多而清香。如今冰

登风味肉食的一绝。

箱、冰柜普及，可存放冰冻软儿梨。炎炎夏日，

和上拳头大小的一块面，用面在羊身上反复滚，

吃完兰州特食＂浆水面＂后，再食一个苦水软儿
梨，凉爽解热，真是苦水人和到苦水旅游的食客
绝美的消暑佳果。软儿梨无论冬夏食之，都具有

把羊羔身上的污秽洗净。然后剁成鸡蛋大小的肉
块（不能在水中洗）待下锅炒。炒时，锅内倒上
约半斤多清油，用大火烧，油过后，把羊羔肉倒
入锅内爆炒，同时加适量食盐、花椒、姜皮调
料，用温火炖，待油水干时，肉也烂了，可入盘

清热润肺、止咳祛热之功效，被视为食疗兼备的

＂妙果＂。

【爆炒羊羔肉】 选杀十斤左右的羊羔，剥皮除
内脏后，先用柴火燎烧一下羊羔身上的毛，然后

上桌即吃。

【冬果梨】 冬果梨，色泽鲜艳，形体美观，皮
薄肉细，甜酸适度，能长期贮存，久负盛名，畅

【烤乳猪】 选肥实的小猪，宰后用滚烫水洗褪

销国内外市场，为兰州水果珍品。
苦水冬果梨有大小之分∶大冬果梨，果实呈
倒卵圆形，果大，平均重３２０￣５００克，熟后果实
呈金黄色，皮较厚而粗，果肉白嫩，汁多而脆，
味浓，酸甜适度，含糖量约９？？小冬果梨由大

毛，去掉内脏、板油、蹄尾，剔去三根前肋，然

冬果梨的芽条变异而来。果实呈圆形或椭圆形，
其果重平均１５７．５克，果汁不及大冬果梨多，贮
期不如大冬果梨长，但果皮薄、果肉细、果味

甜，其味夺冠，成为甘肃省地方最佳品种之一。
冬果梨在医学上应用甚广，疗效颇高。具有生津

后用清水冲洗干净备烤。用铁叉叉住乳猪，置木
炭火上炙烤。烤的过程中，用长针刺猪身，使水
分释放出来，同时用清水敷猪身，可涂蜂蜜水，
继续烤。烤到一定程度，再涂香油，用文火再烤
一刻左右时间便成。吃时，将猪肉切成薄片，放
盘上桌。佐料有面酱、虾酱、芝麻酱、椒盐、葱
段、心里美萝卜条、荷叶饼等。最后将猪骨头煮
成原汤，放一些芫荽（香菜）、葱、蒜、姜，看
不到一点油花，其味醇香优美。

止渴、清心润肺、除烦利尿、清热解毒、润喉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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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卤肉】 卤肉是人常见常吃的方便肉食，卤肉

的家具、案板或草帽辫上搓压，形成半圆筒状的

专用＂老汤＂，即煮过肉的陈汤。＂老汤＂，调料
多杂，通过反复煮肉，久存味醇，卤出的肉自然

面团，然后晾干即成。支娃子∶将面如作棋子面

香美。

一样和好擀开，切成２厘米见方的小块，然后将
面块的对角一拧相聚后用拇食指相压一按即成，

形成有空心的面团，然后晾干即成。糍面∶将面
【羊杂碎】 羊杂碎，即羊的头蹄下水。头蹄先
用铁火棍烧红除毛、洗净；肠肚先翻肠倒肚，清
除脏物，再放碱面、醋搓洗，除尽异味，然后同

和好，揉成筷子粗的面条，再用手掐成碎疙瘩，
然后用食指或筷子糍压成半圆形，晾干后备吃。
各类干面可久存不霉，吃时烩上菜肴，煮熟

心、肝、脾、肺、肾（腰子）一齐下锅，放入装
有生姜、花椒、草果等的调料包，放水炖煮，锅

佐菜即食，十分方便。

热，除去浮渣沫，再慢火煮烂。吃时，随喜好，

【烧锅子】又称＂烧锅馍＂，是乡下的传统食

卖家持刀各样切几片盛在小碟，浇上蒜醋汁、撒

品。烧馍的锅子是用铸铁铸成的圆形器，直径约

上盐即可吃。有的将杂碎先放滚烫的肉汤中，盛

【丁娃烧饼】 永登烧饼不仅外表色泽金黄、内
质柔软适口、香味纯正，而且加工制作历史悠

３０厘米左右，总高约１５～２０厘米间，由座、盖
子组成。底座一般有５厘米高的鼎足三个，上似
浅盘状，中心微凸；盖似覆盆形，上有环形钮，
以方便用棍棒挑揭。如今，这种烧锅也有用厚铁
皮制作的。烧锅子的面用发酵面，内加一些鸡
蛋、油，再掺少许姜黄、花椒叶沫、香豆叶沫更

久、文化内涵丰富，因此成为兰州的特色饮食。

好。面要多揉，软硬适中。揉成圆饼，上抹一层

永登烧饼传承人薛永琴，以＂丁娃＂（丁为
人丁兴旺、娃是北方对男人的称谓）冠名，在传
承传统烧饼制作加工技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
展永登烧饼，以秦王川的和尚头面粉和祁连山高
寒地区坪城滩菜籽油为主要原料，用龙泉寺无公
害自然蔬菜区的绿香豆、东山长涝池的黑芝麻、
白芝麻和苦水的玫瑰油、玫瑰酱为配料，制作出

姜黄和菜油，然后用菜刀轻轻切成菱形等几何图

在大碗中，泡上薄锅盔（死面饼）吃。这种吃法
叫＂杂碎泡馍＂。有些人，专吃羊头，连啃带吃。

新一代特色丁娃千层烧饼。
丁娃烧饼已成为普通百姓的日常食物和节日
里馈赠亲友的地方特色礼品。

【干面】 干面种类较多，做法不一，其名有
别。农村多在腊月制作，晾干后备春节来客时煮
食。煮面时，配好肉臊子汤，再加红萝卜丝、韭

案，也有把面做成各式各样的花卷形，即可装入
锅内，再把锅埋入事先燃好的马牛粪或草火灰

中，上面盖薄薄一层干粪沫，煨烤约半小时，上
面的干粪沫燃过后，馍也熟了。烧锅子火候一定
要掌握好，火大容易烧焦，火小了，容易烧成半
生半熟。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开始，烧锅子很少
用传统的烧法了，又新创出一种烧法。即用泥土
块垒起高约１米的、宽５０－７０厘米，长约１米左
右的土洞，中间用一块厚铁板隔成上下两层，下

层烧火，上层根据大小，放四五个馍，然后封闭
起来，约半小时后馍也熟了。这种烧法，效率比
传统的烧法高，但馍馍容易被火烟串味。到新世
纪，一些人也开始用电烤箱烧了。其优点是∶个

菜花、凉拌扁豆芽等小菜，用以招待客人。棋子

头大，每个馍约在０．５千克重，烧得干，水分

面，将白面搓揉擀成约２毫米厚，切成１厘米大

少，容易长久存放，出门携带方便。只要存放得
当，足以保鲜两个月时间。烧锅子吃起来酥脆、
醇香、可口，是乡下平时最好的主食，逢年过节

小的块儿，形如棋子，故称棋子面。
压拨刀∶ 将白面如拉面一样和好，拉成宽约
２．５厘米的长条，在麦麸中拔干后，切成细条。 也是送亲友的礼品。

趾（搓）耳子∶面如作棋子面一样和好，擀成厚
度约１厘米，切成１厘米见方的小块，在有花纹
文 【炒面】 炒面是农村的方便食品。其原料是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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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玉麦、青稞等粮食，可混合做，也可单一

着看看新房，或与亲友叙情谊，谈闲话。等到远

做。其中玉麦炒面最佳。做法是∶将粮食洗净晒
一下，先把粮食蒸熟，然后再用锅微炒一下，再
将麦皮搓揉簸净，然后磨成面粉即可食用。加进

乡近村的客人们到齐了，再端酒上菜，正式招
待。因这碗卤汁臊子汤是招待客人的第一道菜
肴，故名之曰＂头肴＂。其做法，先把煮过鸡肉

适量的麻籽、小茴香、桂皮（籽）、干枣、桃、

或猪肉的原汁汤舀在盆里凉冷，去掉上面的浮

杏仁、冰糖等，称＂八宝炒面＂，香甜可口，富
有营养。可干吃，也可拌水吃，加入酥油或熟清

油，再将原汤回入锅中，兑上适量开水，把切好
的肉丝、切成菱形的薄鸡蛋煎饼、红萝卜和豆腐

油更好吃。炒面可长期存放，食用方便，是老少

丁、金针、木耳、海带等一并放入汤中，等汤开

喜欢的熟食。

菜熟，勾入水粉，再将葱丝、绿菠菜、香菜调
入，最后加上适量的酱油、味精、鸡精等，一锅

【糜面疙瘩】 每当大雁南飞，农民挥镰收割糜

色香味俱全的＂头肴＂便做成了。

谷的金秋季节，永登的孩子们总要拍手唱起

＂雁，雁，成犁铧，糜子黄了吃疙瘩＂这首古老

＂头肴＂做法简单，待客方便，客人随到随
吃。一碗＂头肴＂，肉丝、萝卜鲜红，蛋花、金

的儿歌。

针黄亮，菠菜、香菜碧绿，木耳如玉浆，豆腐似

永登下半川盛产糜谷，其油性大、黏度高，

甘甜味长。而＂疙瘩＂就是永登群众用糜面做成
的一种杂粮食品，现今糜谷已少，多用苞谷面代

替。做＂疙瘩＂时，先用开水把糜面烫好，然后
分成小团，用手把中间捏凹，里面包上猪油、葱
花、椒盐炒成的熟面馅，再团成一个个圆球，大
者如拳，小者如卵，色泽金黄鲜亮。锅里煮熟后
舀出，加上洋芋汤食之。那飘散的猪油的香、糜

白玉，真可谓满碗流金溢彩，香味四溢，令人食
欲大振。吃＂头肴＂，候远客，到开席两三个小

时也不饿；入席后，猜拳喝酒，即使过上一个
＂通关＂，有那碗＂头肴＂垫底，也不会轻易

醉酒。
【高原夏菜】 高原夏菜最初以娃娃菜种植为
主，首先于２００３年在二阴山区武胜驿镇火家台村

面的甜、椒盐葱花的鲜，使人食欲大增。＂疙

试种２００亩，亩收入达４０００元，获得成功。然后

瘩＂的馅子按食者口味调配，有红糖瑰花馅、肉

以点串线，以线带面，经过多年的整村推进、连
片开发，形成＂农户＋基地＋公司＂的发展模式，
种植品种由最初单一的娃娃菜发展到大白菜、荷
兰豆、红笋、蒜苗等多个品种，成为永登农业的
支柱产业和农民增收的＂绿色工厂＂。２０１９年，

丁蔬菜馅、核桃枣泥馅等，也有不放任何馅子的
疙瘩，把烫好的糜面直接在手中团成团，但这个
团比有馅的要小点，否则不易熟。当这个无馅
＂疙瘩＂煮熟后捞出来，可包在手巾里，或是在

罐子里，带到田间地头当晌午饭吃。浇在＂疙
瘩＂上的汤，有煮过＂疙瘩＂的原汁汤，有调了

青菜、萝卜、洋芋的＂蔬菜汤＂，更讲究的是
＂肉丁臊子汤＂。若浇在有馅＂疙瘩＂上，便成了
人们所说的＂里外香＂＂了。

仅武胜驿镇种植高原夏菜达３．５万亩。种植范围

由原来的一个村扩大到现今的＂两川一沟＂的１６

个村。

【＂七山泉碱羊＂】 早在明清时期，鲁土司将最
大的牧场设置在如今七山乡的官川、地沟、苏家

【头肴】头肴，在永登苦水镇和秦王川流行。
在男婚女嫁等大喜的日子里，远亲近邻带上贺
礼，前前后后赶到事主家，恭喜祝贺。客人到
来，东家让烟倒茶，热情问候招呼，然后端上一
盘花卷和一碗热腾腾、香喷喷，类似卤汁臊子的
汤，请客人享用。客人吃饱喝足了便离席，转悠

峡、前山等村。在牧场内发现了一种稀有的品种
——＂七山泉碱羊＂，此羊体躯长方，被毛纯
白，头匀无角，胸宽而深，背腰平直，耳大下
垂，尾大肥厚，四肢结实，后肢健壮。因地源之

故，牧场内山大沟深，咸水遍布，光照充足，多
生沙葱、碱柴、锁阳、枸杞、车前子、甘草、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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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等野生中药材，得天独厚的天然地理环境，加＂七山泉碱羊＂３５００余只，收入达５００余万元，
之产羔率低（母羊每年仅能生产一次且产羔一 有效带动七山乡４００余户２０００余人受益。
只），生长周期长（一年以上）等原因，造就了
＂永登七山羊＂独特的品质，其肉质细嫩、鲜而 【永登名泉】 永登庄浪河川、大通河川有众多
不膻、香而不腻，脂肪分布均匀，营养丰富，是 泉眼，其中龙泉、复兴药王泉、河桥药水沟温泉
羊肉中的精品。据ＰＯＮＹ青岛谱尼测试有限公司 久负盛名，其奇异的景观与传说让这些泉声名远

检测∶每 １００ 克七山羊肉所含蛋白质总量为

扬，其充盈的泉水和神奇的药疗功效为四方生民

９３．２？？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较高，矿物质元素种 带来福祉与康泰。当地百姓在其旁建寺、修庙，
类丰富，含量适中，微量元素硒的含量为０．２２４ 供奉为他们带来幸福的神祇、药王，同时也流传
毫克／千克，具有极强的防癌功能；而对人体有 出了无数美丽奇妙的故事与传说。这几处神泉不
害的铅、砷、汞未检出；使羊肉具有膻味的葵酸

再是单纯意义上的自然景观，而是承载着丰厚文

未检出；羰基化合物含量为１毫克／１００克，与
其他羊肉相比含量低；而与羊肉风味有关的雌黄
嘌呤等含量与其他羊肉相比高；胆固醇的含量与

化内涵的文化遗产，因此被县政府列为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这将会在更深层次上保护、挖掘、

研究名泉文化，加大开发力度，更有效地造福

其他羊肉相比低。＂永登七山羊＂的药医保健效
用也十分明显，具有补精血，益虚劳，温中健

群众。

脾，补肾壮阳，养肝护神等功效，历来被当作秋

＂ｓ＂形分布，分别称为龙目、龙口、龙脐、龙

冬御寒和进补的重要食品之一。
烧烤、黄焖、水煮、清蒸是＂七山泉碱羊＂

尾。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载∶＂县有龙泉，
出允街谷，泉眼之中，水纹成蛟龙，或拭搅破

的传统做法，无论何法烹饪，味道始终上乘。据

之，寻复成龙，畜生将饮者，皆畏避而走。＂龙

史料记载，鲁土司曾将＂七山泉碱羊＂进贡给明

泉不仅是一处名泉，而且是一处地名，是丝绸古

成祖，明成祖尝后龙颜大悦，赞不绝口，称其

道上的重要驿站、军事重镇。龙泉文化是古丝路
文化的组成部分，值得挖掘研究，龙泉之水蕴藏
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值得开发。
复兴药王泉在城关镇复兴村，位于祁连山脉

＂天下羊肉第一味＂，予以重赏，令其岁贡。从此
＂永登七山羊＂肉名闻朝野，成为汉、蒙古、回
等民族美食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传世佳肴。＂喝的

碱泉水，吃的药尖草。＂时至今日当地散养的
＂七山泉碱羊＂，仍以其独特的采食条件、地域优
势及百年来传承的原生态野生散养方式，以占地
５５万亩山坡草洼为得天独厚的天然牧场、凭沟壑
峭壁当围栏、吮山泉咸水作饮料，汲取当地山泉
草药之精华、培育精品无双之羊肉，引领着兰州
羊肉市场，享誉金城大地。＂兰州羊肉看永登，
永登羊肉数七山＂，＂七山泉碱羊＂已成为兰州乃

至甘肃肉羊的美味标志。＂七山泉碱羊＂商标已

龙泉在龙泉寺镇，古称圣泉，共有五眼，呈

永登境内南麓香炉山下，泉水四季清凉洁净，流

量充沛。水温常年保持在８℃左右，秒流量为１．３
立方米，关于此泉有很多神奇传说。传说唐末战

乱，民不聊生，瘟疫肆虐，遍染眼疾，有仙人指
点，百姓用此泉水洗目而痊愈。史书记载，北宋
政和年间，大将军刘仲武率兵在永登与西夏征

战，患病久治不愈，当地官员用药王泉水煎药侍
服，将军精神倍增，痊愈后甚感神奇，挥毫写下
＂药王神泉＂，当地百姓修庙将将军墨宝制成匾悬

挂，自此饮水祛病的风俗代代延续至今。２０世纪
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成功注册。
２０１９年，永登七山羊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在 ８０年代又成为虹鳟鱼养殖基地，药王泉水养育的
全县产业扶贫的大力支持下，切实在＂七山泉碱
羊＂品牌做大做强上下功夫，初步形成＂协会＋

名贵鳟鱼成为永登一大品牌。

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在天津

两公里的峡谷中，沟内两侧群峰竞秀，景象万
千，民间有＂朝观狮滚绣球，夜赏嫦娥奔月，瀑

宝坻区扶贫协作项目的支持下，销往天津宝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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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水沟温泉在河桥镇蒋家坪村大通河西岸约

永要综述
布昼夜喧哗＂的奇妙绝景。沟中龙有奔腾之势，

有益，历年来周围百姓在其泉治愈各种疾病，因

风有飞翔之兆，象有慈祥之面，狮滚绣球之乐，
水解疾病之苦。沟谷最里面悬崖下面有数泉涌

此留下了许多传说。上古时八宝川是一座湖，湖
边是药水泉，龙王的龙宫就在泉边，药泉是龙王

出，各泉水温不一，热泉温度４０℃，温泉３６℃，

饮浴的药池，后来大禹治水，开享堂峡，龙王随

平泉１８℃，寒泉４℃，共计日流量２８５吨。自古以
来人们就认识了温泉祛病消疾的独特疗效，有在
热泉中煮鸡蛋吃的习惯，温泉之水富含多种对人
体有益的微量元素，无论饮用、洗浴，都对人体

水从此归东海，但每年农历六月六来此喝一次药
水。神奇的药水泉、奇异的自然环境、美妙的民
间传说，使药水沟更富有神秘色彩，更让人

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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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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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永登县委员会

整改工作方案》《永登县关于省委第一巡视组反
馈意见整改落实方案》《永登县居民散煤使用及

燃煤锅炉相关问题整改方案》《永登县关于贯彻
【县委常委会会议】２０１９年，中共永登县委共

落实中央和省市委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
担当新作为的实施办法》《永登县网络安全和信

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３１次，形成会议记录、纪要

息化工作实施意见》《县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

３１期。会议主要内容分为八类∶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及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学习

公室工作规则》和《关于健全完善县委巡察机构
与县纪委监委机关及县委有关部门工作协调机制
的意见》《关于进一步精简文件会议和督查考核
工作的办法》《永登县关于增设和调整部分县级
议事协调机构及组成人员的通知》《永登县配合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

神，学习《党章》《准则》《条例》等，坚持读原
著、学原文、悟原理，把理论学习融入实践，带

着感情学，带着责任学，带着问题学，学深悟

保障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方案》《永登县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实施方案》《平安永登建设责

透、融会贯通，不断提高常委会班子成员运用党

任制考评奖惩办法》《永登县持续推进＂三化＂

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能力；深入开 ＂两热＂问题整治工作方案》《永登县贯彻落实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学习中央 〈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一廊一区一带＂行动
和省市领导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方案〉》《关于加快推进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
有关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及相关文件精神，讨论研
究制定《中共永登县委关于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的通知》《中共永登
县委关于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实施方案的通知》《中共永登县委＂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巡回指导组的通知》等５个
有关通知，对全县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相关工作进行安排部署，有效推动了全
县主题教育的深入开展；根据中央和省市委阶段
性工作，讨论研究制定《永登县机构改革方案》
《永登县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改革方案》《县级

机构改革中有关部门（单位）党组织设置调整的
通知》《永登县涉改部门和单位＂三定＂规定的
方案》、《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反馈意见永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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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更高水平平安永登的实施方案》等；分别听取
县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县人大常委会２０１９年工
作要点》，县政协党组《关于县政协２０１９年工作

要点》，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全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进展情况的汇
报》，县委宣传部《关于永登县２０１９年度意识形
态领域分析研判报告》等，分析所面临的形势，
研究部署今后的工作；根据中央和省市委部署要

求，研究部署全县脱贫攻坚、经济发展、生态文

明、环境保护、机构改革、招商引资、防灾减
灾、意识形态、全面从严治党、化解重大风险、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大棚房整治、软弱涣散基层
党组织整治、信访维稳和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
研究召开县委常委会班子关于中央脱贫攻坚巡视

党政机天
反馈问题、省委第一巡视组巡视反馈问题、＂不 切实让群众看到主题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有 象，广受热议和褒扬。
关事宜；研究召开县委第十四届第七次、第八次
全体会议和县＂两会＂相关事宜；研究干部任免

【脱贫攻坚】 ２０１３年底至２０１９年底全县建档

【提高政治站位】 始终把旗帜鲜明讲政治作为

立卡贫困户由１９９９１户７３８００人降低至１０４户３５１
人，贫困发生率从１６．１７？？降至０．０８？？２０１９年
４月２８日，甘肃省人民政府批准永登县退出贫困

等事宜。

最根本的工作导向，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政治立
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毫不动摇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全年召开县委常委会
会议３１次、县委理论中心组学习会议２６次、交
流研讨９次、辅导讲座５次，深入学习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筑牢信仰之基，补
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坚持把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作为首

县序列。
２０１９年，投入１．５２亿元，近四年累计投入
５．２４亿元，抓重点、强弱项、补短板，切实夯实
基础、固强补弱。义务教育方面∶全面落实教育
扶贫各项政策，对全县义务教育阶段适龄人口

６０３７人建立就读档案，义务教育阶段无一学生辍

学。医疗保障方面∶全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保
率达１００？？１６个乡镇卫生院和２００个村卫生室

人员和设备全部达标，全面实行＂先看病后付
费＂的＂一站式＂即时结算模式。住房安全方

要政治任务，纳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面∶全面完成新增的５２户Ｃ级危房改造，实施易
教育重要内容，悉心感悟谆谆教导，时刻铭记殷 地扶贫搬迁，２０１６年以来全县共搬迁建档立卡贫

殷嘱托，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 困人口３８４户１２９３人，全部实现入住。安全饮水
定有我＂的担当，全力以赴抓好各项工作任务的
落实。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挺在前面，自觉对

方面∶全县１６个乡镇、２００个村、１３３９个社实现
安全饮水全覆盖，供水稳定、水质达标。兜底保

照党章党规，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做到党中央提 障方面∶全县共有农村低保对象６７２０户１６１５０
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
禁止的坚决杜绝，确保党中央政令通畅、令行禁
止。扎实做好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先后
多次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巡视整改领导小组会
议，专题安排、一一部署，传导压力、落实责
任，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全面完成。围绕
＂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
求，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采取＂１＋

３＂模式，对６２１名党支部书记和１０２名贫困村

人，做到＂应保尽保、应养尽养、应退尽退＂，
兜底政策效应充分显现。对照省市整改方案，扎

实做好整改工作。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和国

家、省级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反馈问题全部完成整

改。不断强化两地互访交流，扎实做好东西部帮
扶协作各项工作。积极争取落实宝坻专项帮扶资
金３１０９万元，用于干部和人才培养、重点民生工

程、劳务协作、基础设施以及产业发展，建成扶
贫车间３１家，吸纳就业人数９１８人，引进４家宝

＂第一书记＂进行集中轮训。按照＂一强三抓四 坻企业在永登登记注册，实现投资２８３３万元，带
转化＂的调研模式，开展调研１３２７次，解决实际

动贫困人口９７２人，有力助推永登的脱贫攻坚。

难题５１４个。围绕群众关切的热点难点问题，检
视问题１７１８条，立查立改、即知即改，完成整改
１３１３个。开出八大良方，整治八大顽疾，扎实推
进８个专项整治。把回应群众关切作为检验成效
的标尺，解决群众反映的＂急难愁盼＂问题，尤
其是＂喝上天堂水、用上清洁暖＂的民生工程，

【推动高质量发展】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
上升的复杂局面，县委常委会全面贯彻中央和省
市委决策部署，扎实做好＂六稳＂工作，保持经

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

础，县委常委会旗帜鲜明提出＂工业强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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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围绕采矿、冶金、化工、建材等主导优势

人居环境整治，深入开展＂厕所革命＂、＂垃圾革

产业，以提高质量和核心竞争力为中心，大力振
兴实体经济，走出一条城乡统筹、产城融合、各

命＂、＂风貌革命＂，投资９３５５万元，建成卫生厕

具特色的工业强县之路。２０１９年度《甘肃县域蓝

丽乡村示范村４个，质量和进度获全市第一，龙

皮书》将永登列为县域竞争力十强县。坚持＂一
城二区六园＂的开发布局，打造一批特色鲜明、
辐射范围广、发展潜力大的产业集群。特别是树

泉寺镇被评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镇。农业执法

所１６５８７座，创建清洁村庄１６０个，创建省级美

文明有效，得到省市充分肯定，县农业农村局被
推荐为全国文明执法示范窗口。大力弘扬社会主

屏产业园，积极作为、全力招商，引进和建成众 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村民道德评议会、红白
创城、大天源建材市场等８９个项目，累计完成固 理事会等群众组织作用，倡导和树立文明新风，
定资产投资７７亿元，２０１９年，完成固定资产投 乡村文化氛围更加浓厚，农民群众精神风貌显著
资９．６６亿元，实现税收近７０００万元。加快兰州广 提升。中央文明办《２０１９年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简
袤五金建材市场、甘肃新丝路物流园等项目建
设，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方向延
伸。着力强化县乡村三级电商服务功能，力促

报》以《甘肃永登三项举措倡树节俭新风》为
题，刊登移风易俗工作相关举措。红城镇被列为
第七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苦水镇被命名为２０１９

＂线下＂实体经营与＂线上＂网络经营融合发

年度＂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展，全年完成电商交易１．２亿元。积极推进兰州

树屏丹霞旅游景区一期项目等文旅项目建设，全

队管理模式，实施重点项目１７６个，新建项目开

【生态文明建设】 严守生态环保底线，实行最
严格环境保护制度，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
治理，扎实推进水、大气、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
役，严格落实河（湖）长制，开展＂携手清四

工率达到９８？？上。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全年执
行招商引资项目３７个，总投资１６２．４８亿元，开工

乱、保护母亲河＂专项行动，大力开展秸秆禁烧
和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加强固体废弃物和垃圾处

项目３４个，开工率９１．８９？？落实到位资金６７．４１
亿元。在第二十五届兰洽会上，签约项目３５项，

置，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全县重点污染源工
业废气排放达标率达到９５？？２０１９年，优良天数

签约总资金 １１２．３７亿元。

达３４８天，空气质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市前列。大
规模开展国土绿化行动，完成新一轮退耕还林补

【农业供给侧改革】 始终坚持把解决好＂三

植补造１万亩，封山育林３万亩。完成祁连山重

农＂问题作为全县工作的重中之重、摆在优先发

点区域造林１．３４万亩，生态修复３．７４万亩，经济
林建设４５００亩，义务植树１００余万株。实施县城

年实现旅游综合收入４５．９亿元，增速达到２２？？

深入开展项目建设大比拼活动，积极推行项目团

展的位置，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
农民全面发展。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十大特
色优势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稳步推进特色农产品

东西两山绿化，连霍高速龙泉寺出口和龙中公路

道路绿化、美丽乡村绿化、庄浪河大通河沿线环

品牌建设，苦水镇获得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 境绿化等一批重点绿化项目，绿色底蕴持续增
镇称号，被列入第二批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
范园创建名单。＂苦水玫瑰＂区域品牌进入中国
区域品牌百强榜，品牌价值达５３．８亿元。加强农

强。持续推进中央和省级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
工作，坚决禁止生态环境保护＂一刀切＂，扎实
开展＂大棚房＂问题清理整治、县城水源地保护

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化建设，创建市级示范合作社 区专项整治，清理关闭水源地保护区内各类违法
２４家、市级示范家庭农场１家，清理注销空壳合 经营单位２５９家。扎实推进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
作社１７１家。扎实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积极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

济，８９个村收入达到５万元以上。扎实推进农村

·６６·

护督察组交办信访问题整改，整改成效集中

显现。

党政和关
【民生保障和改善】 深入落实全民参保计划，

１６５项，行政效能明显提升，办事效率显著提

城乡低保标准平均提高８？？城乡特困供养标准 高，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全年清理拖欠民营企
分别提高至１１１１２元和５２３２元，积极探索开展社

业、中小企业账款７４６４万元。

会化养老服务、社区养老服务，成立老年人日间
照料中心。全力支持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复转
军人、城镇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２０１９

年，安置困难人员就业４０５人，实现失业人员再
就业３３３９人，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８７？？相继建

【意识形态】 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不动
摇，压紧压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责任、领
导责任，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

成永登九中、龙岗小学等一批城区学校和连铝学 权、话语权。深入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七进＂工
校综合楼、红城宁朔小学教学楼等一批乡村教学 作，精心开展庆祝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系列宣传活
项目，西城区小学、西城区幼儿园等建设项目有 动，《我和我的祖国》在永登的大街小巷传唱，
序推进，全县办学条件明显改善，办学质量稳中

提升，教师队伍得到加强。２０１９年，全县高考二
本以上上线人数达２１１６人，上线率为５３．２７％；
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公立医院改革、分
级诊疗、医养结合试点等工作稳步推进，县妇女
儿童医院建成并投入使用，县医院门诊综合楼建
设项目进展顺利，县医院被确定为国家全面提升
县级医院综合能力第二阶段５００家县级医院，县
中医院被确定为国家全面提升县级医院综合能力
第二阶段５００家县级中医医院；实施建筑垃圾填

埋处理场建设、县城主干道整治等一批市政工

讴歌新时代、赞颂新成就、展示新风貌。全力推
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融媒体中心建设，壮大

主流舆论阵地。
【打黑除恶】 坚持把扫黑除恶同反腐败斗争、
基层＂拍蝇＂有机结合，统筹推进摸线索、打犯
罪、挖幕后、治源头、强组织等各方面工作，深

挖彻查涉黑涉恶腐败问题和＂保护伞＂，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取得阶段性战果。深入开展矛盾纠纷
化解，从严从实从细抓好保稳定、护安全、促和
谐各项任务，深入开展＂云剑＂行动，圆满完成

老旧楼院＂三供一业＂维修改造项目；永窑路庄

７０周年大庆安保维稳工作。持续推进民族团结进
步创建活动，加强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着力解决

浪河大桥建成通车，城乡公交一体化得到健全和
完善，县城整体形象不断提升。县级财政投入近
１．５亿元，全力实施县城清洁能源改造工程和城

宗教领域突出问题，宗教界保持和顺稳定。健全
公共安全管控体系，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
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不

程；完成蓝星硅、祁连山职工家属区楼院等一批

乡供水补充水源工程。马秦公路升等改造和徐

断增强。

树、满秦公路维修改造全面完成；Ｇ１８１６景中高
速路建设和兰张铁路三四线工作顺利推进；调整
优化相应机构和职能，设置党政机构３７个，对全
县１８个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进行更名和隶属关

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扎实推进各领域党支

系调整，对４０家涉及人员转隶机构、５２１名人员

部建设标准化工作，充分利用学习强国、甘肃党

进行有序转隶，整合组建文化市场、农业、交通
运输、市场监管４个综合行政执法队，明晰职能
职责，提高行政效能；取消行政许可事项３６项，
深入推进＂一窗办、一网办、简化办、马上办＂

建等学习平台，严格落实党内组织生活制度。建
立领导干部联系包抓制度，整顿提升软弱涣散村

级党组织３７个。建立健全村（社区）＂两委＂成
员资格联审机制，清理不符合任职条件的村＂两

等系列改革，全面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模

委＂成员４１名。积极推进行政村党组织书记专职

式，实施＂双告知一承诺＂、投资项目审批全程

化试点工作，大力推行村党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

【党的建设】 认真落实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要
求，加强纪律教育，强化纪律执行，让党员干部

代办制等制度，落实＂最多跑一次＂事项共计 任＂一肩挑＂，１４０个行政村实现＂一肩挑＂，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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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登年鉴（２０２０）

例达到７０？？坚持新时期好干部标准，认真做好

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教育，不断加强党外人

干部任用、职务职级并行套改晋升、优秀年轻干

士的政治引领。党管武装制度有效落实，双拥共
建工作取得新进展，获得＂双拥九连冠＂荣誉。
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工作有序进行，县工商联被评
为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度全国＂五好＂县级工商联。

部培养、干部培训监督等各项工作。制定《永登
县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

的实施办法》，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把关心

关爱干部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面对经济下行压
力，在优先保障民生各项事业的基础上，适度提

领导名录

高了干部待遇，提升各级干部干事创业的精

书 记 魏旭昶
副 书 记
记 杨 平

气神。

深入开展作风建设年活动，集中整治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四

杨 东
县委常委
委 李长青（１月任）

风＂问题４起１７人，通报曝光３起５人。紧盯
＂四个聚焦＂，扎实推进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专
项整治，认真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

张海滨

治理，严肃查处贪污侵占、虚报冒领、截留挪
用、优亲厚友等损害群众利益的违纪违法行为，

贾 锐（８月任）

全覆盖开展远离赌博拒绝酒驾警示教育活动，增
强党员和公职人员廉洁自律意识和法纪观念。突

出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做实做细日常监督。组
织任前廉政法规考试６批９８人，对９１个单位、
５２１９名干部拟提拔任用、职级晋升、评先选优等
方面开展廉政审查，新任科级干部集体廉政谈话

２次。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以减存量遏增量为关
键，严肃查处一批违纪违法案件，形成有力震
慑，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同时，
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立足自身职能职责，依法履行
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职权，在服务发展大局、
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提升履职能力水平等方面，

发挥人大代表作用，用法治保障人民权益、增进

张天泉（２月免）

刘宗斌

罗宏才（８月免）

焦浩雁
王 伟

李文卿

（张延庆）

《具委办公室
【规范文会】 办公室公文方面∶ 严格审核制发
公文，按照＂零差错＂的要求，严把办公室公文
的程序关和文字关，大力提高公文的质量和办理
效率，确保公文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增强公文对

工作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２０１９年，组织起草县
委或县委办工作上报材料、汇报材料、主要领导
讲话共６０余篇，审核发送各类公文共１３０余篇，
有效发挥以文辅政、服务决策的作用。会议方

民生福祉，为促进永登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发挥
了重要作用。县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
积极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大职 面∶按照＂会前谋划、会中服务、会后总结＂的
能，探索推动政协委员＂六抓＂工作法，以＂专 原则，高质量完成县委全体会议、县委常委会会
题协商会＂为载体，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

议、全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推进会议等会议，对

聚共识，为建设新时代更高质量的陇上强县建真 召开的会议严格控制，规范会议流程，力争通过
言、谋良策、出实招。统一战线服务全县发展大 精简会议，确保领导干部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
局，积极为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和新

入到抓落实中去。

的社会阶层人士发挥作用搭建平台，成立永登县

新的阶层人士联谊会，建成统战大数据首个县区
子系统，指导各民主党派深入开展＂不忘合作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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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捉信息】 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的中心工
作，着力在打造精品、强化保障、拓展渠道、提

党政机天
高质量、发挥效能上下功夫，及时、准确、客

委召开全县性会议同比减少４０．５７？？开展督查１１

观、真实地反映全县各级各部门的典型经验和工

轮（次），同比减少５５．１４？？

作成绩。在省委办公厅主办的《甘肃信息》以要

事跟进的形式刊发《永登县构建稳定可持续脱贫

【脱贫攻坚】 严格按照中央和省市县有关要

退出机制》《永登县夯实责任接续奋战巩固提升
脱贫成效》的经验做法。省脱贫攻坚专项巡视整

求，县委办紧盯＂两不愁、三保障＂脱贫标准，
开展脱贫攻坚帮扶工作。扎实推进玉山村村级办

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的《甘肃省中央脱贫攻

公阵地、文化活动广场、十一渠渠首加固重建等

坚专项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动态》以《永登县聚 项目，积极协调水泥约６０吨；积极改善玉山村村
焦脱贫攻坚问题整改稳妥推进专项贷款续贷回收工 级办公，筹措资金，配备沙发６张，办公桌３
重要工作动态，掌握社情民意，以及各兄弟县区之

套，电脑７台，打印机２台，文件柜１１个；开展
＂六一儿童节＂关爱留守儿童活动，为留守儿

间交流工作，相互学习，起到积极作用。

童、孤儿送去共计价值４５００元的书包、笔记本等

作》为题刊登永登县的经验做法，为上级党委了解

文具；开展慰问孤寡老人活动，为贫困户捐助各
【重点督查】 坚持将推动落实中央和省市决策

类款式衣服共计１８０件。

部署作为办公室的最基本职能和最根本任务，紧

紧围绕县委、县政府工作大局，牢固树立求真务
实的观念，敢于碰硬抓督查，切实提高督查工作
的实效性。２０１９年，组织开展脱贫攻坚冲刺清
零、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清洁能源锅炉

【党的建设】 定期召开办公室党支部会议、例

改造等督查活动３０余轮（次），对抓工作不落实

工作的关键。同时，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中国共

会，认真传达学习中央和省市县委关于落实全面

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安排部署和要求，坚持不懈

把落实主体责任作为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或难以落实的难点问题进行跟踪督查，真正做到 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确保县委的决策部 例》等党规党纪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

署落地落实。

治党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提高思想认识，筑牢思

议，通过《中共永登县委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规则
（试行）》《永登县贯彻〈党委（党组）国家安全责

想防线，切实增强遵规守矩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不断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坚持把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作为县委办工作的永恒课题和党员干部
的终身课题，积极探索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任制规定〉实施办法》和《关于建立永登县国家安

的制度，形成长效机制，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的积

全重点领域工作协调机制的意见》等１４项配套的

极性和创造性。

【安全工作】 先后召开县委国家安全委员会会

政策文件，为深入推进县委国安委工作提供坚强的
制度保障。认真组织开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１０个

领域工作，有力保障全县社会大局的和谐稳定。
【基层减负】 制定《关于进一步精简文件会议
和督查检查考核工作的办法》和《县委文件起草

审核工作责任制规定》等配套措施，转变作风、
优化会风、精简督查、健全机制，＂文山会海＂

＂督查过频＂等形式主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为
基层腾出更多时间和精力抓具体落实奠定坚实的

领导名录

主 任 焦浩雁
副 主 任 张延庆

姚永梅（兼机要局局长）（３月免）

张国军

王兴湖（３月任）
张长芳（兼）（３月任）

（毛文科）

基础。２０１９年，全县性发文同比减少４２．０６？？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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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登年鉴（２０２０）

具委组织部
【主题教育】 紧扣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条主线，牢牢把握＂守初
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坚持
将四项重点措施有机融合、统筹推进、贯穿始
终，组织全县６６７个党组织、１．６万名党员开展主

乡镇、部门单位２４名主要负责人进行经济责任审

计。规范领导干部因私出国（境）证件集中管理
和审批；突出严管厚爱，激励干部勇于担当作
为。制定出台《永登县关于进一步激励干部新时
代新担当新作为的实施办法》，着力构建崇尚实
干、带动担当、加油鼓劲的正向激励体系；有序
做好全县公务员职级晋升工作，全年晋升一级主
任科员 １６２名、三级主任科员２６８名、四级主任

题教育，２０１９ 年，组织集中学习研讨１３８７人 科员１５名。配合市委组织部完成一、二、三级调
次，举办读书班８５期、参加学习３０７４人；采取 研员职级晋升工作。
＂１＋３＂模式，举办基层党支部书记轮训班４期，

轮训６２１名党支部书记和１０２名贫困村＂第一书

【党建工作】 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记＂。开展专题调研 １３２７次，召开调研成果交流 会主义思想统领党建工作，强化理论武装，增强
会８５场（次），结合调研讲党课９３１场（次），解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７８３条，围绕群众关切的热点难点问题，以及巡

护＂。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牢固树
立＂抓好党建是最大的政绩＂的理念，县委主要

视巡察、暗访督查、专项检查反馈的共性问题，

领导主持召开１７次县委常委会会议、３次工作推

检视问题１７１８条。确保整改检视问题边学边查、

进会议和１次基层党建观摩会议，研究部署和推

决实际难题５１４个。广泛征集并梳理意见建议

立查立改，即知即改、应改尽改。紧盯８个专项 动落实基层党建工作。带头深入乡镇、村开展调
整治问题，查找并整改专项整治问题４４４个，集 查研究，带头在全县基层党组织书记培训班作
中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供暖、用水等＂急难

《如何贯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专题辅导，带头

愁盼＂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得到有力整

在联系乡镇和村讲党课，带头落实双重组织生活
制度，参加所在支部组织生活会，严肃党内生

治，让群众真切感受主题教育带来的变化和成效。
【选用干部】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教育党员干部，严格落实《２０１９—
２０２２年兰州市干部教育培训规划》，稳步推进全
县各级干部教育培训，不断优化干部的知识结
构。２０１９年，举办各类集中培训班６期、赴外培

训班１期，培训全县科级干部、村党支部书记、

活。建立基层党建提醒制度，经常性开展督促检
查，逐级靠实基层党建工作责任。
坚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以＂四抓两整
治＂为抓手，全力推进党支部建设标准化，发挥

典型引领示范带动作用，分领域集中打造１２个党
支部建设标准化暨＂脱贫攻坚我们在行动＂主题
党建活动示范点，全县党支部建设标准化水平不

第一书记１６７９名。动议干部７次，调整干部２９１ 断提升。全面推广使用甘肃党建信息化平台，平
名，其中，提拔６２名，考察重用３３名。认真贯 台使用率达到１００？？党内政治生活更加规范、
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委关于加强年轻干部队伍建设 更加严实。纵深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建立村
的一系列部署要求，分层级分领域储备一批优秀 （社区）＂两委＂成员资格联审机制，清理不符合
年轻干部。２０１９年，共提拔和考察重用优秀年轻
干部４１名；紧紧围绕全面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
部的要求，聚焦干部日常管理监督。健全完善

条件村＂两委＂成员４１名。集中整顿３７个软弱
涣散村级党组织，稳步推进村党组织书记和村委
会主任＂一肩挑＂，实现＂一肩挑＂１４６个，占全

＂１２３８０＂电话和短信、信访、网络＂四位一体＂

县行政村的７３？？认真落实行政村专职党组织书

选人用人举报平台，推进干部监督常态化。深入
开展离任、任职审计和审计事项交接全覆盖，对

记选聘工作，全县公开选聘１３名专职村党组织书

·７０·

记，全县基层党建工作水平得到显著提升。紧盯

党政机关
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反馈问题和省委组织部督

和职能，设置党政机构３７个，分批次调整涉改部

查暗访反馈问题，认真抓好整改落实工作。从严
选派和管理第一书记和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为

门和单位领导干部１９１名，对全县１８个承担行政
职能事业单位进行更名和隶属关系调整，对４０家
涉及人员转隶机构、５２１名人员进行有序转隶，
整合组建文化市场、农业、交通运输、市场监管
等４个综合执法队，圆满完成党政机构改革任
务。科学制定涉改部门＂三定＂规定，１８家新组
建的部门单位制定＂三定＂规定，１７家调整的部
门单位修订＂三定＂规定，确保新组建部门快速

１０２个贫困村选派第一书记，调整撤换驻村帮扶
工作队队员，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稳步提高村组干部报酬、村级办公经费，村

干部工作报酬每人每年提高到２．６万元，组干部
工作报酬每人每年提高到０．７８万元，村级办公经
费每年提高到４．１万元，激发村组干部工作积极

性。积极筹措各类资金，新改（扩）建村级组织 正常运转。
活动场所３２个，社区办公活动场所１个，规范设
置党群服务中心标识，提升村和社区办公活动场
所整体功能。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多层次、多渠
道、多形式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全县８９个村
村级集体收入达到５万元以上，为高质量打赢脱
贫攻坚战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夯实基层基础。

【老干部工作】 充分发挥老干部活动室、老年
大学的主阵地作用，采取集中培训、专题辅导、

研讨交流、送学上门等多种方式，组织老干部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教育引导老干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严格落实阅读

【人才工作】 深化＂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

文件、情况通报、参加重要会议等各项制度，不

立业新时代＂活动，做好广大知识分子国情教
育、爱国主义教育，引导广大知识分子建功立
业。开展新型农民种养殖高效农业和中药材专题

断推进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建设标准化。开展＂展
风采庆华诞＂系列主题活动，通过举办书画展
览、主题征文、文艺演出、文体比赛等，引导老

培训班，促进农村本土实用人才的培养方向逐渐 干部唱响主旋律、增添正能量。突出＂增添正能
向＂一专多能＂复合型人才转变。申报陇原青年 量共筑中国梦＂主题，开展助力脱贫攻坚、文明
创新创业人才团队项目１项、＂陇原之光＂人才培 城市创建等活动，组织引导广大老干部在产业发
养对象１名、入选第三届兰州市乡村致富之星２５
名、入选全市＂金蓝领＂高技能人才９名、为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柔性引进高层次
专业人才４名，赴高校公开引进大学毕业生３
名，促进更多科研成果到永登转化。以重点人才
项目和创新创业项目推动发展支柱产业，争取实
施省级重点人才项目２项、市级重点人才项目１
项，瞄准道地中药材种植生产和深加工，培养本
土种植技术和深加工技术人才５０余人，发挥人才

资金助推企业发展的作用，不断发展壮大中药

材、苦水玫瑰等特色富民产业。
【机构改革】 严格落实党中央和省市委关于机
构改革的部署要求，全面梳理党政部门主要职

责、机构设置、人员编制、领导职数、权责清

单，反复研究制定改革方案，调整优化相应机构

展、关心下一代、新风培育、困难帮扶等方面献
智出力。推进老干部工作信息化建设，采集３１０５
名离退休干部基础信息。用心用情为老干部办实

事做好事，全面落实老干部各项待遇，加大对有
特殊困难离退休干部帮扶力度。同时，统筹推进
舆论宣传、对口帮扶、自身建设等工作，各项工

作都取得新的进展。

领导名录

部长 文
刘宗斌（７月任）

副部长 马俊平（常务副部长）

马连升
王长林

薛小红（８月免）

席建新

（陈晓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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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登年鉴（２０２０）

《其委宣传部
【理论武装】 制定下发《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２０１９年度学习计划》，为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
员发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
习纲要》、《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论述摘编》等学习资料，开展中心组学习２６次，

领导班子成员民主生活会和述职报告的重要内

容。建立意识形态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
意识形态工作联席会议，先后制定印发《关于规
范和加强全县意识形态社会宣传阵地管理使用的
实施意见》《永登县委意识形态工作联席会议制
度》《全县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实施
方案》《关于进一步加强对论坛、讲坛、讲座、
年会、报告会、研讨会等阵地管理的实施意见》

其中进行研讨交流９次，邀请专家学者举办辅导 等制度性文件。县委宣传部组织力量，通过听取
报告会５次，开展意识形态专题学习２次。县级 汇报、查阅资料、谈话了解、实地查看以及延伸
领导带头下基层宣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督查等方式，对全县３３个党委（总支）及下属支
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精神等重大理论成果和党
的各种惠民政策，完成各类调研论文２０余篇，在
理论指导实践上发挥示范带头作用。

部履行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责任情况、领导干部履
行责任情况、网络意识形态责任履行情况、意识

形态领域重点工作开展情况等进行督查，对存在
的问题进行及时督导整改。

【党的建设】 制定下发《２０１９年全县党员干部
理论学习安排意见》，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

部队伍的理论素养。以党支部为基本单位，将理

【媒体宣传】 永登县委宣传部在中央、省市纸
媒网媒发布稿件３３０篇，上送省市电视台新闻共
计２７８条。在永登新闻、永登手机报、永登发

论武装学习纳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三会

布、永登县政府网站分别开设＂庆祝新中国成立

一课＂，落实日常集中学习和报告制度，推动全
体党员理论学习教育制度化常态化。各乡科级党

７０周年＂、扫黑除恶进行时、＂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生态文明建

命＂主题教育，加强干部理论学习，提高基层干

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参照县委理论学习中 设等专栏，把县委、县政府的声音传递到千家万
心组学习内容，开展集中学习活动６００余次。印 户。永登电视新闻发布１０００余条，永登手机报发
发《关于组织全县党员学习使用＂学习强国＂学

布１８６期１３００余篇，政府网站发布３３７篇，微信

习平台的通知》和《关于进一步做好＂甘肃党 公众号发布２１００余条，永登发布４４０篇，全年总
建＂信息化平台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召开 阅读量４４万次，单日阅读量最高达１４２８０次。９
＂学习强国＂和＂甘肃党建＂ＡＰＰ操作培训会， 月１３日，中央电视台一套＂生活圈＂栏目在中秋
全面打通省市县乡四级节点，自上而下建立学习

特别节目中，以《＂千层月饼＂饱含丰收幸福》

组织架构和分节点，全县广大党员干部主动参与

为题，报道永登县＂千层月饼＂包含的深厚文化

＂学习强国＂和＂甘肃党建＂ＡＰＰ的学习，党员
干部学习参与率达８０？？上。

底蕴，反映普通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较好
展示永登县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１０月２２
日，《兰州日报》《兰州晚报》以９个版面设置

【意识形态】 召开全县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县

《壮丽７０年 奋斗新时代 兰州发展成就巡礼

委主要负责同志、分管同志分别与全县各级党委

——永登篇》栏目，对新中国成立７０年来全县党

（党组、总支）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签订 的建设、脱贫攻坚、经济建设、产业发展等各项
《永登县２０１９年意识形态工作目标责任书》，明确
意识形态工作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直接责任人责

工作取得的辉煌成就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专题

任，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纳入

到外塑形象、内聚人心的良好效果。

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目标管理的重要内容，纳入

．７２．

报道。提升永登知名度、美誉度的重点报道，收

党政机关
【基层宣传】 打造＂永登人·百姓讲堂＂宣讲

位网站、头条账号进行督查，严格要求政务新闻

品牌，邀请道德模范、兰州好人、典型代表等优

类信息统一由融媒体中心审核发布。

秀基层党员群众，广泛开展法律法规、移风易
俗、好人好事、红色文化、家风家训、养生保健
等贴近实际、贴近基层的宣讲活动，各乡镇参照
县上做法，邀请热心理论宣讲的老党员、老干部

以及＂田秀才＂＂土专家＂＂农民名嘴＂等同步开

【网络评论】严格落实网评工作任务，组织完
成网络评论、转发、跟帖任务共２９３次，转发、
互动跟帖２７２８３条，全面完成网评工作任务。根
据兰州市委网信办、兰州市互联网新闻中心及全
县舆情监测，发现并稳妥处置涉永舆情共８９条，

展各类宣讲１５０余场，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就能
享受丰盛的＂理论大餐＂。始终坚持理论服务基
层大众，立足满足群众对理论政策的不同需求，

有效化解负面舆情事件的发生。

力争在宣讲内容上突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特色，给

【文化宣传】 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

力民生，答疑解惑，明事析理，利智惠民。有效
整合宣讲资源，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

大民族精神，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

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甘肃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
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指示精
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脱贫攻坚惠民政策＂等重大主题，开展进机
关、乡村、社区、学校、企业、家庭、军营＂七
进＂活动，受到干部群众的热情欢迎，有效激发
基层宣传工作活力。２０１９年，深入基层宣讲１６０

十周年，以＂我和我的祖国＂为主题，开展了
文艺演出、舞台演讲、歌咏比赛、诗歌朗诵、
广场舞大赛等十大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有效激发了广大干部群众爱党爱国、干事创业
的热情。紧紧围绕＂全面繁荣文化事业＂发展

目标，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丰富群众

文化生活。组织民间文艺团体定期、定点开展
＂周末广场文艺展＂、＂文化下乡百村行＂＂送戏

场次，下发学习资料４万余册，受众干部群众２０

下乡＂等活动３００余场次，活动覆盖全县２００余

余万人次。
【管网用网】 先后制订印发《永登县突发事件

个行政村，观众达３０万余人次，依托＂两省三
地五县区书画联展＂，组织举办书画展览 ３０余
次，达到＂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

和热点敏感问题网络舆情应急预案》《永登县突

心＂的目的。

发事件和热点敏感问题网络舆情分级标准》《永
登县网络舆情监测工作制度》《永登县网络舆情

【市场监管】 加强文化市场行政审批和检查

分析研判例会制度》《永登县网络负面舆情通报

管理，联合多部门开展集中整治行动６次，对

制度》等规章制度，为确保涉永舆情信息的有效

网吧、娱乐场所、出版印刷企业进行全面检

处置提供依据，也为及时有效应对负面舆情提供

查。着重突出对全县所有宗教场所的书籍进行
彻底清查，清理销毁宗教场所违禁书籍 ３６６
册。为扎实推进＂扫黑除恶＂、＂扫黄打非＂、
禁毒、信访、依法行政、平安建设等专项工作

依据和保障。开展党政机关政务新媒体账号摸底
排查、＂剑网 ２０１９＂＂清朗专项行动＂＂扫黄打

非·２０１９护苗＂＂互联网虚假信息、造谣传谣专
项治理＂＂烟草领域违法犯罪专项治理＂＂非法集
资专项行动＂＂永登县网络生态治理主项行动＂
＂属地音视频账号摸底排查＂及重要时间节点的
清理排查工作，并定期对全县２０５家网站进行排

提供助力。

查清理，通过上报甘肃省网络举报平台，请求关

践站全部挂牌运行，实现实践阵地、实践活动全

停违法违规类网站６３家，组织工作人员对全县范
围内的新媒体网站、微博账号、微信公众号、单

覆盖。坚持＂一个中心，多种用途＂，积极打造

【文明实践站】 高标准、高质量建成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１６个乡镇实践所和２１０个行政村实

理论宣讲、教育服务、文化服务、科技科普服

·７３·

永登年鉴（２０２０）

务、健身体育服务＂五大服务平台＂，广大志愿

中受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熏陶和感染，为创

者围绕推进基层学习实践科学理论、宣传宣讲党

建新一轮全国文明城市营造了浓厚氛围。按照省

的政策、培育践行主流价值、丰富活跃文化生
活、倡导倡树文明新风＂五大核心内容＂，组织
开展环境保护、医疗保健、法律咨询、税法宣
传、妇女维权、科技传播、文明餐桌、文明交

市文明委工作要求，积极开展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度各

通、保护母亲河、义务植树、环境整治、落实

类市级文明单位推荐申报工作，推荐县司法局、

县委党校等１０家单位参加市级文明单位、文明村
镇、文明社区评选。城关镇北街社区和县医院医
生杨万福荣获兰州市２０１９年学雷锋志愿服务＂四
个十佳＂先进典型称号。大力开展文明校园创建

＂门前三包＂责任制等各类志愿服务活动３００余
场。２０１９年，全县注册志愿服务团体共１７９个， 工作，共评选出县级文明校园３０所，创建市级文
注册志愿服务队２５５个，注册志愿者 ３７８６７名， 明校园９所，省级文明校园４所。
发布志愿服务项目１２２个，累计志愿服务时长
１５３９４．５小时，参与志愿服务１．２万人次。永登县
央宣传部理论局主编的《新中国发展面对面》一

【模范典型】 广泛开展学习时代楷模、陇人骄
子、道德模范、最美人物、兰州好人、美丽永登
美丽人、诚信红黑榜等典型宣传和道德教育实践

书，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活动。充分发挥模范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为推

新时代文明中心暨志愿服务总队揭牌仪式入选中

进文明实践工作深入开展注入精神力量。推荐
【＂媒体＋＂服务】 有效整合县广播电视台、政

府网站、手机报、头条永登发布、外宣办等６大
媒介媒体，初步建立起＂一体策划、一次采集、
多种生成、多元发布、立体传播＂的全新工作机

＂兰州好人＂候选人１２名，杨国福、赵克星、王
得军、王国仁等６ 人荣登好人榜。

【乡村振兴】 大力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

制，新闻宣传、政务合作、活动策划等方面实现

风行动。全县各行政村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等

新突破，融媒体中心优势初见成效。５月，经省

形式，普遍推选产生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

市广电部门上报推荐为国家广电媒体先导单位。 红白理事会、禁毒禁赌协会，大力整治红白事大
在做强做精新闻主业的基础上，逐步拓展＂媒 操大办、奢侈浪费、厚葬薄养等不良习气，强化
台，不断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

乡村治理，助推乡村振兴。３月１２日，中央文明
办《２０１９年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简报》第６期以
《甘肃永登三项举措倡树节俭新风》为题，刊载

力、公信力，新闻发布的质和量迈上新台阶。

移风易俗工作相关举措，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创建文明】组织召开永登县创建全国文明城

【脱贫攻坚】 组织县属媒体记者深入基层，发

市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暨县文明委全体会

掘通过自身努力摆脱贫困的典型人物、典型事

议，对２０１９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进行安排部
署。对标市上第三方评估中出现的问题，对原有
主次干道、工地围挡公益广告、遵德守礼牌等进
行摸底排查，采取修补、清理等方式进行维护，

迹，利用融媒体优势进行深度报道，通过展板、

体＋政务＂＂媒体＋服务＂＂媒体＋活动＂＂媒体＋舆

情＂等服务领域，着力打造综合性的信息服务平

宣传栏等形式宣传典型事迹，激励广大贫困群众
摒弃＂等、靠、要＂思想，激发广大农民群众向
榜样看齐，向先进学习的积极性。８月，《兰州日

对部分路段公益广告进行提档升级，制作成独具 报》分别以《精神扶贫迎来生活小康——先锋村
风格的ＰＶＣ雕刻公益广告。修补公益广告共３００ 村民张国荣的脱贫故事》、《金融扶贫让贫困户打
余处，清理破损严重的广告１００余处，维护遵德

守礼提示牌２００余处。在扮美城市、装点生活、

了漂亮＂翻身仗＂》《永登县＂羊信＂汪玉祥∶
头顶的贫困帽说什么也要摘掉》为题，报道脱贫

提升城市品位和形象的同时，让市民在潜移默化 典型人物张国荣、王立珍、汪玉祥的脱贫事迹。

·７４·

党政机关
围绕永登县脱贫攻坚工作进展、举措、成果等方

起；历年１１月份因供暖问题引发的群体多起上访

面的内容，积极组织力量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

变为零起。把诉求合理的协调解决到位，诉求不
合理的教育疏导到位，生活困难的帮困救扶到

采访报道，在各类媒体发布涉及脱贫攻坚工作的
各类报道达１５００余篇。５月１３日，《人民日报》

位，行为违法的依法打击处理，实现＂三到位、

以《黝力同心齐奋进 决战贫困奔小康》为题，
报道了永登县脱贫攻坚工作取得的丰硕成果；１１

一处理＂的工作目标。

月４日，中央电视台一套纪录片《中华民族》播

【矛盾化解】 坚持发展＂枫桥经验＂，引导提

放永登县武胜驿镇驻村工作队队长尹建国和他驻

高村民自我管理、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排查化

守牡丹田的故事。１１月，开展脱贫攻坚政策集中 解各类矛盾纠纷，结合＂一村一法律顾问＂专业
宣传月活动中，广大宣传干部深入脱贫攻坚一 优势，源头预防＂民转刑＂案件和个人＂极端＂
线，把笔头镜头对准基层，聚焦群众，创作小品 事件发生，调解一般性矛盾纠纷７１１件，调解率
《懒汉脱贫》，快板《精准扶贫就是好》、《永登精 为９９？？？大疑难矛盾问题９件，调解成功率为
准扶贫谱新篇》、剧本《好村官深得民心》等一 １００？？矛盾纠纷从往年千余件下降到２０１９年的
批接地气的本土文艺作品，编制印发脱贫攻坚政 ７１１件，提高化解效率，筑牢维稳第一道防线。
策宣传册页３万份，通过＂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

全面推行公安部门＂治安户长＂工作制，开展

肃重要讲话精神宣讲活动、新时代＇红色文艺轻
骑兵＇走基层活动、脱贫攻坚政策进基层宣传＂
三大举措，以活生生的群众案例为原型编成文艺
节目，发挥以文化人的作用，提高贫困群众对各
项惠农政策的知晓率和满意度，激发贫困群众脱
贫奔小康的内生动力。

＂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工作
制，充分发挥１７个公安派出所治安中心户长２００
众宣讲政策法规，当好村民的＂普法宣传员＂；
组织群众做好治安巡防工作，当好＂治安防范
员＂；做好流动人口登记工作，当好＂人口协管

员＂；及时调处家庭邻里纠纷，当好＂纠纷调解
员＂；及时获取不稳定情报信息，当好＂情报信
息员＂；常态化帮教刑满释放人员，当好＂帮教

领导名录
部 长 李文卿
副 部 长 包东庆（常务副部长）

徐大鸿

人、治安户长１１２０人的重要作用。积极向辖区群

转化员＂，全县社会治安秩序持续向好发展。

（王有成） 【稳定评估】不断转变稳评工作思想认识，坚

套委政法委

持第三方评估原则，发挥稳评工作源头防范风险
的重要作用。２０１９年，全面突破乡镇、部门、单
位稳评工作中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

【维稳工作】 组织召开县委政法工作会议、全
县维稳成员单位工作会议、全县稳评工作领导小
组会议、重大矛盾纠分析研判工作会议、全国
＂两会＂维稳安保工作会议，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
大庆信访维稳安保工作会议，认真解决＂平安永

现状，认真解决评估过程流于形式、评估主体推
诿扯皮、评估风险化解难、虚假评估等问题，实
现由＂自己评＂向＂请人评＂转变、由＂事后处
置＂向＂事前预防＂的基本转变。把好稳评项目

初审关、专家会审风险关、风险化解防范关、发
登＂建设中存在的各种热点难点和重大疑难问 改部门立项关、项目建设效益关、重大活动备案
题，落实维稳工作规范化建设上出实招、见实 关。创新＂事前＂求实评估、＂事中＂化解风
效。协调解决７４个单位的农民工欠薪问题，为

险、＂事后＂跟踪回访的新途径，实现第三方评

４１９人发放农民工工资４００．０９万元。欠薪和工伤

估模式常态化运行。２０１９年，全县报备重大稳评
事项共５４件，评估完成顺利实施５４件。

事故问题从２０１６年３２起下降到２０１９年赴省市１

，７５．

承登年鉴（２０２０）
人、定岗、定责＂全覆盖，以＂周收集、旬梳

【舆情管控】 按照市委＂依法办理、舆论引
导、社会面管控＂实施意见，及时有效地管控各

理、月研判、季上报＂乡镇网管为重点，提高了

级。２０１９年，全县９５名网评员先后开展舆情引
导及拉练活动３７次，发帖６１２５条、跟帖评论
１９２６条，反馈《全省涉警涉稳舆情（信息）办理

＂治安信息收集、隐患险情排查、矛盾纠纷化
解、帮教巩固转化、法律政策宣传、重点人事管
控、社会治安维护，平安创建推广＂的社会管控
能力，收集各类信息１１４０ 条，化解处理１１３８
条，化解成功率为９９．８？？完善＂雪亮工程监控

单》及政府门户网站《领导留言板》网民留言４２

网、民情联系无盲区、重点问题底数清、服务管

件次，共反馈答复＂１２３４５＂民情通办件２４９件

理零距离、基层网格全覆盖＂的社会治理体系，

次；开展网上巡查６７条次，落地查证９条次，化

提升＂平安永登＂建设能力和水平。

类突发舆情，严防了因事件负面炒作而激化升

解处置均达到＂三同步＂的预期效果。

设工作要点》，与１６个乡镇和４７个＂平安永登＂

【社会保障】 坚持矛盾纠纷＂发现得早、化解
得好、控制得住＂的总要求，把矛盾纠纷调处与
治安混乱集中整治有效结合，依靠人民调解委员
会，把矛盾化解在初始化状态。以司法调解、行

建设成员单位签订《２０１９年＂平安永登＂建设目

政调解为常态，有效防止＂民转刑＂、＂刑转命＂

标管理责任书》，明确目标任务，细化责任清
单，靠实工作责任，全县上下形成级级有安排、
层层有落实、工作有人抓的良好局面。以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防范化解风险、严

案和个人极端事件的发生。以＂包案化解＂为重

打整治专项行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工作为重

目标。强化重点地区治安混乱集中排查整治行

【＂平安永登＂建设】２０１９年初，召开全县委政
法工作会议，谋划部署《２０１９年＂平安永登＂建

点，将重大疑难矛盾问题，包案到县级领导限期
化解，严防＂小事拖大＂、＂大事拖炸＂、矛盾激
化升级的问题发生，实现矛盾调处零激化的工作

动，对城乡接合部、城中村、＂三不管楼院＂、集
会治理现代化能力，切实保证社会治理体系各项 贸市场、校园周边、人口密集等场所开展集中整
工作顺利推进。
治行动。对治安混乱问题的１个市级挂牌乡镇、１
点，坚持问题导向和标本兼治原则，创新引领社

政法委报请县政府常务会先后４次对＂平安

永登＂建设专题研究，保障人财物工作。配齐配

个县级挂牌乡镇、８个自主整治乡镇、６个重点地
区整治均按集中整治的目标要求实现顺利达标。

强１６个乡镇综治专职副主任、司法所所长、矛盾 实施一卡通＂居住证＂和指纹化管理制度，２０１９
调解中心主任。确保机构改革转隶期间专兼职人 年，新登记流动人口７５４人，办理居住证 ３６７
员到位，全力维护社会治安大局持续稳定；拨付
信息专项经费２５万元、拨付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专

项经费４０万元、拨付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举报奖励

张，着力解决流动人口就业、居住、就医、子女
上学等民生问题，推出＂全国通办＂便民新举
措，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的工

经费１００万元、拨付群防群治专项经费１６万元、 作目标。积极开展刑释人员回归安置帮教扶困工
矛盾调处专项经费２０万元、拨付易肇事肇祸精神
病人专项补助经费５８万元、拨付国家司法救助资
金 ４案４人１２．１万元；拨付３７万元建成县司法

局指挥中心与乡镇法律服务远程视频指挥系统，
为开展＂平安永登＂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人财物保

作，对解除矫正人员及时衔接到帮教名录库进行
动态管理，衔接帮教率达到９８？？有效预防重新
犯罪率发生。严格落实＂七位一体＂精神障碍患
者监护责任措施，对全县易肇事肇祸精神病人开
展＂面对面＂沟通、＂一对一＂盯牢，最大限度

障。利用全县１４５８个基础网格、１０个１０×１０立体

减少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易肇事肇祸案 （事）件

化网格和＂雪亮工程＂视频监控的重要作用，把

发生。

４３２名网格长、１５５８名网格员实行＂定格、定

·７６·

党政和矢
【扫黑除恶】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增强

【加大宣传力度】 为有效回应社会关切，公布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涉黑涉恶涉乱等突出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打赢扫

扫黑除恶战果，召开新闻发布会５次，举办扫黑
除恶案件查办培训２０场次，在省市县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微信群＂、＂平安永登＂＂永登发布＂今
日头条号、永登手机报等媒体累计刊登专项斗争

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阶段性胜仗。自扫黑除恶专项

稿件 ３００余篇（条），喷绘、横幅等宣传标语达

斗争以来，政法委贯彻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扫黑除

３０万余条，印发《通告》《奖励办法》、调查问

护＂的现实检验，专题研究部署，明确主攻方
向，把＂打伞破网＂与＂打财断血＂有机结合，

恶专项斗争的重要指示和中央省市委扫黑除恶专 卷、《一封信》等１７类２４项宣传材料３０余万份，
项斗争的决策部署。充分认识扫黑除恶专项斗 在全县公交车、出租车、快递运输车、楼宇视频
争，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打击违法犯罪，也不是一 终端、广场ＬＥＤ大屏等２０００余个媒平台全天候
个常规性的社会治安治理行动，更不是一次临时 滚动宣传，提高人民群众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
性的集中攻坚行动，而是一次具有政治性、全面 参与度、知晓率和满意度。对故意伤害、寻衅滋
性、彻底性、协同性，并贯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事、敲诈勒索等刑事、治安案件进行＂回头看＂

全县开展扫黑除恶、禁毒、信访宣传活动

永登县扫黑除恶领导小组集中宣传活动。

的重大政治任务。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优势转化 和对特殊对象检举揭发线索并案研判，对发现各
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

类线索严格查办。

稳定、增进人民福祉的强大动力，明确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的重大意义、目标任务、基本原则、实 【打伞破网】 加大＂打伞破网＂的力度，纪监
施步骤，集中打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局攻坚
定《永登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实施意见》、《永登

与公检法等执法等部门，按照＂一案一整治＂、
＂一村一策＂的要求，整合力量、集中打击，推
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纵深推进。２０１９年，公安机

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舆论引导工作方案》等

关打掉涉恶犯罪集团１个、恶势力犯罪团伙４

战。成立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制

制度。各乡镇、各部门、各单位主动领任务、定 个、村霸２个，破获各类涉恶刑事案件４８起，抓
举措，明责任、抓落实，形成强大的工作力量。
报请县委先后召开１３次常委会议，强化举措、部

获犯罪嫌疑人５７人，扣押涉案财物价值 ３０万
元；取缔非法砂石加工企业４２家，拆除非法砂石

署作战，分管领导摆兵布阵、靠前指挥，攻坚克 加工设备１９台、砂台６处；整治扰乱企业秩序乱
难、强抓落实，先后召开１５次工作推进会议、１０ 点２处，其他类６５处；开展集中清查行动，整治
次协调联席会议，实现阶段性打击成果目标。
网吧、足浴按摩等公共娱乐场所１００余家，严厉

查处黄赌毒违法行为。

·７７．

永登年鉴（２０２０）
【反邪教工作】县委政法委高度重视反邪教工

标，解决＂执行难＂问题，让胜诉群众的合法权

作，深刻把握反邪教工作新形势变化，专题研判
反邪教工作在思想信仰、意识形态、政治倾向等
方面的隐蔽性、顽固性、复杂性问题，创新防控
打击、宣传教育、教育转化、基层基础等工作举
措，确保反邪教工作持续稳定向好转变。结合各

益得到全面保障。充分履行检察职能，立足公正

乡镇、各部门民间节庆活动、庙会活动和旅游文

化活动、法制宣传活动、农业科普等活动，适时
开展式多样的反邪教警示教育。采取发放宣传
单、悬挂横幅、制摆展板等多种形式开展宣传活

司法办案，有效回应人民群众平安需求，全面履

行检察职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责任使命。坚持
＂三打一整治＂、命案攻坚、＂３．０８＂专项、电信诈
骗、＂云剑＂等专项行动。实现打击震慑犯罪和
净化社会治安的目的、实现打击震慑犯罪和净化
社会治安的目标，为平安永登建设做出积极

贡献。

动。２０１９年，各种活动期间共悬挂横幅３２０幅，

【基层宣传】 制定印发《２０１９年依法治县工作

出动宣传车１５０辆，散发宣传单２０余万份；以

要点》《２０１９年法治政府建设任务分解》《２０１９年
放管服改革实施方案》等机制。县司法局牵头抓

＂互联网＋反邪教＂和法律＂八进＂活动为主线，
充分发挥网络传媒、＂两微一端＂、永登电视台、 落实，印发《宪法》《公务员学法》等宣传资料
永登手机报、手机微信、反邪教警示教育墙等媒

３０００余份；弘扬宪法文艺汇演１５场次；更新

体的宣传作用，努力开拓网络空间的反邪教宣

＂法制宣传一条街＂灯箱２００面；设置＂宪法精
神＂公益广告 １８０余面；电视台播放＂宪法精

传，全年发布转载文章共１１００余篇，粉丝量达
１００００余人，有效占领反邪教宣传的主阵地，有
力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能量。
【脱贫攻坚】 开展＂一本账一本清＂ 底数排
摸工作，充分利用务工人员返乡聚集期，强化动
态管理和信息共享两个重点，结合脱贫攻坚＂帮

神＂公益广告１３次； 在８０余辆公交车显示屏宣
传宪法。营造＂尊崇、学习、遵守、维护＂宪法
的浓厚氛围。开展精准脱贫＂法治大讲堂＂２００
场次，开展脱贫攻坚村４２０ 位＂法律明白人＂

培训行动，创建民主法治示范村３个，提高基层

社会治理现代化能力。

扶入户＂有利时机，动员全县１０００余名帮扶驻村
工作队干部，有针对性地对１０００余户家庭进行入

户调查摸底，有的放矢去甄别，做到了情况明、
底数清，形成入户范围有针对性，宣传帮教有实

【队伍建设】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把政法队伍＂四化＂建设和＂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有效结合，锻造

效性，掌握基层反邪教工作的主动权。

＂五个过硬＂政法队伍建设，发挥为经济社会发

【履行法律职责】 县委政法委要求政法各部门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忠实履行宪法和
法律赋予的职责使命，紧密结合＂不忘初心、牢

展保驾护航的重要作用。坚持带着信念系统学、
带着责任思考学、带着使命联系学，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全面提升政法干警的思想政治水平，毫不

记使命＂主题教育，秉持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 动摇地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运用法
担当作为，推进了依法治县进程，推动法治永登
建设，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

律、防控风险、群众工作、科技运用等工作能
力，切实提升政法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
化、职业化能力水平。支持干警接受更高层次学

境。发挥以审判为中心的重要作用，秉持公正司
法为民的担当作为，依法严惩打击刑事犯罪，主 历教育，更新知识结构，实现科技强警，开展岗
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持调判结合裁决民

位大练兵活动，把培养尖兵、行业能手坚持形成

事纠纷，保障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巩固提升基

长效机制，推动全县政法队伍建设健康发展。
将反邪教培训教育与＂不忘初心、牢记使

本解决＂执行难＂问题＂四个９０的总体目

·７８·

党政献关
命＂主题教育和基层党建工作紧密结合，组织基
层３００余名干部开展反邪教法律法规知识２４０场
（次），提升基层防邪反邪的能力水平，夯实基层
防邪反邪工作基础。在巩固＂四个六＂创新帮教
基础上，号召全县２００余名科级干部继续加入到
＂五位一体＂帮教格局中，通过行之有效的帮教
措施，解决部分涉邪人员的实际困难，增强其社
会归属感和认同感；全面开展对邪教在册人员摸

（王志斌）

《县委统战部
【政治站位】 县委统战部始终把统战工作作为
县委中心工作的重要内容，多次学习贯彻中央和
省市重要会议和文件精神，研究解决重点事项和
重大问题，部署推进年度和阶段性工作。结合机

排甄别工作，并对符合条件的涉邪人员按公安部 构改革情况，及时调整补充县委统一战线工作
门程序转化脱离，为有效消减邪教人员底数奠定
坚实的基础，实现去存、防变、控增目标，筑牢
抵御邪教渗透的基础防线。

（县委民族宗教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修订完善

领导小组议事规则，建立领导小组责任清单，并
召开３次领导小组会议，切实推动具体工作落

实。严格落实主体责任，主要领导履行第一责

任，分管领导负直接责任，各相关部门各司其
党委（党组）切实担负起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落 职，推动统战工作责任层层传导、层层压实。组

【党的建设】 县委政法委领导班子和政法部门

实＂一把手＂负总责，班子成员＂一岗双责＂机
制，建立健全队伍管理的规章制度，涵盖组织人
事、教育培训、纪律监督、目标考核等方面，对
照《党章》党规检视整改落实问题，扎实开展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集中整治，解决不作为、慢作
为、乱作为等顽症痼疾，用严格的绩效考核体系
考核队伍管理，逐步形成长效管理机制。帮助解

织统一战线开展＂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
进＂＂不忘创业初心、接力改革伟业＂＂在重温历

史中铭记合作初心、在弘扬传统中深化政治共
识＂和＂三学一做＂等主题教育，夯实统一战线
广大成员共同团结奋斗的思想政治基础，不断增
强＂四个意识＂，更加坚定＂四个自信＂，更加自
觉＂两个维护＂。２０１９年，统一战线信息报送和

决干警在医疗、家属就业、子女上学等困难问 选用工作位列全市前列，２０余篇信息先后被省市
题，最大限度地凝聚干警人心。实施执法勤务警 采纳。
员和警务技术职务两个序列改革，规范警务辅助
人员使用，落实法官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配套待
遇政策，做好法官等级评定和择优选升工作。落

【组织活动】 举办４期宗教政策法规培训班，

邀请省市领导和专家进行专题辅导，各乡镇相关

实改革增资、带薪休假、定期体检、优待抚恤等
职业保障政策，保障落实干警因公负伤、人身意

外伤害保险制度，完善执法司法人员依法履职保
护机制，严惩暴力抗法（案）事件，让干警安神

安心安业，有归属感、荣誉感和幸福感，激发政
法队伍的生机活力。

领导名录

书 记 张天泉（２月免）

张海滨（３月任）
石占琳（常务）
副 书 记７

包延河
孙克琴

统战大数据平台上线仪式

·７９·

永登年鉴（２０２０）
负责人和教职人员共４００余人次参加。举行民主

【民族团结创建】 始终围绕民族团结和谐这个

党派庆祝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趣味运动会和文艺汇
演，抒发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定信念，展现
全县统一战线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的政
治凝聚力。建设永登县统战大数据平台，实现对
基层统战各领域的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管
理，初步构建＂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
据管理＂的基层大统战工作新格局。

重点，加强宣传教育和团结引导工作，促进各民

【参政议政】 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的意见》，认真落实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引

族在相互交往交流交融中增加了解、增进认同。
研究制定《永登县贯彻落实全省民族团结进步

＂一廊一区一带＂实施意见及实施方案》，全面启
动实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创建活动。深入开展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

特用轴形 少采线

导民主党派成员弘扬多党合作优良传统，强化思
想共识，增进政治共识，充分发挥特色优势，积
极履职尽责，努力做到会协商、善议政，参政参
到点子上，议政议到关键处。不断深化多党合作

事业，把政党协商作为民主党派履职尽责的重要
平台和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推力，研究制定《中

共永登县委２０１９年度政党协商计划》，召开调研
助学金援助仪式
协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通报以及党外 宗教活动场所、进乡镇、进村（社区）、进军
人士座谈等政党协商座谈会，提出１４条有针对性

的意见建议，通过积极采纳、消化吸收，促进政
党协商成果转化。召开民主党派工作座谈会，对

（警）营、进＂两新组织＂活动，推动构建创建
示范新格局。组织相关单位、部门负责人赴七里
河区参观学习民族团结创建工作，详细了解学习

党派调研工作进行研究部署，积极鼓励各民主党
派把调查研究与最新政策结合起来、与外地经验
做法结合起来、与永登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吃透

七里河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好经验、好做
法，为永登县创建工作提供有益参考和借鉴。组

情况、找准问题、定实对策，形成高质量调研报

＂十个一＂系列活动为载体，深化民族团结进步

告９篇，提供有深度、有价值的决策参考。支持
６个县级民主党派对口全县９个乡镇２７个贫困

织开展全省第１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以
宣传教育，发放各类民族宗教宣传资料、宣传品
５０００余份，并进行群众性文艺汇演，广泛宣传党

村，开展民主党派脱贫攻坚民主监督行动，协调

的民族理论政策，引导各族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
相关部门为民主党派开展民主监督提供支持和保 年树牢＂三个离不开＂意识、强化＂五个认
障，及时解决民主监督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深 同＂。活动中，对７名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进行帮

入推进民主党派社情民意联系点工作，积极引导 扶，每人发放１０００元助学金。召开庆祝穆斯林开
开展＂访民情、听民意、解民忧、送服务、献良
策＂等实践活动，切实把党派工作融入社区服
务、社区教育、社区文化、社区管理等各项工作
中，２０余条社情民意联系点信息被县委、县政府

斋节座谈会，与广大穆斯林同胞共庆佳节，同叙

以及相关职能部门采纳办理，解决一批事关群众

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好共同团结奋斗、共
同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
紧扣＂三个离不开＂要求，全面贯彻落实党

切身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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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共话发展，向宗教界代表人士、阿訇、贫
困户代表３７人发放２３５００元慰问金，引导广大穆
斯林同胞继续发扬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同心同

党政机矢
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纳
入全县流动人口管理范畴，依托三维数字社会服
务管理系统，设置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功能模块，
实现对家庭信息、个人信息、政策服务等方面的

大数据管理。建立流动人口信息采集管理机制，
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登记管理通过数字网格实现
管理。建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输入输出长效对接
机制，加强与省内外相关事项的联系，为少数民
族流动人口就学、就业、就医提供帮助，共同做
好少数民族人口服务管理工作。

【宗教治理】梳理的５大类４０项问题整改完成
３８项，完成率达９５？？剩余２项取得阶段性

成效。
在市上为永登县１４个场所委派２名专业律师
的基础上，县上又委托４名法律顾问定期不定期

联、商会组织的积极作用。采取座谈交流、专题

培训、参观考察等形式，让非公经济人士深刻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不断增强民营企业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的信心、对党中央大政方针政策的信心、对

民营企业发展预期的信心。制定《永登县关于推
进乡镇商会建设工作方案》，推进乡镇商会建
设，充分发挥商会在政治引导、经济服务、诉求

反映、维护权益、诚信自律、协同参与社会治理
中的作用，发展壮大基层商会组织，打造商会工
作特色品牌。大力开展＂千企调研纾困＂行动，
深入民营企业开展＂大调研、大走访、大联系＂
活动，了解民营企业家的所思所困所盼，准确掌
握民营企业发展的实际状况和问题所在，听取并
梳理他们的意见建议，为党委政府完善、改进工

作提供参考。

到重点宗教场所，为场所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宣

讲法律知识，开展法律援助，化解矛盾纠纷。在 【统战工作推进】 认真落实＂充分尊重、广泛
各宗教场所设置１２３４８甘肃法网二维码，教职人

员和信教群众只需＂扫一扫＂便可学习法律法

联系、加强团结、热情帮助、积极引导＂的方
针，充分激发党外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调动他

规，获得法律服务援助。以开展２０１９年＂宗教政

们的创造活力和创新动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策法规学习月＂活动为契机，督促指导各宗教活
动场所利用电子屏、展板、专栏等开展宣传，结
合宗教领域突出问题整改，组成专门工作组，在
督导问题整改的同时，按照＂谁执法、谁普法＂
＂谁主管、谁负责＂＂谁服务、谁普法＂的原则，

总书记关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的新思想新论

宣传法律法规知识。

述，团结引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自觉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成立永登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
谊会，建立代表人士数据库，发展会员７０人，设
会长１人，副会长６人，秘书长１人，理事１５
人，县新联会下设律师、民办教育两个分会和甘

重新调整孕达寺管委会班子，指导督促新的 肃乐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永登县城关镇民族幼
管委会班子规范寺院日常管理，切实消除之前的

儿园２个实践创新基地。县新联会的成立，充分

不良影响。在七山乡苏家峡村举行＂宗教慈善

调动发挥广大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围绕＂跨

周＂精准扶贫捐赠仪式，县佛协、县伊协、县道

越永登、融入中心，放大优势、组团崛起，城乡

协共捐款２．８万元，资助全县４４户残疾人贫困家 一体、全面发展＂的区域发展战略，与县委县政
庭。海德寺先后资助贫困大学生６７人、贫困孤老 府同频共振，在产业转型升级、生态产业培育、
５８人，每年向敬老院、特殊教育学校捐款捐物， 城乡融合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上积极作为，以实
总金额达６０余万元，为全县脱贫攻坚和宗教界和 际行动助力全县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顺稳定工作作出积极贡献。
【台侨工作】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优化营商环境】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４０周年纪念会上的重要讲

关于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新论述新要求，加大对

话精神，持续强化与台湾青少年、基层民众的交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教育培养力度，发挥工商

流交往，成功举办＂２０１９ 兰台暑期夏令营＂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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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夏令营活动围绕＂创意你我他＂＂进击的力

步、全面过硬。从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坚定党

量＂＂自我认识＂＂自我管理＂、＂创意达人秀＂等
内容，培养广大学生的进取意识、团队意识和责

员理想信念，持续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
态化制度化，规范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
和组织生活会等制度，不断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
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和战斗性。强化党支部
书记抓党建＂第一责任人＂意识，强化第一责任
人责任，增强主动意识、主业意识、主角意识、
主责意识，做到重大问题亲自调研、亲自谋划、

任意识，并为困难学生捐赠助学金，２０１９年，累
计资助贫困家庭学生１５１６人次，资助金额累计近
７０万元。＂兰台暑期夏令营活动＂成为永登县兰
台交流的名片，推动兰台教育互动和年轻一代的
情感交融，创新青少年学生培养模式，促进两岸
文化、教育领域的交流与沟通，增进两岸同胞的
情感和友谊。理顺侨务工作机制，宣传贯彻侨务
政策和法律法规，开展侨情普查，全面掌握侨情
动态，有效维护归侨、侨眷侨属的合法权益，赢
得侨眷、凝聚侨心，为侨务工作的深入开展创造

良好条件。

亲自部署、亲自协调、亲自督办、亲自解决等
＂六个亲自＂，切实把党的建设作为最大政绩来
抓。围绕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
要求，坚持将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反思、
整改落实四项重点措施贯穿始终。组织机关党员

干部集中学习６次，领导班子查摆问题３条，班
子成员查摆问题８条，专题研讨２次，对照党章

【脱贫攻坚】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党规找差距，明确整改措施，形成台账，分析症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工作重

结，对症下药。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为民办实事
４件，形成调研成果３篇，真正将主题教育成果
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确保主题教育取得

要论述，以稳定脱贫为靶心，以＂四个盯紧、四

个着力＂为重点，突出精准识别、精准退出、群
众满意度三个关键，补足发展短板，提高脱贫质
量。积极协调争取脱贫摘帽、小康村项目资金，

实实在在的成果。

投资２０万元衬砌渠道２公里；投资３０万元，对村 【意识形态】 深入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委会周边、文化广场及四社部分巷道进行花砖铺 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重要议程，融入党建工作责

设及道路硬化。新建１００ 立方米水池，解决自来

任制，在领导班子和全县统战成员单位中坚持增

水问题。向市农业农村局争取扶贫资金１０万元，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时刻关注广
用于大同镇长川村巷道红砖铺设。紧紧抓住东西 大党外人士、社会各阶层、宗教界代表人士的思
部扶贫协作的重大机遇，与天津市宝坻区委统战 想变化，将他们的意愿、思想、情绪、动向等纳
部就对口支援工作签订框架合作协议，双方先后 入部机关工作重点研究范畴和重要工作议程，定

三次开展互访交流活动。２０１９年，宝坻区委统战

期会议研究，专题部署，推动统一战线意识形

部向永登县捐助扶贫资金 １６９万元，该项资金围

态工作经常开展、常规推动。按照组织健全、

绕＂两不愁，三保障＂来谋划和实施相关扶贫项 制度完善、运行规范、活动经常、档案齐备、
目，首批实施三个项目，即∶ 大同镇长川村社道 作用突出的要求，下大力气推进党支部规范化
硬化项目、大同镇长川村渠道衬砌项目、民乐乡 建设，把思想政治工作落到支部、把从严教育
八岭村洋芋保鲜库项目等三个项目，委托代理公
司完成招投标工作，剩余资金的使用将在全县其
他贫困村所报项目中进行筛选后再投资建设。
【党的建设】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县委全
面从严治党要求，扎实推进机关党支部工作标准

化、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实现党建工作全面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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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党员落到支部、把群众工作落到支部，使
党支部成为教育党员的学校、团结群众的核

心、攻坚克难的堡垒。把党章要求和＂四讲四
有＂＂四个合格＂与党员岗位职责、工作目标等
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开
展党员积分考核工作。

党政机关

领导名录
部 长 张海滨（２月免）

待、巡察移交、立卷归档、整改落实等重点环节

工作程序；制定《关于健全完善县委巡察机构与
县纪委监委机关和县委有关部门工作协调机制的

吕江宇（２月任）

副 部长
长 陈永顺
施胜林（３月任）

意见》，加强巡察机构与相关部门、单位间的协

（张春涛）

具委巡察办

同配合。以县委文件制定下发巡察工作制度３
个、以县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文件制定下发巡察

工作制度和流程１４个、以巡察办文件制定下发巡

察制度和规定２３个。

【概况】 永登县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成 【队伍建设】 按照信念过硬、政治过硬、责任

立于２０１８年８月（以下简称巡察办），为中共永
登县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的日常办事机构，科级

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求，选好配强巡察
干部，加强教育培训，努力打造一支让党放心、
人民信赖的高素质、专业化巡察干部队伍。从乡

建制，设在中共永登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列入县
委工作机构序列。核定行政编制６名，其中领导 镇人大主席、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和部门、单
职数３名。在职人员为主任１名、副主任１名、巡 位熟悉纪检监察、党建工作的科级干部中，选拔
察专员１名。主要职责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县 １１１人建立＂巡察组长（副组长）库＂；从沟通协
委对巡察工作的有关决策部署，研究提出县委巡
察工作规划、计划和方案，统筹、协调、指导县
委巡察工作开展，负责巡察工作人员的培训、考

形态、组织人事、财务审计、扶贫、信访等工作

核、监督和管理，并承担巡察工作政策研究、制

的干部中，选拔１０７人建立＂巡察专业人才库＂。

度建设等工作。

同时，加强对库存人员的动态管理，根据巡察干

调和公文处理能力较强的年轻干部中，选拔７２人

建立＂巡察联络员库＂；从全县熟悉党务、意识

部实际表现和工作需要及时调整更换，不断优化

【机构建设】 加强县委对巡察工作的领导，切

巡察队伍结构。

实履行好主体责任，督促各单位更加重视、支
持、配合巡察工作，经县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

定，对县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成员进行调整，由
县委书记亲自担任组长，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
担任常务副组长，县委常委、县委组织部部长担
任副组长，领导小组成员由县纪委２名副书记、

【业务培训】 编印《巡察工作手册》《巡察工
作相关法规制度汇编》等巡察业务辅导教材，定
期举办培训班对巡察干部进行业务培训，确保巡

察干部能够依规依纪开展工作。积极选派巡察中
表现突出的巡察干部参加省市巡视巡察及业务培

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和县委巡察办主任担任，

训，以干代训，全面提升巡察干部的谈话突破能

增强县委巡察工作力度。同时，从全县范围选拔
符合条件的优秀干部，配齐县委巡察办３名缺额

力、组织协调能力、信访处置能力、分析研判能
力、文字综合能力等，为全县巡察工作高质量开

干部。

展奠定基础。２０１９年，举办培训班（会）２次，
组织培训巡察人员１２０余人次，发放各类培训资

【制度健全】制定《中共永登县委巡察工作实 料３００余册（份），参加省市巡视巡察１０余人次。
施办法》，明确巡察工作的范围、内容、方式和
县委巡察机构的职责；制定《中共永登县委
２０１８－２０２１年巡察工作计划》，对十四届县委巡察
工作作出总体规划，确保任期内完成全覆盖；完

【巡察监督】 ７月１日—８月３１日，成立５个巡
察组组织开展县委第三轮巡察，对１５家单位党组
织开展巡察，发现问题线索共计２５２条，向被巡

善《中共永登县委巡察工作流程》，细化信访接 察单位反馈问题２４２条，向县纪委监委移交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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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条。成立１个督导检查组，对县委第一轮巡察

获的目标，科学制定主题教育集中学习计划和要

和市委第六轮巡察反馈的２３５ 条问题整改落实情

求党员制定个人自学计划，内容涉及党的十九大
报告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
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关于＂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中国共产党党
内重要法规汇编》、党史新中国史以及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精神等。在坚持理论学习的基础上，

况进行核查。１２月１２日，召开全县巡察工作会
议暨十四届县委第四轮巡察动员部署会，成立６
个巡察组，对１８个单位党组织开展巡察，计划在

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４日前完成进驻巡察。成立１个督导
整改组，对县委第二轮巡察的８个单位整改落实
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县委第四轮巡察完成后，全
县巡察工作任务完成率将达到７３．９？？

【党的建设】 ４月２６日，向县委直属机关工委
申请成立党支部，并严格按照党支部建设标准化

９月２３日—２７日，举办党校理论学习读书班，内
容包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辅
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辅
导、中共党史新中国史等。围绕党的政治建设、

有关要求，制定＂三会一课＂计划、＂主题党
日＂计划等，按照计划正常开展组织生活，让党
建工作逐步走向正轨。全县＂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永登县委巡察办党支部
严格按照中央和省市县委的有关部署要求开展工

全面从严治党、理想信念、宗旨性质、担当作
为、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党性修养、廉洁自律

作，先后组织召开３次专题安排部署会议、１７次

流研讨。主题教育开展过程中，党校始终按照理

集体学习会议、４次专题研讨会议，形成专题调
研报告３篇，征求有效意见１２条，查摆问题１８

论学习有收获的目标要求，举办为期五天的读书

等方面和上级学习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相关
要求，校委领导班子组织班子成员和全体党员认
真撰写学习心得，并进行阶段性集中学习成果交

民主评议党员会议等，切实保障主题教育取得实

班、集中学习２８次、班子成员开展学习交流研讨
３次、发言１１人次；２个支部分别集中学习各１５
次、开展学习交流研讨４次，发言３０余人次，１８

实在在的效果。

名党员干部形成研讨材料 ３２篇。

领导名录

【培训工作】 ２０１９年，举办５期主题培训班。

主任 李秉泽
任 董万里
副主 任

其中，举办＂永登县县科级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甘肃代表

王永祯

团审议时重要讲话精神轮训班＂２期，参训９６５

条，及时召开了专题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和

巡 察 专员

（王永祯）

县萎党校》
【概况】 中共永登县委党校（永登县行政学
校）（以下简称党校）实行校务委员会领导体
制。学校内设办公室、干部培训室、电大工作

人次；举办＂永登县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１
期，参训学员１４０余人；举办＂＇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暨脱贫攻坚党支部书记集中培
训班＂，培训对象为全县村党支部书记、贫困村

第一书记、机关党支部书记等４３１人；举办＂永
登县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精

神专题示范培训班＂，参训１０５人，学员为全县县

站、总务室等工作机构。属参照公务员管理单 级、科级干部，并安排党校骨干教师在培训班上
位，科级建制，共有编制２７个，一正两副领导职 担任授课任务；组织全县党员领导干部参加＂富
数，现在编人员２５名。
民兴陇＂讲座１３期，累计参训１３００余人次；配
合县直机关工委开展＂永登县县直机关工委党员

【理论教育】 ２０１９年，党校坚持理论学习有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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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训＂１３期，累计参训１０４０余人次。

党政和关
【考核工作】 根据县委组织部《关于２０１９年全

位工作人员，做好校园办公区域卫生清洁、车辆

县县科级干部在职自学公共课程考试有关事宜的
通知》精神，党校积极组织全县县科级干部在职

管理、各类设施设备维护维修等，保证其正常运
行，为学校各类主体班、会议提供服务和保障

自学公共课程闭卷考试，收缴领导干部学习笔

作用。

记、心得体会、论文及各项考核加分凭证，并安

排教师进行评阅，根据试卷得分、学习笔记评定
等内容，确定科级干部所得学分，并将结果整理

汇总上报。

【脱贫攻坚】 全力配合驻村工作队深入贫困户
家中，逐户梳理２０１９年度脱贫措施，坚持＂因地
制宜、因户施策＂的原则与贫困户共同研究确定
符合自身发展意愿和能力的帮扶措施，填写＂一

【理论宣讲】 按照县委宣传部要求，安排党校

户一策＂计划表格，算好＂脱贫账＂，引导贫困

教师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习近平总书记参加甘肃

户积极参与、自我发展。安排两名人员充实到红
城镇玉山村驻村工作队开展帮扶工作。组织帮扶

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宣讲，宣讲覆盖

累计参训１４９０余人；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干部帮助困难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急事难
事。发挥党校工作优势，帮助玉山村两委班子开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精准扶贫精准

展好党员冬训，及时深入基层宣讲党的理论政策

脱贫、党章党规和条例准则、党史等内容，在全

和各项惠农政策。配合协助村＂两委＂班子、驻
村帮扶工作队研究确定２０１９年度扶贫项目，完成

１６个乡镇、１７个部门单位，总计宣讲３３场次，

县部分单位、乡镇和帮扶贫困村累计开展宣讲２２
场次，参训１１００余人次；按照宣传部安排，党校
组织骨干教师成立宣讲团，开展＂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甘肃重要讲话精神＂宣讲，实现重要讲话和
指示精神家喻户晓、深入基层，取得良好效果；

村文化活动广场的硬化，安装太阳能路灯２０盏，

修缮渠道３公里，硬化道路４公里等。校委领导
班子帮助玉山村筹资配备机井房相关设施、村委
会会议室桌椅等设施设备。摸排生活困难的群

紧抓十九届四中全会召开后的重要时间节点，党 众，积极开展送温暖活动，为困难群众送去米、
校组织９名教师参与全会精神宣讲，范围覆盖各
乡镇、部门单位，累计开展３３场次，参训２０００
余人次，真正把全会精神原原本本宣传到基层群

油等物品，并帮助解决生活中所急、所盼的事，
保障困难群众温暖过冬，不断提升党校脱贫帮扶

工作水平。

众当中。副校长王绪绪同志荣获２０１９年全省理论

宣讲先进个人。

【科研工作】 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庆祝建国７０周年、脱贫攻坚、＂不忘

【队伍建设】 按照全县普法教育工作要求，学

初心、牢记使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等热点

校结合自身优势，利用干部教育培训工作需要，

问题的理论研究，以学促研、以研导学，学校整

安排全体教职工认真学习法律法规，有针对性地
在主体班教学中安排法律课程，不断提高参训学
员法律素养，增强法制意识。学校严抓电大招生
宣传、教学环节落实和期末考试三个环节，春季
招生１９人，秋季招生１５人，在校生共计１２５人，

体科研水平迈上新台阶。２０１９年，党校７名教师

持续稳定学校电大办学规模。

撰文参加省委党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征文活动；９月，８名教师参与２０１９年全县
思想政治工作及重点课题研究，完成论文８篇；
其他多名教师积极撰写科研文章，在各类期刊发
表论文１３篇；累计撰写各级各类论文２８篇，科
研工作成果丰硕，充分发挥党校理论阵地和＂智

【基础设施】定期排查校园安全隐患，对南围墙出

库＂作用。

现裂缝、倾斜的情况，及时予以拆除重建，杜绝
任何安全事故的发生。严格管理门卫、公益性岗

【创建文明】 围绕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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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登年鉴（２０２０）
大力气狠抓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和文明创建工作，

和制度规定。定期指导６４个党支部落实＂三会一

带领全体教职工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根本，坚持把文明单位创建工作作为加强管

课＂、领导干部双重组织生活会、谈心谈话、民

理、提升效能、树立形象的重要举措来抓，努力

打造环境优美、文明整洁、勤俭节约的良好氛
围，以全新的观念积极参与到创建＂市级文明单
位＂活动当中，使文明创建工作与党校建设齐头
并进、协同发展，不断提升教职员工文明素质，
接受市文明办对党校＂市级文明单位＂创建工作
的考评验收，得到验收工作人员的高度评价和认
可，向社会树立良好的党校形象，精神文明创建

＿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主评议党员和主题党日等制度正常、高质量开
展，确保每月按时上传甘肃党建ＡＰＰ。
【党建考核】 ２０１９年初，召开县直机关党建工
作会暨党支部建设标准化推进会并与县直机关各
党支部书记签订党建工作目标责任书，召开机关

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大会，从县
直机关抽调１０名党务工作者成立５个督导组，对
４４个部门、单位领导班子２０１８年度民主生活会
进行全覆盖督促指导。成立２个督导组，采取一

季度一督查方式对各支部的＂两学一做＂学习教

领导名录

育常态化制度化、党建重点任务完成等情况进行

校 长
常务副校长

杨 东（兼）

石代红

党总支书记、副校长 王绪绪

副 校 长

，李晖（３月任）

督查。年底从各党（总）支部抽调３０名党务工作
者组成１０个考核验收组，采取交叉考核验收的方
式对机关党建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考核验收，切实
做到机关党建工作年初有计划、每季度有检查、

年终有总结。
（葛正东）

县直属机关工委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举办＂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理论学习中心组暨

【概况】 中共永登县直机关工委成立于１９７６年

党（总）支部书记强化培训班１期７０余人。组织

４月，作为永登县委的派出机构，代表县委领导
和管理县直机关党的工作。属行政单位，人员编

工委班子成员到各党支部开展调研，形成调研报

制６名，科级建制，领导职数１正１副。

议１２条。做专题研讨交流３次、上专题党课４

告２篇、反映问题６条，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建
次，撰写心得体会６篇。成立机关工委主题教育

【政治建设】 加强维护政治核心教育。与县委 巡回指导组２个，对１１个党支部开展主题教育进
党校联合定期组织县直机关党（总）支部书记、

行全程指导。组织班子成员和党员干部包抓联系

党务工作者、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开展学习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党章党规的集中轮

训，先后举办１２期集中轮训，轮训人数达１０００
余人。积极组织机关工委理论中心组、领导班
子、党员干部开展集中学习。全年组织领导班子
和党员干部集中学习３５次，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

１２次。制定《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实施方案》，将
意识形态工作融入党员日常教育管理之中。严格

落实党内政治生活制度。严格执行党的组织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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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活动

党政和关

志愿者活动
支部，全程参加指导３０多个支部主题教育专题组

垃圾、清明节＂慎终追远，缅怀先烈＂祭扫活

织生活会。到县直涉改部门走访调研，了解掌握 动、＂五四青年节＂庄浪河捡拾垃圾、＂党员进基
改革期间党员干部思想状况，指导各涉改部门优 层，情暖微心愿＂为帮扶户清扫庭院、＂永登
化机关党组织设置，及时按规定按程序做好涉改

人，百姓讲堂＂＂党史知识学习、青龙山革命烈士

党组织的更名、报批和选举等工作，确保机关党

陵园＂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革命传统

建与机构改革无缝衔接。县直机关共涉改３０个党
组织，其中，撤销９个党（总）支部，转隶２个

教育、＂走进社区，共建美好家园＂等系列志愿

服务行动。

党支部，新建１１个党支部、更名８个党支部。举
办１期机关党（总）支部书记、党务工作者１２０
余人参加的机关党支部建设标准化工作观摩交流
会，举办１期机关党务工作者７２人参会的＂县直
机关党务工作者座谈交流会＂。全年举办党务干
部、党支部书记培训班６期７２０余人次。换届改
选党（总）支部１８个、补选纪检委员１７名。发

【脱贫攻坚】 始终把帮扶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

县委、县教育局、县融媒体中心联合举办＂不忘

人。８月，安排１名干部到宁朔村，协助村两委
进行为期十天秸秆禁烧巡查工作。通过在宁朔村
召开座谈会、走访群众等形式，询问他们在生
产、生活方面的困难，详细了解村情，理清帮扶
思路、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确保对帮扶工作有
序推进，加强对帮扶活动的有效落实。

作，成立以单位主要领导任组长的帮扶工作领导

小组，明确１名分管领导主抓此项工作，并专门

安排干部负责日常联络，责任落实到人。研究部

署帮扶工作１１次，单位领导今年到宁朔村调研指
导工作２人２３次。２０１９年春节前夕，分别组织党
展新党员２２名、按期转正党员１８名、入党积极 员干部对帮扶户进行走访慰问，共计４户２０００元
分子备案４１名。
慰问金、每户价值２００元的过冬棉衣； １１月，给
宁朔村宁朔小学捐赠价值５００元的向日葵活动道
【亮点工作】 为纪念五四运动１００周年，与团 具。组织开展政策宣传１２次受益群众达 ９０余
初心跟党走，青春建功新时代＂主题演讲比赛；
与县委组织部、老年大学联合举办＂不忘初心跟
党走＂建党９８周年文艺演出；组织县直机关党员
干部１２０人参加＂我和我的祖国＂永登县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歌咏比赛，获得机关组

三等奖。积极制作＂脱贫攻坚我们在行动＂主题
党建活动展板６块在永登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成立挂牌、授旗系列活动中展出。组织新时代文
明实践党员志愿服务队与老年大学志愿服务队、
团县委新时代文明实践青年志愿服务队开展歌唱
《我和我的祖国》＂保护母亲河，我们在行动＂

领导名录
书 记 龚玉忠

副 书 记
己 孙向宁

（龙世霞）

＂３．５学雷锋日＂发放创建文明城市宣传材料清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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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登年鉴（２０２０）

》信访局

大）会议精神，分析上半年永登县信访形势，县

委、县政府分管领导就提前做好大庆信访维稳安
保等工作进行详细安排部署。８月，县委常委会

【概况】 永登县委、县政府成立时设立县委、

会议专题研究省市交办的１７名重点信访人员及县

县政府信访室，１９８４年，信访室升为科局级建
制，属县委系列。１９９１年，县人大设立信访室，

上自行排摸的１４名重点信访人员的县级领导包案
和县级领导接访工作。８月２０日，召开大庆信访
维稳安保工作会议，传达省市县主要领导对信访

与县委、县政府信访室合署办公，形成一套班

维稳安保工作的批示，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高
员、机构划归人大。２００２年６月，在机构改革 度重视，亲自安排部署，要求各乡镇、各部门立
中，信访室确定为中共永登县委办公室信访室和 即启动大庆信访维稳安保工作方案，为大庆期间
永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信访室，人员由县委办公 活动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９月６日，
子，三块牌子。１９９７年，县人大信访室单设，人

室和县政府办公室分别管理，以县委办公室管理
为主。２００５年１月，机构改革更名为永登县信访

再次召开大庆信访维稳安保工作会议，对大庆信
访维稳安保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通过充分发

局，以县政府管理为主，班子成员建制一正两 挥信访工作联席会议综合协调、组织推动、督导
副，属行政单位，人员编制６名。

落实等职能作用，有效促进信访问题及时就地化
解和重点人员的稳控落地见效。

【召开会议】 ３月，召开全县信访工作会议，

及时传达学习中央省市信访工作有关会议精神，

【信访接待】 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和领导包

落实工作责任，总结全县过去一年的信访工作，

案制度。坚持领导接访，县级领导在信访局接待
来访群众，不仅解决大量疑难复杂信访问题，而

部署安排２０１９年信访工作，从夯实做好信访工作
的根基，着力补齐三个短板，着力推动信访工作
高质量发展，提升信访工作水平四个方面，对做

且提升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强化领导带案下访工

作，县级领导每月到所包乡镇、单位下访，面对
好２０１９年的信访工作提出明确具体的要求。会 面听取群众诉求，了解问题处理和落实情况，推
上，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海滨与２０个县直有 动信访问题的化解；落实领导包案制度。对疑难
关部门和１６个乡镇签订《２０１９年永登县信访工

作目标管理责任书》，将群众信访工作列入年度

复杂信访问题落实领导包案。尤其是做好新中国
成立７０周年大庆期间的信访维稳工作，县上制定

工作目标管理考核内容，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 下发《关于做好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大庆期间领导

抓落实的群众信访工作格局。４月，召开全县信 干部接访下访工作的紧急通知》，县乡（镇）每

访联席会议全体（扩大）会议，会议传达中央和
省市县领导对信访工作的批示，通报２０１９年第一
季度信访工作情况，审议《县信访工作联席会议

工作规则》和《县信访工作联席会议２０１９年工作
要点》，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海滨从增强抓

好信访工作的使命感和紧迫感、用心用情用功推
动新时代信访工作创新发展、努力构建齐抓共管

的信访工作格局三个方面对做好信访工作提出明
确具体的要求。７月，召开全县大庆维稳安保暨
第二季度信访联席会议全体成员（扩大）会议，
传达中央和省市县主要领导对信访维稳工作的批
示精神及省市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全体成员（扩

·８８．

接待群众马金玉

党政和关
天安排一名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到信访接待场所接

事项受理、办理过程可查询、可跟踪、可督办和

待群众来访，做到群众上访随有随接待、随接待
随处理。县级领导在信访接待大厅共接待处理信
访事项９件，化解８件。

可评价，省市县乡四级互联互通，及时对接。其
次按照系统抓、抓系统的要求，积极与乡镇、职

能部门建立沟通反馈机制，使信息共享、途径一

体访在协调化解到位的同时以集体访快报的方式

致。对投诉信访事件涉及多个诉求、多个职能部
门或乡镇的，接访后分类甄别，并第一时间及时
转送或交办，并督促落实，答复信访人，防止重
复投诉和回流；同时与县委督察组对重点转办信
访事项进行督办，确保督办要件及时答复。时时

第一时间呈报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

做到信访有人接、有人管和有人办，有力地保障

导，及时掌握和研判信息，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办信、接访、网上投诉办理、督察督办的全覆盖
和信息全录入，实现受理渠道畅通，事项流转规
范，办理程序公开的目标，杜绝信访投诉的体外

【信访维护】 坚持把信访工作作为维护社会稳
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大事来抓，定期分析
信访形势，研究部署安排。对重大信访事项、集

当好助手。５月，在永登县人民公园举行扫黑除
恶、信访、禁毒集中宣传和实地到乡镇宣传活

动。活动紧紧围绕＂严惩黑恶势力，维护社会稳 循环，真正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全
定＂＂提高网上信访知晓率、打造网上信访主渠
道＂＂禁毒防毒铭于心、创建示范践于行＂为主
题，通过政策宣讲、展板宣传、知识问答、文艺

县网上信访录入９７件次，录入率１００？？案件办
结率１００？？回复率达９６？？

汇演、道德小品等多种形式进行广泛宣传，号召

【维护稳定】 全力做好全国＂两会＂期间信访

广大群众积极参与行动，主动为扫黑除恶、阳光
信访、法治信访、责任信访、禁毒防毒贡献自己

维稳工作。给各乡镇、各有关部门下发《关于做
好全国＂两会＂期间重点人员稳控工作的紧急通

的力量。通过宣传活动，提高群众对扫黑除恶、
信访、禁毒等相关知识的知晓率，加大扫黑除恶

知》，对全国＂两会＂期间的信访维稳工作进行

具体安排。各乡镇、各有关部门做好群众来访接

群众参与率，为＂阳光信访、法治信访、责任信 待，做到首访首接、首访首办，严格落实重点人
访＂营造浓厚的社会氛围。为确保每一件信访事 员一人一策、一人一套管控措施，严格落实领导
项都＂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县信访局建
立领导干部分片化解信访事项制度，每周对本周
接访的信访事项进行梳理汇总，对没有处理到位
的信访事项，由对应乡镇的包片领导干部进行跟
踪督办。对国家省市交办的信访事项办理相关缓
慢的单位，及时下发信访事项督办通知，并到现

包案制度；再次加大矛盾纠纷化解力度，严格落
实乡镇、部门属地稳控责任，确保＂大事不出
镇、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通过强化调

度、矛盾排查、接访包案、人员稳控、信息报

送、驻京劝返等工作措施，有效维护全国＂两

会＂期间的信访稳定。

场进行督办。
【脱贫攻坚】 为切实做好精准扶贫工作，让贫
【网络办公】按照业务流程标准化、处理过程

透明化、统计分析智能化的要求，狠抓网上信访
业务办理，积极推进信访信息应用。首先对来
信、来访投诉应录尽录，全程实行网上受理、网
下办理、网上回复、网上公开的办理工作机制。
引导群众变上访为上网、走访为网访，使受理信
访事项、上级转送转办案件全程网上流转，并建

困户过上一个温暖的春节，在新春佳节来临之
际，永登县信访局干部深入红城镇凤山村开展
＂心系群众、寒冬送温暖＂春节慰问活动，在严
寒的冬日里为贫困群众送去关怀与温暖。６月

份，县信访局党支部与兰州市信访局党支部、城
关区信访局党支部、城关区张掖路街道山字石社
区党支部、红城镇凤山村党支部在红城镇凤山村

立数据信息档案，畅通网上信访主渠道，使信访 文化广场共同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７０周年

·８９－

永登年鉴（２０２０）

＂我和我的祖国＂群众性主题宣传活动、＂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党日互联共建活动及扫黑除
恶、信访宣传活动。活动通过重温入党誓词、讲

党课、经验交流、表彰优秀党员等多种形式，加
强各党支部的相互了解和认识，提升基层党组织

贴近群众、服务基层的能力，充分发挥党支部的
战斗堡垒作用。９月份，开展为凤山村五保户

领导名录
局 长 张长芳
长３
副 局 长
刘其中（３月任）

霍发鸿
葛玉山（３月免）

（陈自凤）

档装案》馆

＂献爱心捐款活动＂，慰问五保户１户，贫困户１１
户，价值３９０６元慰问品，给凤山村协调解决６４
吨水泥，用于广场硬化。夯实所包贫困户的脱贫

【概况】 １９６４年４月成立永登县档案馆，编制

基础，得到群众好评。

３人，科级建制，１９６８年９月被撤销，１９７８年２
月恢复建制。１９９０年１２月成立永登县档案局，

【扫黑除恶】 按照《永登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与县档案馆合署办公，编制１０人。根据《永登县
工作要点》的通知，制定２０１９年信访局扫黑除恶 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永办发〔２０１９〕１８号）
工作要点、各项工作制度，调整充实信访局扫黑 文件精神，撤销永登县档案局（馆），将县档案
除恶领导小组成员，按照领导小组的分工，齐心
协力、齐抓共管，充分发挥信访部门与群众接触
次数多、联系密切的优势，通过信访接待、网上
投诉，设立举报箱等形式畅通群众举报渠道。根

局（县档案馆）的行政职责划入县委办公室，县
委办公室加挂县档案局牌子。县档案馆作为县委

据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永登

１名馆长，１名副馆长，３名事业编制人员，２名

县信访局迅速召开工作安排会议，传达会议精
神，安排部署局宣传活动，利用广播、ＬＥＤ电子

参公人员，２名行政工人，无转隶人员。永登县
档案局暂时未挂牌，也无工作人员。县档案馆主

屏、标语横幅、媒体宣传报道等方式，通过发
放、张贴扫黑除恶宣传知识，在县人民广场、各
乡镇集中开展为期一个月的集中宣传活动，为开
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充分发挥信访贴近群众、熟知民情的优势，建立
日常排查发现机制，对到县信访大厅上访存在非

要职能为∶档案接收、征集；档案安全保密管

直属正科级事业单位，不再保留与县档案馆合并
设立的县档案局。永登县档案馆人员不变，现有

理；档案查阅利用服务及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

用；档案降解密和鉴定开放等。

【档案资源建设】为确保涉改部门和单位在机

访、缠访、闹访现象的信访案件保持高度关注，

构改革中档案管理工作有序开展，档案馆对机构
改革中档案处置工作进行任务分解，分两个工作

及时进行分析、研判、发现并报告有无黑恶势力

组开展工作，重点做好审核涉改部门和单位的档

操控、挑头的现象，加强对非法集资、金融领 案管理与处置方案，确定各单位档案的流向，监
域、民政低保、城乡建设类案件排查、化解工作 督、指导并检查验收涉改部门和单位各类档案的
力度。利用甘肃省网上信访系统平台，拓展更加 整理和交接工作，接收涉改部门和单位旧印章２５
方便快捷的涉黑涉恶线索举报渠道，挤压黑恶势
力滋生空间，为信访领域扫黑除恶营造良好的社
会环境。在立足自身职能职责，积极排查收集涉

枚，文书档案１３３卷。大部分涉改部门和单位由

黑涉恶线索信息的同时，畅通与纪委监委、检察

际分期分批接收到期档案，安排进馆单位和时间
节点，由专人负责，指导督促接收工作，并积极

院、法院、公安等部门的信息对接渠道，建立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线索信息快速移送反馈机制。对排查
收集到的所有线索，第一时间呈报县扫黑除恶办。

·９０

于人员变动频繁，工作量大，进展较缓慢。按照

《永登县档案馆收集档案范围实施细则》，结合实

开展历史名人、地方特色档案的接收征集工作。

党政加关
【档案信息化建设】 为加快档案工作信息化、
现代化建设步伐，积极筹措资金，使档案工作更
适合新形势的需要，拓宽服务面，提高服务效

萎党史责

率，按照《甘肃省纸质档案数字化操作规范》，

【概况】 永登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以下

完成永久卷档案全文数字化率３７？？

简称党史办），成立于１９８５年，与县地方志办公

室合署办公，两块牌子，一套班子。核定编制８
【强化服务意识】 积极开发馆藏档案信息资
源，为查阅利用者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２０１９
年，共接待查阅利用者１２２１人次，提供利用档案
１５００卷次，复印档案资料 １７３５页，编写档案利
用效益事例２篇，我们将继续做好档案服务工
作，强化服务意识。

人，现有６人，为正科级建制，直属县委序列。
【党的建设】 按照县机关工委《关于印发〈永
登县直机关党支部建设标准化工作推进方案〉的

通知》要求和＂甘肃党建＂手机终端平台操作要
求，我办安排专人负责，党员干部积极参与，严

格按照＂甘肃党建＂平台要求，组织在职及退休
【档案保护管理资金】 ２０１９年，落实每卷档案

党员干部安装手机ＡＰＰ程序，学习掌握操作方

每年３元管护费 ２０万元，并列入２０１９年财政预

法，积极参加所在支部＂三会一课＂，领导带头

算。按要求完成永登县＂全国档案事业统计年

领学讲党课，党员干部集中学，于年内开展党课

报＂填报指导及上报工作。

４次。积极组织开展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新修订《宪法》、新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

【档案安全检查】 安全工作无小事，确保档案
安全是档案工作者的天职。３月，对照《档案馆
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开展档案安全风险排
查整治工作，按照省市档案局的要求，对档案馆

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党内
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
若干准则》学习讨论活动。党员干部积极参加由

库房消防、视频监控、温湿度检测等安全隐患全

干部更加坚定＂四个自信＂，树牢＂四个意识＂，

方面地进行排查，及时消除部分安全隐患。５月
２２日，市档案馆馆长王黎一行来永登县档案馆检
查指导档案安全管理工作。检查组实地查看永登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支部书记认真履行＂第

机关工委组织的党员轮训班。通过学习，使党员

一责任人＂职责，紧紧依托＂三会一课＂等党的

组织生活制度，发挥党支部自我净化、自我提高

县历史文化展厅、库房、消防设施、监控设备等 的主动性，真正把党的思想政治建设作为意识形
技术用房和安全设施设备。对存在的安全问题提 态的主题基础和知识基础抓在日常。组织干部学
出整改意见。档案馆就此事向县委分管领导上报 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的重要论述，学习
申请资金的报告，等资金落实后，对存在的安全 意识形态的概念、特点、重要作用，统一干部思
问题进行整改。为加强安全消防工作，提高干部 想，凝聚共识，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
职工和基层档案人员的消防安全和责任意识，掌 的指导地位，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
握消防基本知识和应急技能，６月１１日，邀请消 权、话语权，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严守政
防工程师对全馆工作人员进行消防知识培训，并 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守组织纪律和宣传纪律。
实地进行消防器材操作演练。
【脱贫攻坚】 ２０１９年，党史办积极组织干部对
县委分配的３０户脱贫户入户调查了解情况，宣传
领导名录
馆 长 黄连生
党的政策，填写相关数据资料。１月，对１０户贫

副 馆 长 曹延英

（苗承娟）

困户送去２０００元的春节慰间物资。积极与帮扶点
干部共同探讨巩固脱贫成果，致富防返贫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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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登年鉴（２０２０）
路，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为打赢脱贫攻坚

地方志办考核永登为＂两全目标＂完成一等奖。

战助力实干。

火泽东被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评选为＂全国地方
志工作先进工作者＂。

【党史工作规划】 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党史研究
室主任会议，省市党史工作会议精神，结合永登
实际，制定并实施《中共永登县党史资料征集办
公室 ２０１６—２０２１年工作规划》。规划确定五年内
党史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工作目标和保
障措施，并细化分年度工作任务，把编纂《中国
共产党永登历史》《中国共产党永登县党史大事
记》资料作为近年工作的重中之重，提上议事

日程。

领导名录
主 任 火泽东

副主任 刘兴英

（火泽东）

金融办公室
【概况】 永登县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成立
于２０１９年３月，科级建制，核定机关行政编制６

【党史资料研究利用】 利用党史资料撰写文 名。设主任１名，副主任２名。
章，先后在省市各类报刊发表２０余篇。２００５年
开始创办内部刊物《史志征研》，每期刊登１～２
篇党史、地方志专题文章，为研究永登县党史、
地方志工作积累了大量资料，为县委、县政府决
策提供史料性、政策性素材。《史志征研》为双
月刊，每年６期，截至２０１９年发刊８９期，共登载

【农金站（室）建设】 永登县人民政府金融工作

党史，地方志专题文章２８８篇。努力挖掘红色文

全能办理现金业务的标准化农村金融综合服务室
４６个，能办理转账业务的农村金融综合服务室

化资源，搜集红色文化史料，协助县委宣传部编
写＂国防交通线——永登交通站＂承展大纲，为
争取红色纪念馆项目的落成做出积极贡献。
【年鉴编修】 为切实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
《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推进甘肃省第二轮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书
和综合年鉴编纂工作，确保到２０２０年实现＂完成
第二轮地方志书规划任务，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书

全部公开出版＂＂做到地方综合年鉴一年一鉴、
公开连续出版，实现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全覆

办公室成立后，对全县１６个乡镇设立金融服务
站，对各乡镇行政村设立农村金融服务室，并挂
牌正常运行。县金融办公室与辖区内金融和保险

机构衔接沟通，积极整合资源，建成设施配备齐

１１５个。在农金室安装自助终端４６台，布放ＰＯＳ
机２９７台，惠民 ＰＯＳ终端１１５部，基本实现县域
内金融服务全覆盖。各村金融服务室按照职能要
求和金融服务的实际需要，邀请相关专家对金融
服务站和各村金融服务室指导员就当前金融发展
和农村金融现状进行强化培训，普及和提高工作
人员金融服务意识及业务本领。

【小额贷款公司摸底检查】 通过召开座谈会、

盖＂目标（简称＂两全目标＂）。２０１９年３月，

查阅资料等方式，对永登县辖区内的四家小额贷
款公司进行现场检查。经查，永登县太阳瓜小额

县委办公室下发《关于征集〈永登年鉴（２０１９）

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１日登记注册

资料的通知〉》，县地方志办公室召开会议，明

成立，现处于经营停滞状态。永登县爱农小额贷

款有限责任公司于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１日登记注册成
底完成资料征集任务，６月完成初稿，送交市地 立，截至２０１９年９月底，发放贷款余额５８２万
确分工，开始在全县范围内征集年鉴资料。４月
方志办公室以及县委、县政府相关领导进行审

阅，９月完成初审、复审和终审，１０月底印刷出

元，经营状况基本正常，但该公司只在注册地设
立办公室，业务经营在兰州七里河区。永登县秦

版，顺利完成＂两全目标＂任务。２０１９年被省市 川民生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注册成立在永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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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机天
县中川镇商贸一条街中学路口西，检查中注册地

被兰州新区征占拆迁，经多方查找，该公司未经
审批变更经营场地，擅自将公司经营场地搬迁到
兰州市城关区张掖路中广大厦１４楼。在扫黑除恶
中，根据群众举报，该公司存在暴利催收贷款行
为，公司法人段爱民因涉嫌非法侵占财物等罪名
被兰州市城关区司法机关批捕。永登县兴和小额
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因法人涉刑，公司停止经营。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成立永登县防范化解重
大风险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工作职责，强化协调

运作机制。县金融办根据领导小组要求研究制定
年度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工作方案，将年度工
作任务细化分解到各乡镇、相关部门、各驻永金
融机构。积极协调驻永金融机构全面完成省金融
监管局、市政府金融办关于农村金融机构改革、

改制政策落实和任务安排。针对永登县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不良贷款突出问题，充分发挥督促协调

传，并通过发放宣传单，悬挂宣传横幅、开辟防
非宣传专栏、播放视频等形式开展宣传活动。
为有效遏制电信网络违法犯罪的危害，提高

广大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培养防范风险的意识
和识别各种非法借贷的能力，永登县人民政府金

融工作办公室联合团县委、县公安局在永登县中
等职业技术学校开展＂防范网络诈骗远离校园网

贷＂宣传活动。活动现场，通过发放宣传资料、
讲述真实案例等形式，向同学们讲解电信网络诈
骗和校园贷的危害性，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理性的消费观，自觉抵制片面追求物质享
受，抵制超前消费和过度消费。

【打击非法集资】 县金融办深入到辖区单位、
企业进行走访调查，听取群众意见，重点了解非
法集资、金融诈骗、民间借贷等风险隐患，切实
掌握风险底数。根据县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领导小

组要求，县金融办结合本部门工作实际，深入到

作用，督促永登信用联社建立清收台账，制定清

各乡镇对非法集资风险情况进行抽查检查，督
收策略，建立不良贷款＂清收风暴＂常态化机 促推动这项工作深入扎实开展。高度重视＂ｅ租
制。２０１９年，开展不良贷款＂清收风暴＂活动１４
次，累计现金收回不良贷款本息１．０６亿元，盘活

宝＂非法集资案件集资参与人信息核实登记工
作，制定下发《永登县＂ｅ租宝＂非法集资案件

不良贷款１．０２亿元。

集资参与人信息核实登记工作实施方案》，共排
摸出＂ｅ租宝＂非法集资案件集资参与人 １５１

【扫黑除恶】 安排部署全县开展防范非法集资
和金融领域扫黑除恶宣传月活动工作。各乡镇、
部门及驻永金融机构认真组织开展宣传月活动工
作，实现宣传教育资源有效整合，扩大宣传月活
动效果。活动期间，各乡镇、各部门及驻永金融
机构，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措施，向群众宣传非
法集资的概念特征、表现形式、常见手段，揭示
此类违法犯罪活动的欺骗性、风险性和危害性，

人。７月２日—８月３１现场登记共核实人数３５

人，充值金 额 １０７７．０３０５ 万元，提 现金 额
３３０．８３８０９９万元，受损金额７４６．２０１７２１万元。建
立健全投诉举报制度，在永登电视台公布举报

电话，对举报人进行保密承诺。２０１９年底，永
登县未发现非法集资风险，也未接到类似群众

举报。

着重加强投资理财、网络借贷平台、私募基金、 领导名录

农民专业合作社、房地产、民办教育等领域防范 主任 王永峰
非法集资宣传教育工作，对以消费返利、养老服 副 主 任 薛金勇
务、虚拟货币等名义非法集资行为予以重点提
示。通过发放宣传手册、宣传讲解、咨询互动等
日常宣传基础上，充分利用电视、新闻媒体、微

李国荣

（王萍萍）

信朋友圈等新媒体渠道，加大宣传力度。辖区各

金融机构营业网点利用ＬＥＤ广告牌进行滚动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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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登年鉴（２０２０）

国际交通线永登站纪念馆
【概况】 中共中央国际交通线永登站纪念馆于
２０１８年１月正式成立（以下简称纪念馆），现有

编制４名。其中，一正一副２名领导职数，工作

人员２名，属县委直属事业单位。

【红色文化宣传】 红色文化是革命先辈用鲜血

留在这块土地的民族精神财富、革命精神遗产。
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纪
念馆通过传承革命精神，宣讲永登红色故事，让
广大党员干部了解永登红色历史，思想上受教
育，精神上受洗礼。２０１９年，编印《丝路重镇，
红色永登》宣传册１０００本，制作图文并茂的红色

文化流动展板２０块。把《大美永登，红色丰碑》
【党建工作】 ２０１９年，纪念馆全体党员与入党 编辑成课件作为专题讲座，将《国际交通站，红
积极分子共同学习党章党规、理论文献及上级党 色教科书》《古道永登，红色记忆》等图书作为
委文件精神。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和省市县决策 宣讲课题，向全县党员干部进行巡回宣讲。参加
部署，严明作风和纪律，从严纠正＂四风＂。制
定学习制度、强抓落实、突出＂主题活动日＂特
色。将红色文化教育宣传活动作为首要工作，时
刻让党员干部把学习红色文化、重温革命历史作
为警醒自己努力工作的标准。全面推进党支部标
准化建设，培养入党积极分子１名。

《永登人百姓讲堂》、红色文化轻骑兵专题讲座，

先后为１６家单位１０００余名党员干部宣讲永登历
史文化、红色文化。向贫困村广大党员干部、群
众宣讲党史和永登红色故事，赠送《丝路重镇，
红色永登》宣传册６００余本。在人民公园、烈士
陵园、红城镇等地举办红色文化展览，观众达

１０００余人次，发放红色文化宣传册页４００余份。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弘扬传
统文化，传承革命精神，讲好红色故事，凝聚奋
斗力量，自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以来，纪念馆先行一步，先做一步，在全面系

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

为甘肃省国家安全厅、青海省国家安全厅来永登
调查隐蔽战线革命人物，提供详细的资料。

【红色教育】 在建国七十周年来临之际，工作
人员参加社会采风、有奖征文等活动，征文活动

章党规和中央、省市县会议精神的基础上，开展
交流谈心、征求意见、调查研究、查找问题、剖

中祁重泰同志获得三等奖。在烈士纪念日参加烈

析根源、制定整改方案等切实有效地教育活动，

红色文化。参加机关工委组织的建国七十周年大
合唱比赛。协助有关单位做好七十周年成就展的
撰稿、设计等工作。配合兰州电视台拍摄《西北
孔道》专题纪录片四集。主要采访拍摄西路军斗

充分发挥主题教育主阵地作用，宣传党史、红军
史、永登红色故事。同时，纪念馆馆长作为第九

巡回指导组组长全程指导九个单位的主题教育开

士陵园敬献花篮仪式，举办红色文化展览，宣讲

展情况。

争故事、国际抗战大通道历史、永登人民支持抗
战等题材故事。１月、３月连续两次在中央电视台

【业务学习】 纪念馆工作是全新的工作，为提
高工作效率，重点加强干部的业务培训和学习。
从省市县党史部门及图书馆、档案馆借用大量相

九套播出，并作为红色文化教育培训资料在县内

关的文献资料、图书、音像视频进行学习。多次

媒体播放。积极组织并参加＂清明节＂＂５·１８＂
世界博物馆日＂６·８＂文化遗产日＂国防教育
日＂＂烈士纪念日＂等红色文化活动。参加县文

明实践服务中心的挂牌仪式，进行红色文化的展
色纪念馆，交流学习，增长知识，拓宽视野。收 览、红色文化宣传资料提供和志愿服务活动。参

邀请省市县党史部门进行业务指导。考察多家红
看红色纪录片、红色电影，培育情感，坚定责
任。按照宣传部门＂四力＂要求，着力提升工作

加张中卫、包朝贤烈士骨灰安葬仪式。清明节期

能力和水平。

近千人讲解永登红色历史和革命烈士事迹。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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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为烈士陵园扫墓、敬献花篮的党员干部、师生

党政和关
省市及周边县区红色纪念馆，加强馆际交流，联

中央电视台采访永登千层月饼，在中秋节中央电

合开展红色文化主题展览，宣传永登红色文化。
参加红古区兰州市纪念馆、博物馆以《保护革命

视台《生活圈》栏目播出。配合有关乡镇、村做
好乡镇史话、旅游宣传、地方史展馆建设工作。

文物，传承红色文化》为主题的＂文化遗产日＂

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旅游宣传等＂文化永登＂建

讲解员能力提升交流会。与党委、支部配合做好
党史、永登红色文化专题展览。

设工作。做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参与志愿者服
务，宣讲红色文化、历史文化、民俗文化，进行

革命精神和传统文化教育。
【红色网站】 创建红色网站，随时更新内容，
开展清明网上祭英烈活动。将永登红色文化网站
及全省各地红色纪念馆网站通过县上相关媒体公
布，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青少年、中小学生浏览

红色内容，接受红色教育。

【脱贫攻坚】 扎实做好扶贫工作，为民乐乡下
川村、安仁村解决５万元的文体器材，书写春联
１００余幅，赠送红色文化宣传册２０本，宣讲永登
革命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抽调干部驻上川镇苗
联村全面开展扶贫工作，对接做好６１户建档立卡

【宣传文章】 参加兰州市委宣传部、八路军办

户的脱贫工作，完成所有资料的规范填报，协助

事处关于兰州红色文化调研的专题会议，提供丰
富的红色文化资料，并向上级单位反映永登红色

做好环境整治、厕所革命、贫困儿童救助、防止

文化传承的意见建议。撰写《古道永登，红色记
忆》《五谷永登，农耕记忆》《国际交通站，红色

文化展，扶贫扶志。

秸秆焚烧等具体工作，撰写乡村振兴方案和村史

教科书》《西路忠魂，永登壮歌》《解放永登，挺 领导名录
进西北》《永登英烈，忠魂长存》等多篇永登红
色文化文章发表在各类刊物，并为县上多家单
位、学校提供参考，编入相关书籍和乡土教材
中。采访调查永登籍及曾在永战斗、工作过的革
命人物后代，搜集革命文物，撰写人物传记，传
承革命精神和红色基因。调查革命文物、遗址，

建立档案，争取征集、保护经费。

馆 长 魏周堂
长 祁重泰
副 馆 长

（祁重泰）

》中共永登县纪律检查委员会
永登县监察委员会
９×９Ｑ．９０ｘＹｘ？ｙ９

【爱国教育活动】 用好革命文化资源优势，拓 【举报受理】 开展＂信访举报宣传周＂活动，
展宣传内涵，增强红色教育的时代感、吸引力和
感召力，以《丝路重镇，永登记忆》展览为主
题，开展党员干部、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革命

文化传承活动。做好其他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资
料整理、讲解及遗址保护工作。起草《永登县红
色旅游方案》，让红色文化与自然景观、人文景
点巧妙融合，通过旅游，传承红色文化，丰富旅

游内容。
【＂文化永登＂建设】 认真研究永登历史文化、

民俗文化、生态文化，撰写文学作品。配合县文

联开展文学创作，编辑《永登文化遗产》。配合

引导群众依纪依法合理反映诉求。在办公大楼一
楼临街独立设立信访接待室，做到办公区域与来

访接待场所完全分离。２０１９年，全县纪检监察机
关受理信访举报２２９ 件，同比下降 １０．３？？其
中，本委受理１０４件，省市转办１２２件，业务外３

件，办结９５件，办结率４１．２？？
【问题线索处置】 受理问题线索 ６３６件（其
中∶２０１９年受理５０３件，接转２０１８年问题线索６７
件，监察体制改革后检察机关移送６６件）；处置
问题线索３４８件，同比增长７５．８？？？案１４７件，
同比增长７２．９？？？案１２１件，同比增长７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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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登年鉴（２０２０）
结案率７２．１？？？予党纪政务处分１３７人，同比
增长 ５９．３？？？织处理 １８７人次，同比增长

２０１．６？？？送司法机关审查起诉９件，同比增长
２００？？全县１６个乡镇纪委处置问题线索５３件，
初核了结 １６件，立案３７件，给予党纪处分４１

务处分３人，组织处理４人。开展党员和公职人

员远离赌博拒绝酒驾警示教育活动２次，不断增
强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和法纪观念，受理党

员和公职人员酒驾醉驾违纪违法问题由上半年的
３２件降为下半年的２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１

人，组织处理１０人次，乡镇纪委全部实现办案 人，警示教育效果明显。

＂零突破＂。
【党的建设】 牢牢把握＂十二字＂总要求，紧
盯＂五个具体目标＂，贯穿＂四项重点措施＂，认
真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结合
纪检监察工作实际，开展调研活动１８次，召开班

【惩治腐败】 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用最
坚决的态度减少腐败存量，用最果断的措施遏制
腐败增量。全年，受理问题线索６３６件（其中∶

２０１９年受理５０３件，接转２０１８年受理６７件，监
察体制改革后检察机关移送６６件）；处置问题线索

子成员调研成果交流会１次，形成调研报告９

３４８件，增长７５．８？？？案１４７件，增长７２．９％；

篇。领导班子征求意见建议７１条，梳理问题清单
２２条，制定整改方案，落实整改。加强机关党建
阵地建设，建成标准化党员活动室，定期开展
＂三会一课＂、民主评议党员和主题党日等组织

给予党纪政务处分１３７人，增长５９．３？？？织处

生活。

理１８７人次，增长２０１．６？？？送司法机关审查起

诉９件，增长２００？？？缴涉案资金４１．２万元，增
长 ２４０？？全县１６个乡镇纪委处置问题线索５３
件，增长２６．２？？立案３７件，增长１５．６？？给予

【脱贫攻坚】 开展＂助孤济困＂帮扶活动，为 党纪处分４１人，增长４６．４？？组织处理１０人次，
民乐乡孤儿满自珍协调落实孤儿救助政策，从生 乡镇纪委全部实现办案＂零突破＂。
活、学习、思想上给予慰问、帮助和关怀。组织
干部深入帮扶村开展脱贫攻坚帮扶活动，为红城 【专项整治】 扎实推进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
镇下河村帮扶资金２万元。

专项整治，全年查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

题３０件４３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４０人，组织处
【日常监督】 加强对党员和公职人员的日常监

督管理，为全县９９９名科级领导干部建立廉政档
案；开展廉政审查５２１９人次，集体廉政谈话９２
人次，任前廉政法规知识考试６批９８人；运用
＂四种形态＂处理干部５７２人次，其中，第一种形
态处理４２９人次，占７５？？？办以＂清风廉韵、
永葆初心＂为主题的党风廉政文艺演出和廉政文

理３人，通报典型问题３起３人。深入推进扶贫领
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受理问题线索１０９
件，立案２７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３０人，组织

处理３人。启动＂一卡通＂管理问题专项治理，

督促６８人主动说清问题，上缴返还资金８．９３万

化进乡镇活动，寓廉于景、寓纪于案，教育引导

元。深挖彻查涉黑涉恶腐败问题和＂保护伞＂，
受理问题线索１３２件，立案２４件，给予党纪政务
处分１２人，批评教育１人。对查处的３起涉黑

广大党员干部强化廉洁自律意识，筑牢拒腐防变

＂保护伞＂及＂村霸＂典型案例在全县进行通报。

的思想防线。
【巡察督察】 组织开展十四届县委第三轮巡
【作风建设】深入开展作风建设年活动，查处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四风＂问题４起１７

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６人，组织处理１１人次，
通报曝光３起５人。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受理问题线索２５件，立案３件，给予党纪政

·９６·

察，完成对５个乡镇、１０个单位党组织巡察，发
现问题线索２５２条，向被巡察单位反馈问题２４２
条，移交问题线索１０条。启动县委第四轮巡察，
成立６个巡察组，对４个乡镇、１４个单位党组织

开展巡察。成立１个督导整改组，对县委第一轮

党政和关
巡察和市委第六轮巡察反馈的２３５条问题整改落

副书记 赵永生 兼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实情况进行核查，并督促整改，对县委第二轮巡

李永平 兼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察的８个单位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督促检查。第四
轮巡察完成后，全县乡镇和一级部门单位巡察覆

盖面将达到７３．９？？

常 委 张兆礼 兼监察委员会常委
任善功 兼监察委员会常委
马名辉 兼监察委员会常委

秦云岩 兼监察委员会常委

【问题整改】中央扶贫领域专项巡视反馈的５ 委 员
个方面的问题全部整改完成，交办的９件问题线
索，立案２件，给予党纪处分８人，组织处理５
人。省委第一巡视组巡视反馈意见涉及本委４大

类１４条全部整改到位。移交的１４２件问题线索全

苏怀斌

郁明山

（任志海）

泳登县人大常委会

部查结。立案２５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１９人
次，双重处分４人，组织处理２７人次，移送司法 【常委会会议】 ２０１９年，组织召开常委会会议
机关１人。市委第六、第七巡视组交办问题线索 共８次，听取审议＂一府两院＂工作报告２４项，
２８件，立案审查６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１１人， 作出决议决定１６项。

组织处理９人次。
【政治站位】 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防控措施】 健全完善人防、物防、技防、制
防措施，新建＂同志式＂谈话室２间，普通谈话
室２间，询问室、讯问室（带卫生间）、监控室、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增强

间，实行全程监控和录音录像，全面提升风险防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话和指示精

范和安全保障能力。规范使用各类调查措施２２２

神，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筑牢政治基础，

次，其中∶谈话８２６次、讯问８７次、询问７６１

增强政治自觉，坚定制度自信，始终在思想上、

次、查询４５次、调取４８９次、扣押１２次、鉴定１

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次，留置１人次。

保持高度一致，始终保持人大机关的政治本色。

【提升素质】 选派干部参加上级调训１０人，举
办综合业务培训班，培训纪检监察干部１１８人

【工作风向标】 在谋划和推动人大工作中，坚

次，组织集中培训１７次，＂以干代训＂８０人次。

路、找方法，从县委决策部署中定方位、定坐
标，自觉服从县委工作大局抓推进、抓落实，确
保人大工作始终与党委同心同向。严格执行请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学习好、宣传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
案情分析室、医疗室、登记室、公共卫生间各１ 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思想，深入

组织干部参加纪检监察法规应知应会知识考试３
次。在市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中聘
请９名特约监察员，加强对纪检监察机关行使公
权力的监督。坚持刀刃向内，严防＂灯下黑＂，
受理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５件，立案２件，给

持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找思

报告制度，主动向县委报告重大事项、重要会

议、重点工作及重大问题。紧扣县委部署、政府
推动、群众关切、人大可为的事项，依法实施正

予党纪政务处分２人，并组织处理１人。

确监督、有效监督，推动脱贫攻坚、产业项目、
乡村振兴、生态文明、民生事业等领域工作落实

领导名录

见效。持续推动精准脱贫工作，常委会班子成员

书 记 杨 东 兼监察委员会主任（２月免）

主动落实包抓责任，督促做好贫困退出验收等各
项工作；认真完成＂千企万商＂大走访、软弱涣

李长青 兼监察委员会主任（２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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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党组织整治、主题教育巡回督导等重点工作，
确保县委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人事任免】 坚持党管干部和人大依法任免有
机统一，积极探索任前审查和任后监督新路径。
严格执行人事任免程序，认真落实任前初审、法
律知识考试、供职承诺、会议表决、颁发任命
书、向宪法宣誓等制度。２０１９年，根据党委提名

【振兴乡村】 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推进
培育农业特色产业上持续发力，专题调研全县农
业重点产业发展情况，听取和审议相关工作报
告，提出科学编制农业发展规划、完善农业基础
设施建设、扶持龙头经营主体、加强农业品牌化
建设等意见建议。围绕促进乡村旅游发展，在深

入调研、广泛座谈的基础上，听取和审议全县乡

村旅游发展情况的报告，建议县政府及相关部门
和＂一府一委两院＂提请，组织任前法律知识考 大力开发乡村旅游资源，做足做活生态观光农
试１４人次，依法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１５３人 业、田园综合体、主题旅游小镇等产业，为永登
次，从组织上保障县级国家机关职能作用的发 县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围绕落实耕地保护制
挥。通过开展视察调研、执法检查等形式，监督
和支持＂一府一委两院＂被任命国家机关工作人

度，对全县＂大棚房＂问题清理整治工作进行专

员依法履职、勤政为民。

的意见建议，要求相关部门规范设施农业用地监

题视察，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提出针对性

管，坚守耕地保护红线，遏制农地非农化。
【财政审查评估】 常委会对财政预决算、经济
指标和预算调整等重大事项，依法作出决议决
定。听取和审议县政府关于２０１９年财政预算、
２０１８年县级财政决算的报告，作出批准决定。加
强对财政预算、决算的审查，批准２０１９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主要经济指标调整、２０１９年县

【生态保护】 常委会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始终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的要求，推动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大
生态环保监督力度，专题视察全县生态环保工
作，深入检查《环境保护法》执行情况，实地察

看企业环保设施运行、环保措施落实等情况，听
算编制的合理性和执行的严肃性。听取和审议县 取和审议相关工作报告，支持县政府深入贯彻落
政府＂十三五＂规划纲要实施中期评估情况的报 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
级财政收支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增强计划、预

告，客观分析规划实施三年多来的成绩和问题，
建议县政府以中期评估为契机，继续优化产业结

构，狠抓重点项目建设，确保既定目标任务顺利

设，着力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努力实现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县创建目标。首次听取县政府年度
环境状况与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督促

实现。将计划和财政预算执行的监督作为促进经
济平稳健康运行的重要抓手，按照事前深入调

落实环境保护制度，以实际行动保护永登的碧水
蓝天，促进美丽生态与经济发展同向同行。

研、事中认真审议、事后跟踪监督的工作机制，
听取和审议２０１９年上半年计划、预算执行和财政 【宪法宣传】 认真履行人大在宪法实施中重要
审计相关报告，强化对计划、预算执行和财政审 职责，加强宪法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持续坚持
计的监督，全力推动＂六稳＂工作，支持县政府 会前学习宪法法律制度，将宪法原则落实到行权
努力完成全年预期目标。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

履职全过程。严格落实宪法宣誓制度，坚持人大
常委会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向宪法宣誓，更

调研永登县民营企业发展情况，听取和审议相关 好体现宪法尊严、彰显宪法权威。深入开展宪法
工作报告，建议县政府全面落实各项政策措施， ＂八进＂活动，制定出台《关于开展学习宣传和
破解融资难题，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全县民营企

贯彻实施宪法联系点活动的实施方案》，确立县

业健康发展。

司法局、红城镇等４个宪法联系点，强化宪法学

习和培训，使宪法精神深入人心，得到人民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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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机天
诚信仰和拥护。认真举办国家宪法日座谈会，交 高学法、用法、守法、护法的意识和水平。

流宪法学习宣传经验，部署宪法贯彻实施工作，
推动全社会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

护宪法、运用宪法。

【民生改善】 县城供热改造工程事关打好大气

【依法行政】 持续助推依法行政工作，听取和

污染防治攻坚战、事关城市居民切身利益，群众
关切，县委重视，政府推动，人大关注。为确保
供热改造工程高质量完工，常委会将这一事项作

审议县政府关于２０１８年度依法行政工作情况的报

为年度重点调研议题，３月，组成调研组深入供

告。肯定县政府在法治政府建设方面的工作，支
持县政府及相关部门以推进机构职能优化、协同

热站、小区进行专题调研，对永登县城市供热情
况问诊把脉。针对供热改造资金投入多、工程量

高效为目标，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

大、时间紧迫的实际，常委会又组织调研组到集

效的机构职能体系，确保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法 中供热实施较早的永昌县考察取经，为永登县实
治政府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全面落到实处。加强 施供热改造建言献策。在县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
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依法对报备的７７件规
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备案，通过人大备案审查信息

次会议上，听取和审议县政府关于县城供热改造
情况的报告，支持县政府及相关部门科学选择供

平台，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备规范性文件１３件，切 热能源，优化县城供热布局，多渠道筹措资金，
实维护法制统一。聚焦＂执行难＂问题，听取和 切实保证如期供热。
审议县法院２０１７年以来执行工作情况的报告，督

聚焦人民群众卫生健康需求，继２０１８年对县

促县法院进一步凝聚高效执行合力，推进执行工

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工作开展监督后，常委会坚

作深入开展，促进司法公正，维护人民群众的切

持问题导向，对全县基层医疗卫生健康服务体系

身利益。聚焦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新职能，听取和 建设情况进行专题视察，提出加强基层医疗人才
审议县检察院２０１７年以来公益诉讼情况的报告，
支持检察机关把公益诉讼作为突破口，切实发挥

队伍建设、完善乡村医疗体系、推进医疗资源科

学配置和有效利用等审议意见，加快健康永登建

好公益诉讼＂监督利器＂作用。聚焦中央扫黑除 设步伐。高度关注县城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保护工
恶专项斗争重大决策部署，听取和审议县政府扫

作，对县城水源地一、二级保护区内的非法建设

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报告，建议公安机关持续发

点位整治情况进行专题视察，听取和审议相关工

挥扫黑除恶主力军作用，着力提高办案质量和效

作报告，支持县政府及相关部门开展水源地专项
整治行动，加大排查问题整治力度，水源地历史

率，彻底清除黑恶势力的威胁和滋扰，保障人民
安居乐业。聚焦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全年受理、

遗留问题得到有效整治。
协调督办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共２８件、８１人次，
将审议意见的办理落实作为抓实问效的突破
口，继续实施审议意见＂再报告＂工作机制。听
协办上级人大常委会转办的信访件３件。
取县政府对常委会２０１８年度重点审议意见办理落
【执法检查】 对《科技进步法》《环境保护
法》《饮用水源地保护法》等６部法律法规的贯彻

实情况的报告。县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将办理落实

执行情况的报告。配合省市人大常委会开展执法

完成，全面小康基础更加坚实；城区补充水源工

检查，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建议，督促整

程实现正常供水，县城居民喝上期盼已久的＂天

改落实，促进法律法规在永登县的正确实施。深

堂水＂；县城东西＂两山＂生态绿化面积逐年扩

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听取和审议县政府＂七五＂

大，城市周边的环境品质不断提升。将为民兴办

普法规划实施情况的专项报告，支持司法行政部门

实事的落实作为回应群众关切的抓手，对２０１９年
县政府承诺的１０件实事办理情况进行专题视察，

审议意见作为依法行政、回应群众关切的重要工
落实情况开展执法检查，听取和审议县政府贯彻 作来抓，取得明显成效。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

凝聚工作合力，注重普法实效，推动全社会不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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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促县政府加快实事办理进度，提高办理质量，

余次、研讨交流３０余次、专题辅导２２场，以学

确保民生实事惠及民生。

促做成效显著。深入调查研究，常委会机关确定
生态环保、＂三农＂工作、县乡人大规范化建设

【代表履职】 高度重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对

等调研课题８个，提出对策建议３７条，工作举措

县十八届人大三次会议期间，代表提出的３１件议

更接地气。深刻检视问题，常委会党组及党组成
员检视出问题共５９条，查改贯通，立行立改，履

案和３０件建议，认真分析研究，及时作出决定并

转交县政府办理。健全分类交办、重点督办、跟
踪问效机制，着力巩固提升代表建议办理成效。

职成效明显提升。

开展代表建议办理工作专题视察，听取县政府办 【党的建设】 全面落实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严
理代表建议情况的报告，督促县政府及相关部门
完善制度机制，创新办理方式，提高办理实效，

代表意见建议的办结率和满意率提升。
持续发力推进硬件提档升级、软件全面规范，

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落实意识形态工作
责任制，常委会的领导力、引领力、组织力持续
增强。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市县委作

风建设要求，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力戒形

不断加强和提升代表履职平台，丰富代表活动内 式主义、官僚主义，驰而不息转作风改作风。严
容，增强代表活动实效，为代表主动开展学习调
研、广泛听取民声民意、深入交流履职经验搭建平

格落实常委会党组理论中心组学习、常委会会议
学法律、学理论和机关日常学习制度，常委会组

台、提供条件。坚持＂建是基础、用是关键＂，县
乡人大以＂家＂为平台、以＂站＂为阵地，常态化

成人员和机关干部的政治素养、法律素养和工作

能力不断提升。

开展代表学习培训、向选民述职、联系和接待选民
等活动，深入推进视察调研、执法检查等履职实
践，＂家＂＂站＂成为代表学习交流的阵地、联系群

【乡镇人大工作】 巩固县乡人大规范化建设成
果，一以贯之抓制度、抓创新、抓管理、抓服

众的纽带、为民履职的平台、接受监督的窗口。落 务，议事程序、履职行权、机关管理等规范和制
实＂两联系＂制度，利用视察调研、执法检查等方 度全面落实。加强对乡镇人大工作的督促指导，

式和途径，加强与代表的联系，增强代表依法履职

乡镇人大工作在规范运行中持续推进。加强人大

水平，引导和组织代表主动履职，代表与群众之间

宣传工作，在各类新闻媒体编发通讯报道８０余

的联系更广泛、更密切。拓宽代表知情知政渠道，

篇，在全国部分县区人大工作交流会、省市庆祝
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４０周年座谈会、全市人大工
作理论研讨会等会议上，做经验介绍和交流发
言。加强与兄弟县区人大业务交流，提升永登县

坚持为代表征订人大报纸杂志，及时送阅审议意见
书，邀请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参与调研检查活

动，及时向代表通报重要工作和重大活动情况，代

表的知政权、知情权更有保障。丰富代表履职活 人大工作的影响力。
动，有效发挥代表的桥梁纽带、监督助推作用，动
员和组织代表创办创业实体、助推精准脱贫、投身
乡村振兴和环境保护、参与社会管理，全县各级人
大代表参与视察调研、执法检查１１４０余人次，提
出意见建议３２０余条，较好地践行＂我当代表为人

民＂的庄严承诺。
【理论学习】 深化学习教育，常委会党组成员
参加县委理论中心组学习、党组理论中心组学习
１５０余人次，常委会机关组织开展集中学习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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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向模范学习，做优秀党员＂的热潮，着力打造

忠诚、干净、担当的人大干部队伍。

【政治意识】 县人大办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

【作风建设】 按照年初常委会工作要点安排开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

务，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认真学习好、宣传好、贯彻落实好

展作风纪律建设工作，持续推进机关作风建设，
不断强化党员干部讲政治、守规矩的大局意识和
纪律意识。把作风建设和主题教育齐头并进抓，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通过读书班集中开展警示教育，扎实推进＂以案

重要思想，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学思践
悟、融会贯通，着力筑牢思想和政治基础。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话和指示精
神，认真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开展集中学习、交流

促改＂工作常态化。驰而不息纠＂四风＂，力戒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会风、文风持续优化。从
严从实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在机关上下形成

崇廉尚实、恪尽职守的良好风气。

研讨，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

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脱贫攻坚】 认真执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坚
持做到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重要事项，按规定向

【队伍建设】紧紧围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以筑牢党员思想根基为抓手，常
态化开展政治学习，通过周一例会定期学、重要

常委会党组请示报告，自觉把党的领导贯穿于工

节点专题学、党日活动经常学，强读强记、常学
常新，深刻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精髓。以干部轮流领学、集中讨论发言、
交流学习心得等多种形式，着力在学懂弄通做实

个不摘＂的要求，坚持结对帮扶责任不变，督促
确保人大干部积极完成入户帮扶工作，群众对帮

作各个方面。坚持把＂打赢脱贫攻坚战＂作为首

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脱贫攻坚工作。按照＂四

展庆祝建国七十周年系列活动，邀请常委会主要

扶工作满意度不断提高。持续推动脱贫攻坚工
作，深入协调和联系包抓的乡镇和贫困村，落实
协调责任，督促做好贫困退出验收等各项工作。
同时，服务常委会领导做好＂千企万商＂大走

领导专题授课，组织机关干部职工到会宁县红军

访、软弱涣散党组织整治、主题教育巡回督导等

上下功夫，确保主题教育取得明显成效。通过开

会师教育基地开展党性教育实地见学，通过＂请进 重点工作，确保县委和常委会党组的决策部署落

到实处。

基人附妻绘

【会议服务】 永登县人大办立足＂参与政务、
管理事务、搞好服务＂三项基本任务，不断加强

综合协调工作，２０１９年，参与筹备组织各种会议
达７３次，其中∶常委会主任会议１４次，党组会

议１９次，常委会会议８次，主题教育及其他会议

１０月２３日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保元德讲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课

来、走出去＂的方式引导干部重温党的光辉历程，

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思想根基。扎实开展向张富清
同志学习活动，重温入党初心、厘清使命责任，掀

３７次。先后起草撰写完成各类文稿材料累计达
４７６余篇，７７０余万字。对会议的筹备组织、会务
准备、文字起草和文字记录整理、服务工作做到
认真细致、周密安排。会后全力做好审议意见的
督促落实工作，保证常委会议各项审议意见的及
时落实，提高常委会的审议质量。协助和配合机

关各工委开展好工作，为会议服务工作创造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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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行使职权依据法。２０１９年，坚持为常委会
开展执法检查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先后组织部分
人大代表对《科技进步法》《环保法》《饮用水源
地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开展执法检查，使执法检

查工作达到解决问题、推进工作、服务发展的目
的，促进法律法规在全县的正确实施，推进依法

６月５日，县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主任会议

治县进程。组织部分人大代表对＂法、检＂两院
专项工作进行专项检查，根据常委会上委员的发
言，认真制作审议意见书并交办落实，提高司法
公信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件。全面总结县十八届常委会工作，编制印刷

《２０１７年度县人大常委会会议资料汇编（一）
（二）》、《２０１８年度县十八届人大常委会会议资
料汇编》、《２０１９年度县十八届人大常委会会议资
料汇编》，发挥好人大常委会各项职权打下坚实

基础。
【调研视察服务】 ２０１９年，县人大办参与并协
调组织２４次调查研究活动，相应撰写近３２篇调

查报告，为常委会审议相关议题、决定重大问题
及时提供比较准确的第一手资料和依据。在常委
会依法开展视察检查等重大工作中，对事前、事
中、事后的服务协调工作精心安排，认真办理，

大》《人大研究》《人民之声报》等报刊和法律、

全过程搞好服务，切实当好参谋助手，较好地完

法规读本，不定期向代表寄送常委会视察调研等

成相应的基础性工作，为县人大常委会提高工作
效率和质量做出积极努力。同时，严把视察调研
报告质量关，从语言文字、法律法规、政策要
求、提出问题是否切中要害、建议意见是否可行
等方面进行评估，从而提高报告质量。

文件材料，向人大代表通报＂一府一委两院＂工

【履职服务】 突出机关法律知识学习，坚持把

４月３０日，县人大机关召开全体党员大会，并重温誓词

【服务人大代表】 坚持为代表订阅《中国人

作和其他全县中心和重点工作，使代表及时了解
全县工作大局，开阔履职视野。围绕全县产业项
目、乡村振兴、深化改革、生态文明、民生事

业、脱贫攻坚等，组织市县乡人大代表参加各类
活动，充分发挥代表主体作用。积极落实＂两联
系＂制度，密切常委会组成人员与代表、代表与

全面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宪法摆在突出位置，组 群众之间的联系。充实代表活动内容，有效发挥
织机关全体干部在认真学习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 代表的桥梁纽带、监督助推作用，全县各级人大
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法律知识、认识和领会社会主 代表参与视察调研、执法检查１１４０余人次，提出
义法治理念的基础上，结合人大工作实际，认真 意见建议３２０余条。在各项活动中，代表们主动
学习《监察法》《组织法》《代表法》《选举法》 担当作为、积极建言献策、督促问题解决，为推
《预算法》《环境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切实 进中心工作提供人大智慧、贡献人大力量。落实
提高机关党员干部责任意识和纪律意识，做到视 常委会组成人员联系基层人大工作制度，通过邀
察调研先学法、执法检查必懂法、讨论研究不离 请乡镇人大主席列席常委会会议、适时召开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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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负责人联席会议制度等措施，及时指导和帮

相关实际问题，维护信访人合法权益。

助各乡镇人大健全完善工作制度，规范工作

程序。

【党的建设】 认真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

体要求，全面落实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以政治建
【人大助手工作】 准确把握新时期人大工作方
向，积极发挥人大常委会领导的决策＂外脑＂和

设为统领，着力加强人大机关党的建设。强化理

＂智囊＂作用，２０１９年初，结合全县经济社会发

法律，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自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展实际，通过认真梳理总结，找准人大工作与县
委、县政府中心工作的切入点和结合点，高标准

论武装，坚持每周一学习制度，坚持学理论、学

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严守党的政治
高起点制定年度工作要点和工作计划，保证人大 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
工作与党委同向、与政府同力、与人民同心。牢 活若干准则，主动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和党内政治
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对人大常委会的重要活

动和重要任务，实行统一安排，通过提前沟通，

相互协作，保障各项执法检查、监督视察的顺利
开展。注重与县委办、政府办、政协办和各乡
镇、县直各部门的联系沟通，及时通报重大活动

安排，掌握工作动态，并向常委会党组汇报，做
好工作调整，逐步形成＂勤联系，常交流、多协

商＂的工作机制。加强与各地人大的联系交流，
│认真做好省、市人大来永视察检查、市外县区人

大来永交流考察等工作，真正做到对内沟通协
调、对外宣传交流。

县六制不测轩
党支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党日活动

生活准则办事，带头落实党员领导干部双重组织
【宣传工作】 充分借助各种新闻媒体，拓展宣

生活会制度。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

传渠道，加大宣传力度，发挥人大宣传阵地的作

例（试行）》，推进落实＂三会一课＂制度，机
关干部党员意识、责任意识、宗旨意识明显增

用。对常委会开展的各项活动及时报道，及时对
常委会亮点工作和热点工作组织撰写稿件，２０１９
年，在各类媒体发表宣传反映永登县人大工作的
新闻作品８３篇，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地展现
永登人大工作的全貌，深化全社会对人大性质、
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坚持抓好离退休老干部的学
习，适时传达省市县委的有关文件和县人大常委
会的工作情况。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送学上门活动，及时向老干部们印发和订
阅各种学习资料，积极帮助老干部解决生活、学

习方面的困难和问题，并征求老干部对人大机关
工作的建议和意见，使老干部成为人大发展和对
外宣传的坚强堡垒。高度重视人大信访工作，
２０１９年，受理群众来信来访１２件次，协调常委

强。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各项工作责任。坚持每半

年向县委和常委会党组专题汇报意识形态工作，

并报备县委宣传部。班子成员在专题民主生活会
和年终述职报告中报告意识形态工作履职情况。
坚持团结稳定鼓劲，讲究舆论宣传艺术，提高舆

论引导效果，为全县人大系统发展大局提供强有
力的舆论支持。深入开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主题活动，不断深化县人大机关干部职工对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引导干部职工形成修

身律己、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礼让宽容的道德

风尚。

会依法转办、督办重点信访案件８件，督促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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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名录

县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出坚实的一步。紧盯国

主 任 王大立

副主任

甘德禄

除登县人民政府

家、省级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反馈问题，集中开展
＂３＋１＂冲刺清零专项行动，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甘德禄） ９９．８３？？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医保参保率１００？？
全县农村集中供水率９８？？水质达标率１００？？

【常务会议】 ２０１９年，县政府共召开常务会议

通村公路实现全覆盖。当年落实产业扶贫到户资
金３１２０多万元，累计认定扶贫车间３２个，稳定
公益性岗位２０３５个，＂消费扶贫＂助力农产品销

１１次，研究讨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事 售额达到２２７０余万元，农民增收渠道不断拓宽。
务。安排部署全县经济指标任务、精准扶贫精准 落实宝坻区帮扶资金３１００余万元，实施扶贫项目
脱贫及乡村振兴、全面从严治党、依法行政、为
民兴办实事、扫黑除恶、生态环境建设、政府自

３９ 个。持续强化帮扶力量，组织８１００余名干

身建设、重大项目引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信

１６０００余件。

访维稳、禁毒、教育、卫生与健康、安全生产及
应急管理等重点工作。审议《永登县居民散煤使
用及燃煤锅炉相关问题整改方案》；《关于下达
２０１９年省列第一批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计划的
请示》《关于下达２０１９年市列脱贫攻坚项目第一

部，与建档立卡户开展结对帮扶，帮办实事

【乡村振兴】 聚焦产业兴旺，壮大新型经营主
体，培育龙头企业 ７２家，创建示范合作社５６
家，通过＂公司＋基地＋农户＂等模式，带动农民

２万多人。聚焦生态宜居，扎实开展＂三大革

批资金计划的请示》《关于下达２０１９年天津市宝

命＂，改厕１６４６０座，改炕５５００个，改灶８００个，

坻区帮扶资金项目计划的请示》《关于招聘反恐
特警辅警的请示》《关于提请审议永登县残疾人

创建清洁村庄 １６０个，建立农村清洁队伍 ２１３

康复中心选址的请示》《关于建立残疾儿童康复

裕，持续推进＂三变＂改革，２．３万农户实现分

支，村庄清洁常态化机制初步形成。聚焦生活富

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永登县红城镇总体规划 红收益 １２２４万元，村级集体经济年收入５万元以
（２０１７—２０３５）》《永登县连城镇总体规划 上的村达到８９个。落实特色产业贷款１亿元，助
（２０１７—２０３５）》《２０１９年省列第二批、天津市宝

力农村产业发展。聚焦乡风文明，规范村规民

坻区第二批、县列财政专项扶贫资金、２０１８年易
地扶贫搬迁贴息资料清算剩余资金使用计划方

约，破除陈规陋习，健康向上的文明乡风更加

案》《永登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县政府部门第十
七批取消调整和承接行政审批事项目录的通

知》等。

浓厚。
【生态环境】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创建工
作有序推进，完成退耕还林补植补造１万亩，封

山育林５．４万亩，人工造林１０００亩，祁连山重点

【脱贫攻坚】 把脱贫攻坚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 区域造林１．３４万亩，经济林建设６０００亩，义务植
第一民生工程，围绕＂两不愁、三保障＂目标，
按照＂六个精准＂＂五个一批＂要求，尽锐出

战，精准施策，全力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自

２０１３年以来，累计投入资金１７．５亿元，其中，县

树１００万株。绿化东西两山６７５０亩，栽植苗木５８
万株。拓展生态发展空间，实施美丽乡村绿化工
程３个，绿化龙中公路３公里、两河沿岸５４５亩。

级财政投入７亿元，全县１０２个贫困村全部退

龙泉寺镇河西村被认定为国家森林乡村。严格落
实扬尘管控等措施，整治＂散乱污＂企业７０家，

出，２２７６８ 户７９４２６人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由

淘汰燃煤锅炉３５台，全年空气优良天数达到３４８

２０１３年底的１６．１７？？降至０．０８？？２０１９年４月，

天，空气质量位居全市前列。全面落实河湖长

省政府批准永登县退出贫困县序列，标志着永登

制，扎实推进县城水源地环境整治，清理整顿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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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违法经营单位２５９家，县城饮用水水源地和两

效，全年接待游客５９８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

河４个断面水质１００？？标。重点行业用地土壤污
染状况调查全面展开，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工作

入４５．９亿元。

有序推进。全域无垃圾专项治理、农村人居环境

上企业１７家，培育电子商务骨干企业 １０家，创
建示范性网店４５家，全县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

综合整治深入开展，清除航拍垃圾点位２６００处、
垃圾１７万吨，拆除乱搭乱建、废弃棚舍１５００余
处，整治河道２００余公里，清理沟渠 １６００余公
里。建成农村无害化垃圾填埋场２个、焚烧站２

提升改造村级供销综合服务社１７个。新增限

１．４亿元。现代服务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
擎。严格落实投资项目清单管理和领导干部包抓
责任制，聚焦十大生态产业，谋划生态产业项目

座，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稳步提高。

１０５个，实施循环农业、文化旅游、通道物流等
九大工程，实现生态产业增加值３９．９１亿元，占

【经济发展】 持续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做大做强十大特色产业，玫瑰＂独一份＂，
高原夏菜＂优中优＂，和尚头、七山羊＂特中
特＂，中药材、马铃薯＂好中优＂等产业集群优
势凸显。全年粮食产量达到１３．５万吨，畜禽养殖
量达到２７３万头（只）。认证无公害农产品９个、
绿色产品２个，实施农产品加工项目５个，＂山里

全县ＧＤＰ比重３５．６？？全年争取中央省市预算内

道等国家重点项目建设，全面完成征拆任务。坚

红＂有机蔬菜直供香港，＂苦水玫瑰＂入选中国

约资金１１２亿元。

农业品牌目录，苦水镇获评全国＂一村一品＂示
范村镇。完成农民科技培训１５００人次，创建市级

【城乡建设】 修编完成《永登县城市总体规

农业科技示范园区３家，＂三农＂信息平台加快建

划》。永窑路庄浪河大桥建成通车，西城区幸福

设，智慧农业迈出新步伐。围绕培育绿色产业

大道开工建设。改造胜利街、团结街等主干道１１

链，利用绿色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祁连山骨料

公里，地下供排水管网３．１公里。城区建筑垃圾
填埋场，青龙山、人民公园基础设施提升等一批

生产线、西铁余热发电、红狮固废综合利用等一

批绿色环保项目建成投产。
围绕节能环保、清洁能源、新型建材等生态
产业，引进金路交通设施制造安装、鑫鑫源钢结
构研发生产等新型工业项目１５个，为工业经济发

展注入新动能。
认真落实服务企业＂四个机制＂，细化＂一
企一策＂，全面落实中小企业减税降费政策，清

资金７６５８万元、债券资金 １６６３７万元。配合中兰

客专、景中高速、Ｇ３４１线永登段和航空煤油管
持精准招商，全年执行招商引资项目４５个，总投
资１６７．４亿元，开工项目４２个，新增落实到位资
金７５亿元。第２５届兰洽会共签约项目３５项，签

市政工程全面竣工，完成祁连山水泥等３家国有
企业职工家属院维修改造工程。实施城市园林绿

化工程，栽植树木３万余株，新增绿地２万余平
方米，城市绿化覆盖率达到２５？？投资近 １．５亿
元，全面完成城区清洁能源供热改造一期工程、
城乡供水补充水源工程。扎实开展＂精致兰州＂

三年专项行动，购置自动清扫车４辆、雾炮车１

欠中小企业账款７７２６万元，工业生产降幅快速收 辆，城区主干道保洁作业机械化，背街小巷清扫
窄。新增规上企业３家，累计达到３３家，完成工 网格化，生活垃圾、餐厨垃圾实现集中回收，县
业增加值２６．１６亿元。持续推进以幸福农庄、树
屏小镇、开心农场、田园牧歌等为引领的田园综

城环境持续改善。全面落实＂门前三包＂责任

制，依法整治占道经营２５００余户，拆除违规户外

合体扩容增项，创建旅游示范镇１个、旅游专业 广告１８０多块。优化道路交通信号、标志标线设
村３个，新增农家乐７０家，改建新建旅游厕所２０ 置，运用非现场执法手段，整顿车辆乱停乱放，
座。实施红城感恩寺保护修缮项目。成功举办兰

州玫瑰节等重要节会，积极开发灯艺展演、冰雪

提升城市智能化管理水平。以特色小镇建设为抓
手，建成苦水街文化广场和非遗展演中心，敷设

娱乐等一批冬春季旅游项目，全季旅游初见成 武胜驿美食一条街雨污管网２公里、硬化地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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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００平方米。红城、河桥、大同生活垃圾场完成

命＂主题教育，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年度建设任务。实施美丽乡村４个，完成城乡融

＂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折不扣
落实中央大政方针。全面落实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持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严格执行中央八项
规定及实施细则，坚定不移纠正＂四风＂，查处
侵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１４件。严格执行＂三重
一大＂报告制度，坚持政府党组集中学习和常务
会学法制度，认真落实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

合环境整治项目１１个。红城镇被列为中国历史文
化名镇，苦水镇被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
乡，苦水街村被评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龙泉寺

镇入选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镇，龙泉寺村被评为
甘肃省农村社区建设示范村。
【社会事业】 完成龙岗小学、连铝学校等改薄
和能力提升项目１３个，永登九中基本建成，西城
区小学和幼儿园加快建设。县妇女儿童医院、七
山乡卫生院建成使用，县医院综合楼开工建设，
远程医疗会诊系统全面建成，ＤＲ、彩超和健康

一体机配备实现乡村全覆盖。提升村级健身场地
５０个，开展文化下乡百村行等活动２７０多场次。
永登＂千层月饼＂＂红市花灯＂走进央视，饱含

查、专家论证等法定程序，政府决策更加科学、
民主、规范。重新审核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全面
完成行政执法换证工作。自觉接受人大法律监
督、政协民主监督和审计监督，办理人大代表建
议６１件、政协委员提案６７件。

【民生保障】实现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 ３３８２

【营商环境】 政府部门机构改革全面完成。深
化＂放管服＂改革，认领编制事项４９７项，积极
推进＂一网通办＂，开通在线办理４５８项，网上可
办率达到９２？？营业执照实现全程电子化登记和
３个工作日办结，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实现一家牵
头、并联审批、限时办结。积极开展＂四察四

人，劳务输转８．８万人，创劳务收入２０．８亿元。

治＂＂基层减负年＂专项活动，全县性会议、文

城乡低保标准提高８？？发放各类困难群众补助１
亿余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参保率分
别达到９６？９８．６？？发放养老金１．１８亿元，支

件同比分别减少３２？３９？？

丰收喜悦，延续代代乡愁。成功举办庆祝建国７０

周年系列活动。

付医保金 ３．０７亿元。＂幸福兰州 ·为老驿站＂居

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平台启动使用，建成城市
社区日间照料中心１个、农村互助老人幸福院５

个，县福利院基础设施改造全面完成。
【社会大局】 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
制，＂七五＂普法扎实有效。强化食品全链条、

药品全过程监管，群众饮食用药安全得到有效保
障。加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治理，深化重
点行业领域专项整治，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和应

领导名录
县长 杨 平

副 县 长 罗宏才（８月免）

李文卿

李 琦
马鹤林
徐生田

王伟

刘立善（１ 月任）

王 剑（３月任）

贾 锐（８月任）

急救援工作被评定为全市优秀等次。严厉打击各
类违法犯罪活动，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和禁毒人民
战争深入推进。全省双拥模范县创建实现＂九连

冠＂。
【自身建设】 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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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办公室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自第二批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永

党政和关
登县政府办公室领导班子坚持＂守初心、担使
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围绕理论学习
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
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的目标，认真开
展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等
重点工作，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到了既分工又协作；不断增强全体人员团结协作
意识，做到真诚相处、相互补台、和谐共事。以
团体活动凝聚干部向心力。组织开展办公室知识

竞赛、爬山比赛等活动，凝聚和提高领导干部间
的向心力、号召力和战斗力。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

【党的建设】 深刻领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
持高度一致，扎实有序推进主题教育稳步开展。
全办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习近平关于＂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刚要》、党章党规、
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

神，建立全体党员会议、党支部会议、民主生活

会定期召开制度，明确会议的召集人、会议内容

等事项，使党建工作规范化。组织党员干部充分
利用党团活动日开展形式多样的方式进行交流学
习，在＂七一＂建党节组织全体党员领导干部向
永登县烈士陵园敬献花篮等党建活动，党组织的

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得到充分
题教育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
习、在内蒙古考察并指导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时的重要讲话及视察甘肃时的重
要精神等内容。党组书记讲党课１次，召开专题

发挥。

【机构改革】 自２０１８年机构改革开展以来，永

登县政府办领导班子第一时间认真学习关于中

民主生活会１次，党员领导干部在读书班上进行 央、省、市和县上有关机构改革的文件和会议精
集中交流研讨５次，提交书面心得体会２０余篇。

神，深刻领会机构改革的深远意义，坚决拥护党

深入调查研究，形成高质量调研报告５篇；通过

中央的决策部署，严格按照《永登县机构改革方

发放征求意见表、设置征求意见箱、召开征求意
见座谈会等方式征求服务对象、基层单位、党员
群众在思想、工作、作风建设等方面的意见建议

案》开展工作。２０１９年３月底前，办公室下设的
县应急办、法制办、金融办和督查室的职责和人
员全部划转、合并、撤销和安排完毕，办公室机

１９条。深刻检视剖析，县政府办党组检视问题３

构涉改内容顺利完成。

条，党组成员问题２４条。高度重视８个专项整治
工作，对照８个专项整治清单，共梳理出１１个存

【综合服务】 牢固树立大局观念，充分发挥办

在的问题，并全部整改。

公室参谋助手作用，紧密围绕县政府中心工作的

重点、难点和切入点，积极加强工作谋划和联系
【队伍建设】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规范
＂三重一大＂决策内容、程序，促进了办公室领
导班子民主、规范、科学决策。２０１９年累计召开
办公室党组会议、主任办公会议１０余次，研究人
事任免２次，向上级党组织推荐并提拔使用优秀

年轻干部１人。努力提升领导干部综合素质。建

沟通，在重大项目、重要平台、重大活动等方面

发挥较强的沟通协调和应变处置能力。围绕事关

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民生问题和社会
热点问题，紧扣领导决策需求，积极组织开展调
查研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总结
经验，不断调高调研工作水平，为领导决策提供

立办公室全体人员周一例会集中学习制度，突出 有价值、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决策参考，
加强对法律法规、领导讲话精神和上级新出台的 确保政府决策和部署更具针对性和指导性。坚持
方针、政策的学习和领会，对日常工作中好的做
法的总结和提炼，不断提高干部的理论修养和服

＂热情、周到、文明、节俭＂接待原则，重大活
动协调服务有力有序，井井有条，无差错，圆满

务水平。积极加强班子成员之间的沟通协调，做 完成脱贫验收第三方考核、中央环保督查、国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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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领导同志调研和省、市领导到永登县指导检查

性会议原则上每年只召开１次；对省市级以视频

及客商考察、洽谈等接待活动２０余次。认真组
织、配合相关会议和节会的召开、举办工作。

形式召开至县区、乡镇一级的会议除有明确要求

２０１９年，共组织召开县政府常务会议１６次，县

性会议１７次，较２０１８年同期（２５次）减少３２？？

外，不再重复召开会议。２０１９年县政府召开全县

政府党组会议２４次，县政府理论中心组９次。配
合相关部门成功举办第十二届中国玫瑰之乡·兰
州玫瑰节和永登县第二届农民丰收节活动暨乡村

【政务信息】 永登县政府办紧紧围绕政府中心
工作，全面客观、准确及时地反映全县经济社会

旅游节等节会活动。

发展的新成果、新情况和新问题，创造性地开展

【脱贫攻坚】 ２０１９年，永登县通过省上验收退
出贫困县，全县脱贫攻坚工作取得决定性的胜
利，政府办公室帮扶的柳树镇红砂川村在顺利脱
贫的基础上，继续围绕＂两不愁、三保障＂工作

要求，定期研究部署节点工作任务，宣传落实中
央省市县的帮扶政策，不定期组织干部到村进行
走访入户，随时掌握动态情况，及时更新一户一
策表，不断巩固脱贫成果。针对还未脱贫的帮扶

户，根据入户掌握的基本情况和实际困难，帮扶
干部为贫困户量身打造帮扶计划，确保帮扶不走
过场，不说空话，做到有目标，有责任，有成
效。同时，选派一名干部到通远镇晓岭村任第一
书记，认真落实精准扶贫各项政策，巩固脱贫成
果。为通远镇晓林村和柳树镇红砂川村争取人饮
工程、道路建设等项目３个，累计帮扶资金５０余

万元。
【精文减会】 永登县政府办严格落实中央和
省、市关于＂基层减负年＂重大部署，高度聚焦
基层干部的＂累点＂＂痛点＂，着力解决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精文方面∶凡是国家法

律法规以及上级文件作出明确规定、现行文件仍
然适用的一律不再重复发文；凡是可以部门单独
或者联合名义发文的，不以县政府或县政府办发
文；凡是可以用函件等形式下发的，不印发正式

信息工作。不断提高信息质量，坚持在＂快＂、
＂新＂、＂实＂、＂准＂、＂深＂上下功夫，认真把握
县委、县政府每个时期的工作重点，认真分析挖
掘，有选择地采编、报送能反映全局工作和高质

量的政务信息。不断拓宽信息收集渠道，坚持创
新思路，广辟信息渠道，切实加强与部门、乡镇
之间的沟通联系，建立政务信息互动常态化。充
分利用政府网站、领导信箱等渠道，及时收集、
办理网络留言，切实解决网民关注的问题，汇集
有价值的意见建议，通过多渠道收集高质量的信
息，及时反映各个时期的工作进展情况。不断完
善信息制度，严格落实《信息报送制度》，每人
每月报送不少于４篇的硬性规定，促使报送人员

形成了＂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充分调
动了办公室文秘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使
信息工作步入了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轨道。
２０１９年，向市政府报送信息５７０余条，累计采用

１７条。

【＂放管服＂改革】 将＂放管服＂改革作为深化
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的＂牛鼻子＂，加
大放权力度，提高审批效能，让＂放＂的效果持

续显现、＂管＂的制度不断健全、＂服＂的体系逐
步完善。承接省市下放取消审批事项１７批次２０４
项，全部承接调整到位。梳理最多跑一次事项
２９２项，占全县总事项的６０？？？少材料事项３０６
文件。２０１９年，县政府印发文件共１０３件，较 项，减少率６３？？？频事项４６项，不见面审批事
２０１８年同期（１６９件）减少３９．０５？？？政府办印 项１５项，共公布＂四办四清单＂事项４０１项。先
发文件共１００件，较２０１８年同期（２０６件）下降 后实施＂三证合一＂、＂五证合一＂、＂多证合
５１．５？？减会方面，对可开可不开的会议不予安 一＂、＂证照分离＂、无纸全程电子化登记等一系
排；对内容相近、时间靠近、参会人员基本相同 列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积极落实甘肃省支持民营
的会议合并套开或接续召开；各部门召开的全县 经济发展的＂２８条＂措施，努力营造良好营商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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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积极推进政务服务＂三集中、三到位＂工 【工作制度】 建立一套科学的工作制度和管理

作，县政务大厅进驻部门单位１６家，认领编制政
务服务事项４９７项，进驻大厅共４８６项，进驻率

９７．９７？？一窗综合受理事项达３１９项，一窗受理

程序，使办公室工作运转灵活，做到紧张有序，
忙而不乱。２０１９年３月，政府办本着改革、创新
的精神，围绕强化＂三服务＂工作，提高工作效

率达９９．６９？？在政务服务网永登子站新版公布政

率，对办公室已经形成和尚未制定的工作制度进

务服务事项４９７项，开通在线办理４５８项，在线
办理率９２．１５？？发布电子证照目录６８条，证照录
入４５１７条，商事登记全程电子化居全市第一。扎实
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机制，全县２１个部门
建立健全了＂双随机一公开＂＂四库＂信息，实施
＂双随机、一公开＂抽查３０批次，公示率１００？？

重新行修订、完善和补充，共修改完善和制定办

【督查督办】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领导和群
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按照＂全办齐抓、协

【后勤服务】 牢固树立政府事务工作无小事意
识，完善服务制度、落实具体责任、细化服务环
节，狠抓后勤服务质量。对办公室一、二楼的３７
间房间利用双休日和五一节假日时间重新进行粉
刷，并加装一次窗户，提高保暖效果，改善办公
环境。强化车辆及驾驶员管理工作，严格落实车

力推进＂的工作机制，积极开展督查督办工作。
突出重点开展督查。通过查阅资料、现场查看、

定期或不定期督查等方式，２０１９年，承办县委县
政府安排任务，大气污染防治、城乡环境综合整
治、中央环保信访转办件办理、为民兴办事实等

各项督查任务等督查督办任务共８０余次。认真开

公室集中学习、议事决策、办公服务、信息报
送、政务值班、督查督办、财务管理、请销假等
１６个制度，初步建立一套比较科学的工作运行机
制，使办公室的整体工作有明显的改观，有效保

障办公室各项工作的顺利有序开展。

辆维修保养、驾驶员安全教育制度，确保全年车
辆出行未发生任何交通安全事故等违法行为。

展建议提案专项督办。按照＂事前会商、事中联

办、事后跟踪＂的办理要求，主动邀请人大、政 领导名录
协领导和代表、委员实地视察议案、建议、提案 主任 郑大国（２月免）
办理情况，及时督查办理质量，研究解决困难问
吴学元（２月任）
题。全年答复县人大代表意见建议共６１件，县政 副 主 任 张长芳（３月免）
协委员提案６７件，办复率达１００？？

【信访维稳】 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的统
一，不断强化责任落实。主动适应新要求和新常
态，牢固树立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不断推进信
访工作的有效落实。严格落实办公室信访接待制

徐玉才
叶 云
赵万军

（赵万军）

》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度，明确信访接待任务，落实信访接待责任，确
保信访突出问题的有效化解，切实维护群众合法
权益。对重大信访事项、集体上访在协调化解到
位的同时第一时间汇报县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
导，及时掌握和研判信息，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当好参谋助手。２０１９年，接待信访群众 ８０余

【概况】 永登县委县政府机关行政事务管理科

次，办理网民留言２５２件，信访接待和办理效率

单位，为永登县委县政府机关行政事务管理部

及信访群众满意度得到提高。

门。核定编制１５人，领导职数２人，一正一副。

成立于１９９３年５月１０日（以下简称中心），隶属
于永登县政府办公室。２０１６年１０月，更名为永
登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为县政府直属事业单

位。科级建制，机构性质为参照公务员管理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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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建设】加强管理，规范工作行为，改进

象有效避免，办公、生活用水管理逐步规范，用

工作作风，提高工作质量和办事效率，县机关事
务中心制定完善《会议制度》《学习制度》《工作

水浪费现象大幅减少。有效落实车辆节能措施，

人员管理制度》等１６项工作管理制度和《平台运
行管理制度》《驾驶员管理办法》等６项公车管理

度有效推行，燃油损耗有效降低。切实加大办公

制度。在健全和完善管理制度的基础上，持续推
进机关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切实

公务车辆日常管理不断规范，加油和定点维修制

节能管理，文件印刷数量得到严格控制，打印纸
提倡双面使用，切实减少纸张耗费，真正做到物

尽其用。

形成＂廉洁、勤政、求真、务实、高效、优质＂
的机关事务管理工作新局面。
【垃圾分类】 制定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
案，明确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指导思想、目标任
【节能管理】 以开展全市公共机构节能宣传周 务、实施范围、实施步骤、考核评分细则等，细
活动为契机、＂绿色发展，节能先行＂为主题、
倡导节能低碳的工作方式、消费模式和生活习惯
为宣传重点，在各办公区张贴节能减排温馨提

分生活垃圾处理职责分工，通过强化生活垃圾分

示，提高了节能工作知晓率。联合县工信局、环
保局、执法局、环卫所等多家单位在县委广场开
展节能、环保、垃圾分类等宣传活动，通过广泛
开展节能宣传活动，凝聚节能工作共识。２０１９

年，发放节能宣传、垃圾分类等彩页２００余份，
发放垃圾分类宣传册１００份、细则宣传单２００

垃圾分类培训

购置垃圾桶

份，环保宣传材料６００份。积极组织各单位参加 类日常管理、监督、检查等措施，确保全体机关

市局组织的 ＱＱ竞走活动、马拉松低碳竞走比 干部职工积极参与此项工作，＂从我做起，从身
赛、垃圾分类知识竞赛和节能征文比赛，多家单 边做起＂，保证该项工作执行效率。６月 ２０日，
位和个人获奖。持续强化日常节能管理，全县公
共机构照明用电管理不断规范，＂长明灯＂现象
杜绝，景观照明得到合理控制，办公设备用电管

机关事务中心在县委广场开展＂绿色发展、节能
先行＂为主题的垃圾分类暨公共机构节能宣传教

育活动，现场通过悬挂横幅、发放垃圾分类宣传
理不断规范，计算机、打印机等设备待机耗电切 资料、机关工作人员讲解等多种形式开展垃圾分
实减少。不断加强供水管网维护，滴水、漏水现 类宣传，现场发放垃圾分类宣传资料１０００余份，
公共机构节能宣传资料５００余份。８月，机关事
务中心投入３万余元完成对政府办公楼、统办一
号楼、统办二号楼２５８间办公室、２０间卫生间和
户外分类垃圾桶的放置工作，包括∶室内可回收

垃圾桶，其他垃圾桶和户外四分类垃圾桶；并做

脆传商话动
是协失事务服务中Ｎ

好标识、合理摆放，张贴垃圾分类宣传彩页１００
余份。引导和督促干部职工正确分类投放各种垃

圾，设定垃圾分类临时存放点，同时进行防漏处
理，增设分类垃圾桶、分类标识标牌等设施。１２
月１７日，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在县委党校六楼会议
室举办永登县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培训

节能宣传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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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名统计负责人参加培训会。通过培训，各公共

机关事务中心加强对会议设施设备维护及管理，

机构负责人员的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得到显著的
提升，为顺利开展全县公共机构能源资源统计、
公共机构开展节能、生活垃圾分类等工作明确目

建立会务服务规范化、标准化的管理模式，为县
委、县政府及各单位、各部门提供音响、水电、

标和方向。

各类会议１８０余次。严格按照《食品卫生法》，落
实卫生安全管理制度，保持厨房、饭厅及周围环
境整洁，确保饮食安全。严格把好采购关，执行
采购、验收、复核手续，一切从原料入口抓起。

【公务用车】 机关事务中心公务用车平台管理
以制度促管理，以质量促安全，有效保障县级党

政机关公务出行，实现了便捷、安全、高效的管
理服务目标。公务用车平台车辆统一加油，由专
人负责，严格做好加油登记，控制油耗，每月统
计车辆加油情况；通过兰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永登分中心公开招标，确定公务用车平台定点维
修厂家３家，确定公务用车平台车辆定点保险公
司２家。平台车辆需要维修、保险时，填写公务
用车维修申请表、报中心领导审批、到指定厂家

维修的规范程序进行，车辆维修实行全程监督，
共同验收。按照《永登县公务用车管理平台车辆
使用细则》（试行稿）管理公务用车，实现省市
县三级信息互联互通，完成＂全省一张网＂工
作，确保公务用车使用管理严谨合规、节能高
效。严格落实平台公务车辆管理运行机制，积极
完善管理制度，认真落实各项安全措施，做到科
学调度、精细管理，既要保障好重点工作公务用
车，又要严格按照规章制度执行，杜绝特权车、

安保等会务保障服务。截至６月底，共接待完成

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及时征求机关干部职工的意
见，提高质量，调整品种，接待就餐人员达
１２０００余人次。

领导名录

主 任 薛永虎

副 主 任 吴永恒

（童振业）

政协永登县参员会
【政协常委会会议】 ２０１９年，政协永登县第九
届委员会共召开常委会议４次，会议均有县政协
主席魏周菊主持。会议邀请县委县政府分管领导

和县直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参加，并通报相关工
作。全体政协常委参加会议，政协各委办负责同
志列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政法工

作条例》《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
农＂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
研、扶贫工作、重大项目督查及处置重大应急突 政治建设的意见》《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
人情车和公车私用现象。一般公务用车平台集中
保障县委、县政府领导及主要部门跨区域重大调

告条例》《中共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提

发事件等公务活动，综合执法执勤平台集中保障
县直部门执法执勤工作。严格执行公车定点停放
管理，明确路线及使用时间，坚决杜绝公车进行
与公务无关的事宜。车辆集中停放到公务用车平
台停车场，节假日期间，除值班车辆外，其他车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和

辆一律封存。

会上的讲话精神。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魏周菊

【后勤保障】 强化防范意识，严格执行消防安
全、门卫值班、节假日值班、巡逻巡查等制度，
加强安全检查，严格落实外来车辆和人员出入查

询、登记工作，协助信访局做好群访、闹访、缠
访人员的疏导和劝阻，保证机关的安全稳定。县

案工作条例》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总结会议上的讲话精

神，以及汪洋主席在全国地方政协工作经验交流
以《政协心向党，奋进新时代》为题，向政协常
委、党员委员，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机关干部讲

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党课。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２０周
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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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多层次、常态化的学习体系。２０１９年，召开
话、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精神。会议审议讨 理论中心组学习会共１２次、党组（扩大）会１６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重要讲

论通过《政协２０１９年度工作要点》《政协２０１９年
专题协商计划》《政协２０１９年委员小组活动实施
方案》《政协＂两优一先＂表彰决定》。会议审议
讨论通过九届四次全委会增补委员人员名单，九

单，九届四次常委会工作报告，九届四次常委会

次、主席（扩大）会１４次、常委会４次、委员界
别活动１６次。全面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
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甘肃代表团审议
时的讲话、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和指
示精神，系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协
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７０周

提案工作报告。会议通报全县２０１９年上半年经济

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全国地方政协工作经验交

运行情况，县政协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委员小组活动情

流会精神，以及省委十三届十一次全委会议、市
委十三届十二次全会精神、县委十四届八次全会

届四次全委会议程、日程、提案截止时间（草
案）、秘书长建议名单、提案审查委员会建议名

况、２０１９年上半年调研情况、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委

员风采》宣传报道情况、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委员培训

情况。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扎实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政协党组紧
紧围绕主题教育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

精神。

【庆祝新中国和人民政协成立７０周年活动】以
迎庆新中国和人民政协成立７０周年重要契机，举
办＂不忘初心同心奋进＂书画展活动，组织展出

歌颂党、歌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祖国、歌颂人民

实的总要求，把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 政协光辉历程的书画作品１２０余幅。并根据《关
题、整改落实四项重点措施贯通起来。全体班子 于报送庆祝人民政协成立７０周年理论研讨会稿件
成员参加县委常委会读书班，开展研讨交流，先

的通知》要求，在市政协庆祝人民政协成立７０周

后撰写发言材料１５篇；围绕县民主党派参政议政 年理论研讨论文汇编发表论文３篇。其中，《人民
现状、乡村治理现状、全县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 政协的新方位新使命与更好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
展、县城建设管理、社区建设、交通路网建设等 用》由市政协推荐报送省政协。同时，积极配合
课题开展调查研究，召开调研成果交流会，形成
调研报告６篇；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带头讲，党组
成员及时讲，讲专题党课４次；召开对照党章党
规找差距专题会议，聚焦＂１８个是否＂，认真进
行自我检视，查找问题２５条，并即知即改；召开
专题民主生活会，班子成员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

市政协组织的＂兰州市政协系统庆祝新中国成立

７０周年书画作品联展＂活动，组织县政协委员广
泛参与、深度融入，扩大政协社会影响。

【调研视察】 根据九届三次会议上副市长魏旭
昶对政协调研课题的安排要求，政协永登县委员

批评，达到红脸出汗、排毒治病的目的。同时， 会围绕全县农业产业化发展、全面实施＂工业强
政协机关党支部和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严格按照县 县＂战略、现代服务业发展、城镇低收入困难群
委部署开展主题教育，确保主题教育不虚、不 体生活情况等４个调研课题，在深入全县基层调
空、不偏、不走过场，达到理论学习有收获、思
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

研的同时，课题组又分赴四川、江苏、贵州、广
西等地学习考察，借鉴外地成熟经验，形成４篇

题、清正廉洁作表率的目标。

有情况、有分析、有建议的调研报告。报告全部
得到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批示肯定。在调研过

【理论学习】 夯实理论武装，以政协党组会为

程中，精心选题，精深视察，一个调研课题召开
一次专题协商会，精确论证，精准建言，做到议
政剖析问题有深度，对策建言有精度。邀请县委

引领，通过主席会、常委会、界别活动、培训活
动，以及学习强国、甘肃党建ＡＰＰ平台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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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机关
县政府分管领导参加专题协商，共提出意见建议

帮扶活动及送政策、送思路、送技术、送信息、

２３条。围绕《全县社区建设工作》开展视察活
动，现场协商尽精诚之力。围绕《县域内内伸外
延道路路网建设情况》开展视察活动，联动协商
谋长远之计。通过采取＂委员提、部门答，政协
议、党政应＂的方法，让政协委员与县直部门负
责人面对面进行协商，坦诚交换意见，回应委员

送项目＂五送＂爱民行动为载体，开展敬老院慰
问、送医送教、捐赠助困献爱心等委员界别活动
１６次。中共界委员围绕＂县城清洁能源供热改造
项目建设＂开展小组视察活动。农林水电界委员
小组视察龙泉寺镇大涝池洋芋特色种植、坪城乡
饲草产业发展；民主党派界委员小组围绕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县视察东西两山绿化及生态文明建设
工作；经济界委员小组围绕招商引资、重点项目
建设发展情况进行视察；教育医疗卫生界委员赴

关切，在观点交锋、思想交流、情感交融中弘扬

了民主精神。
【协商议政】 政协永登县委员会注重发挥政协
委员的协商主体作用，强化政治理论学习、提高
政治站位，拓宽知情明政渠道、开阔思路视野，
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提出真知灼见，不断提升委
员协商能力，务实备足协商功课。８个委员界别
小组有的放矢、提前谋划、抓主抓重先后围绕脱
贫攻坚、产业发展、生态旅游、民生改善等方面

工作进行深入调研展开活动，２０１９年，召开协商

连城镇开展＂送医送教捐赠助困献爱心＂小组活

动；民族宗教界委员小组深入到秦王川民俗文化
村、灵丹寺、金莲寺等宗教场所，详细了解场所

建设和宗教活动开展等情况；社会福利、社会保
障及人民团体界委员围绕＂四好农村路＂建设开
展小组活动；工商联界委员小组开展＂民企纾困
行动＂暨银企对接活动。特别是政协委员李燕捐

资５０万元，在永登县六中修建读书长廊，为学生

议政座谈会１６次，收集整理上报社情民意信息 营造良好读书环境。
３０余条。分别由四位分管副主席带队，组织部分
委员、各委办负责人组成６个督办小组，筛选九

届三次会议事关改革发展、生态环境、改善民生
的６件重点提案进行督办，提出意见建议１０余
条。通过委员与县委县政府分管领导、部门负责
同志面对面交流意见，坚持商以求同、协以成

事，为永登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

【委员提案】 以提得好、抓得好、办得好、议
得好＂四好＂工作法，引领提案质量整体提升。
２０１９年，遴选６件有高度、有深度、有力度的重
点提案，班子成员带队，组织部分委员、各委办
负责人组成６个督办小组，进行重点提案督办。
在九届三次会议上所立的７６件提案，办复率达
１００？？满意、基本满意率达９８．８？？为解决群众

【学习培训】 选派３４名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

诉求搭起民声桥梁，为党委政府决策提供依据。

赴中国政法大学贵阳培训基地培训学习。县政协
班子成员、政协常委、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省
委党校＂富民兴陇＂专题讲座；邀请兰州大学经
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毛
锦凰同志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县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专题讲座。通过学习培训，全面
提升县政协委员和政协工作者的政治把握、调查

研究、建言献策、解疑释惑、沟通协调的＂五

种＂能力。

【委员管理】按照《委员管理办法》，施行约
谈制，对履行委员职责不积极的１０名委员进行约
谈；对因工作调动的７名委员，及时进行增补，

使委员专业结构得到优化。同时，为全体委员订
阅《民主协商报》，通过微信公众号及时将党中
央和省市县委，全国政协和省市政协各项政策传
达给委员，为委员知情明政、体察实情搭建平
台。２０１９年被省政协评为《民主协商报》发行工

作先进单位。

【视察活动】 以提出一条合理建议、争做一件

好事实事、组织一次公益活动的＂三个一＂委员 【委员宣传】 精心策划、认真打磨，推出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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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登年鉴（２０２０）

专题片《政协委员风采》７期，７名创先争优、积

动力。根据县委组织部在＂不忘初心、牢记使

极履职，为建设＂美丽小康新永登＂做出突出贡
献的优秀委员从幕后走到台前，在广大政协委员
和全社会引起强烈的反响和共鸣，政协委员的社
会影响力显著提升。专题片《春雨润本满园芳
——永登县政协委员、县幼儿园郑振鸿》在２０１９
年度全市＂宣传政协好新闻＂评选中荣获二

命＂主题教育中集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工
作安排，班子成员聚焦＂村干部受过刑事处罚、
存在＇村霸＇和涉黑涉恶等问题＂＂黑恶势力干
扰侵蚀＂＂宗教势力渗透蔓延＂＂信访矛盾突出＂
＂村党组织书记不胜任不尽职＂等问题对全县６个
乡镇３６个村进行走访调研，听民声纳民意，逐个

等奖。

摸底排查，建立《调研工作台账》，４名党员副主

【委员表彰】 九届政协三次会议以来，全体政
协委员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牢记为民

履职使命，高度关注民本民生，积极收集社情民
意，为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献计献策，促进相关工

席包抓的４个软弱涣散党支部顺利通过省委组织

部验收。

２０１９年，全体班子成员参加市县级干部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轮训班，并深入分
管、联系的部门、乡镇、村、企业带头开展宣讲

作更好开展。县政协党组决定对工作中表现突出 ６场次，推动四中全会精神入脑入心、落地生
的１４名＂优秀政协委员＂，５名＂优秀提案者＂

根。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和３家＂提案承办先进单位＂进行表彰，激发委
员立足岗位创一流业绩，提案承办单位立足县情

密切协作配合，切实形成工作的强大合力，为努

为民解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防治攻坚战积极助力。县政协班子成员站在全局

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坚决打好污染

的高度，把＂创城＂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主
【民主党派】贯彻好新型政党制度，县政协主 动担当的责任意识，强化责任担当，争当精神文
要领导两次调研各民主党派工作，召开座谈会，
听取各民主党派工作汇报，与大家互动交流，传

明建设的先锋，助力永登文明提升，为全县＂创

制度的通知》安排，加强与各民主党派的联系。

城＂工作发挥积极作用。增强政治敏锐性，保持
清醒头脑，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带头支持参与，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扎
实深入开展。带头遵纪守法，讲规矩、守纪律，

通过双向互动，形成合力，更好发挥作用，实现

积极参与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深入贯彻落实

共同的政治目标。

县委新一轮＂千企万商大走访＂活动决策部署，

达县委、县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和县政协重点工
作。班子成员按照《关于建立与各民主党派联系

班子成员对１１家企业通过实地走访查看，召开座

【重点工作】 把助推脱贫攻坚作为一项重中之

谈会等形式详细了解企业发展、营商环境等情

重的工作来抓，班子成员和机关全体干部攻坚克

况，协调解决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的困难和问题，

难、抓铁有痕，紧盯＂两不愁三保障＂，按照精
准脱贫、精准扶贫，落实好包乡包村包户工作任

征求企业对永登县营商环境的意见建议，助力营

务，立足本职、建言献策，投身一线、亲力亲

造良好营商环境。
积极配合参与省市政协组织的调研视察活

为，用实际行动为全县脱贫攻坚助力。按照县委
要求，３名党员副主席带领３个巡回指导组，坚
持自觉对标对表，及时校准偏差，有效传导压

动，赴红古区、皋兰县参加市政协组织的乡村振
兴战略实施情况调研活动。陪同省政协副主席马
文云、市政协副主席张永财对县海德寺、城关清

力，激发活力，严督实导，从严从实落实各项任 真下寺，以及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事务依法管理
务，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良好的精神状态做好６

的视察工作。市政协主席李宏亚在调研永登县政

个乡镇１９个部门单位指导工作，把主题教育的良

协工作时，先后走访调研越国开心农场、县人民

好成效转化为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的强大 医院综合楼建设项目、县融媒体中心、厕所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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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机天
和农业养殖合作社。他边走边问、边听汇报，了
解委员管理、提案落实，政协对外宣传和政协委
员关注的乡村旅游、就医等工作，观看系列专题

取县政协各项工作履职情况汇报。李宏亚主席讲
话指出，永登政协在委员管理、委员培训、委员

机报发送信息５０条，与永登融媒体中心联合开展
＂委员风采＂采编活动，融媒体同步报道政协履
职亮点和委员履职风采，采访宣传委员７名，刊
发专题稿件２０多篇，制作专题片《践行初心使
命，砥砺奋进向前》，讲好永登故事和政协故
事，充实文史专家智库，精心编辑文史资料，发

宣传、委员提案、委员活动、委员表彰等方面很

挥文史资料在＂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等方

有特色，特别是推出《政协委员风采》专题片，
激励广大委员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积极作用。
省政协主席欧阳坚主持召开全省市县政协制度建
设座谈会，县政协主要领导代表永登县政协做交

面的重要作用。

片《政协委员风采－－张晓东》。在座谈会上，听

领导名录
主席
第 魏周菊

流发言。永登县的建言资政、委员＂六抓＂工作 副 主 席 刘世荣（１月免）
法、制度建设等创新做法得到省市政协的充分肯
李玉祥
定。同时，县政协主要领导赴天津宝坻区考察学
李发泉
习，重点探索新时代政协如何发挥专门协商机构
的作用，共同交流双方单位政协工作的经验。扩
大＂朋友圈＂，找到＂公约数＂，推介永登高质量
发展的成就，提升永登影响力。

【党的建设】 打造学习型、服务型、廉洁型、
创新型、和谐型＂五型＂机关。严格落实＂三会
一课＂、主题党日、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日制
度，推动党支部建设标准化。持续开展＂大学
习、大武装、大培训、大提高＂活动，不断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思想凝魂聚
气、凝心聚力，机关干部撰写心得体会３０余篇，
开创永登政协事业发展的新局面。成立县政协离
退休老干部党支部，组织离退休党支部班子成员
赴焦裕禄纪念园接受红色革命传统教育活动，开

胡延山

熊长青
潘思亭

郑大国（１月任）

（常立龙）

政协办公室
【召开会议】 认真做好各类会议、活动的组
织、协调和后勤保障等会务服务工作，确保各种
会议的圆满召开。２０１９年，召开理论中心组学习
会１２次、党组（扩大）会１２次、主席（扩大）

会１０次、常委会４次、委员界别活动１６次。积极
为县政协主席、副主席参加会议和政治理论学习
做好相关服务工作，为退休老干部参加政治学习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庆祝中 和活动做好服务。提前谋划，切实做好政协永登
华人民共和国和人民政协成立７０周年＂主题党日 县第九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各项筹备工作。
等活动。加强对外宣传，扩大永登政协社会影

响。２０１９年，精心搜集挖掘《永登的抗战》等文
史资料１０篇，在民主协商报发表《展现政协委员
风采，提高政协服务质量》等文章５篇，在《诤
友》杂志刊发《鹏翥永登》《李漫天与白毛女》
《甘肃秦腔奇葩——苦水苗家班》等史料３篇；在
今日头条发布消息４条，在兰州日报发布《永登
县政协组织离退休老干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消
息１条，在市政协网站发布信息６条，在永登手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围绕主题
教育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
求，把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
实四项重点措施贯通起来。全体党员干部参加机
关读书班，开展研讨交流，先后撰写发言材料１５
篇；围绕大同镇跌马沟村脱贫攻坚、九届三次全
委会议提案办理等课题开展调查研究２次，召开

调研成果交流会，形成调研报告２篇；党支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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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讲专题党课１次；召开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专

人组成６个督办小组，筛选九届三次会议事关改

题会议，聚焦＂１８个是否＂，认真进行自我检 革发展、生态环境、改善民生的６件重点提案进
视，并即知即改；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班子成 行督办，提出意见建议１０余条。通过委员与县委
员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了红脸出汗、 县政府分管领导、部门负责同志面对面交流意
排毒治病的目的。达到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 见，坚持商以求同、协以成事，为永登经济社会
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 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
清正廉洁作表率的目标。

【委员活动】 组织３４名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
【提高思想】 通过每周一的集体学习，以及学
习强国、甘肃党建 ＡＰＰ平台等方式，形成多层
次、常态化的学习体系。全面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甘肃

赴中国政法大学贵阳培训基地培训学习。邀请兰

州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硕士研究
生导师毛锦凰同志，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
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专题讲座。通过学习
培训，全面提升县政协委员和政协工作者的政治

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 把握、调查研究、建言献策、解疑释惑、沟通协
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系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调的＂五种＂能力。积极与各委员小组长沟通协

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调，以开展提出一条合理建议、争做一件好事实
事、组织一次公益活动的＂三个一＂委员帮扶活
动和开展送政策、送思路、送技术、送信息、送
项目＂五送＂爱民行动为载体，开展敬老院慰
问、送医送教、捐赠助困献爱心等委员界别活动
１６次。以提得好、抓得好、办得好、议得好＂四
好＂工作法，引领提案质量整体提升。

议成立７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全国地方政协
工作经验交流会精神，以及省委十三届十一次全

委会议、市委十三届十二次全会精神、县委十四
届八次全会精神。组织开办＂不忘初心同心奋
进＂书画展活动，展出歌颂党、歌颂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祖国、歌颂人民政协光辉历程的书画作品

１２０多幅。并根据《关于报送庆祝人民政协成立
７０周年理论研讨会稿件的通知》要求，在市政协
庆祝人民政协成立７０周年理论研讨论文汇编发表

论文３篇。

【委员提案】 ２０１９年，遴选６件有高度、有深
度、有力度的重点提案，组织部分委员、各委办
负责人组成６个督办小组，进行重点提案督办。
在九届三次会议上所立的７６件提案，办复率达

【协商议政】 完成全县农业产业化发展、全面
实施＂工业强县＂战略、现代服务业发展、城镇
低收入困难群体生活情况等４个调研课题，在深

１００？？满意、基本满意率达９８．８？？为解决群众
诉求搭起民声桥梁，为党委政府决策提供了依

入全县基层调研的同时，调研组赴四川、江苏、

对履行委员职责不积极的１０名委员进行约谈；配

贵州、广西等地学习考察，借鉴外地成熟经验，
形成４篇有情况、有分析、有建议的调研报告。
并组织召开专题协商会议４次。完成《全县社区
建设工作》《县域内内伸外延道路路网建设情
况》２个专题视察。通过采取＂委员提、部门
答，政协议、党政应＂的方法，让政协委员与县

合县委组织部、统战部对因工作调动的７名委
员，及时进行增补，优化委员专业结构。配合县

直部门负责人面对面进行协商，坦诚交换意见，

回应委员关切，在观点交锋、思想交流、情感交
融中弘扬民主精神。组织部分委员、各委办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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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按照《委员管理办法》，组织召开约谈会，

电视台推出系列专题片《政协委员风采》７期，７
名创先争优、积极履职，为建设＂美丽小康新永
登＂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委员从幕后走到台前，
在广大政协委员和全社会引起强烈的反响和共
鸣，政协委员的社会影响力显著提升。专题片
《春雨润本满园芳———永登县政协委员、县幼儿
园郑振鸿》在２０１９年度全市＂宣传政协好新闻＂

党政机关

评选中荣获二等奖。

职亮点和委员履职风采，采访宣传委员７名，刊

【自身建设】搜集挖掘《永登的抗战》等文史

发专题稿件２０余篇，制作专题片《践行初心使
命，砥砺奋进向前》，讲好永登故事和政协故

资料１０篇，在民主协商报发表《展现政协委员风

事，充实文史专家智库，精心编辑文史资料，发

采，提高政协服务质量》等文章５篇，在《诤
友》杂志刊发《鹏翥永登》《李漫天与白毛女》
《甘肃秦腔奇葩——苦水苗家班》等史料３篇；在
今日头条发布消息４条，在兰州日报发布《永登
县政协组织离退休老干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消
息１条，在市政协网站发布信息６条，在永登手
机报发送信息５０条，与永登融媒体中心联合开展
＂委员风采＂采编活动，融媒体同步报道政协履

挥文史资料在＂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等方

面的重要作用。

领导名录
主任
宋小健

副 主 任 常立龙

（常立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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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团体
》工商业联合会

席活动日、工商联界别委员小组等活动，了解企
业发展现状，及时向县委县政府反馈企业存在的

困难和问题，促进企业做大做强、做特做优；４

【概况】 永登县工商业联合会成立于１９５７年，
简称永登县工商联。永登县工商业联合会是中共
永登县委领导的由工商界组成的人民团体和民间
商会，是党和政府联系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桥梁
和纽带，也是政府管理非公有制经济的助手。单
位性质属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现有６

月８日，召开县工商联十一届执委会第五次常委
会，选举增补１５名政治坚定、热心工商联事业、
热心公益事业、具有发展潜力的民营企业家、金
融人士、乡镇分管经济领导等为执行常委，加强
工商联基层组织建设，提高工商联会员综合实

力。全县各类非公经济组织达１０４５７户，工商联

个编制，其中４个参公编制，２个事业编制，领 会员人数达５３５名，其中，团体会员４个，企业
导职数１正１副，现实有人数５人。

会员４７５个，个人会员５６个。

【队伍建设】２０１９年，工商联领导班子自身建
设，对领导班子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核和民意测

【商会规范化建设】 出台《永登县关于＂四
好＂商会建设及商会改革实施方案》，加强对玫

验，选举政治坚定，团结进取，廉洁自律，结构

瑰商会、食品商会、兰州新区树屏产业园协会等

合理的班子成员。县工商联有执委７２人，常委

已有商协会的规范管理，在条件成熟的１６个乡

２５人，兼职副主席６人，专职副主席１人（农工

镇、兰州新区树屏产业园、大通河川产业园、街

党员）、主席１人（县人大常委、县政协委员），
党组书记１人（由县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担任）。

道社区等逐步建立商会组织，努力建设一个体系

新一届领导班子建立健全议事制度，对重要会议
和重大活动，做到思考在前、谋划在前、组织在

＂网格化＂工作格局。６月初，制定《永登县关于

前，充分发挥领导班子整体带动作用和非公经济
人士的积极作用；制定执委会、常委会、主席

开推进乡镇商会建设工作座谈会，听取《永登县
关于推进乡镇商会建设工作的方案》，就本乡镇

会、主席办公会议制度，每年召开一次执委会

企业运行情况作介绍，共同商讨如何推进乡镇商

议，每季度召开一次常委会议，适时召开主席会

会建设工作。会议还安排乡镇企业摸底调查工

议、主席办公会议研究工商联及商会工作，总结

作，为开展试点示范商会建设打好基础，形成

经验，研判形势，寻求突破。建立党组议事制

《关于推进乡镇商会建设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

度、主席议事制度、发挥兼职副主席作用制度、

并获得县委主要领导同志的批示，初步决定在树

执委会、常委会建设制度、机关工作制度等。建
立指导、引导和服务商会的制度，会员发展和管

屏镇等乡镇建设试点示范商会。

理制度等。逐步落实兼职副主席、副会长轮值制

【党的建设】 永登县工商业联合会于１９９８年成

度和主席、副主席、常委述职制度，定期开展主

立党组，但由于２０１７年５月工商联换届人员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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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结构合理、运行高效的组织体系，形成
推进乡镇商会建设工作的方案》。６月１３日，召

人民团体
动，党组成员需要更新，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４日向县委

条》《兰州日报》等媒体上共刊发新闻稿件７０余

组织部上报《关于永登县工商联党组组成人员的
请示》，２０１９年４月获批成立永登县工商业联合
会党支部。支部成立后，更好地开展党组织工
作，全面落实＂一岗双责＂，发挥党组领导核心
作用，切实履行职责，保证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

篇，向兰州市工商联上报消息３００余条，及时向
社会报道展示工商联活动、优秀企业、优秀企业
家风采。３月２５日—２８日，组织３名机关工作人
员参加＂北京百年明德企业管理大型公益讲
座＂。４月，参加县政协＂工业强县＂调研考察，
赴江苏学习苏北苏中地区新时代新型工业化道路
方面的先进理念和经验。４月１０日，召开的十一

政策、党委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把握工商联工

作的正确方向。推进党支部标准化建设，大力开
展对标、达标活动，充分利用＂学习强国ＡＰＰ＂ 届三次执委会，对甘肃先锋管道制造有限公司等
＂甘肃党建ＡＰＰ＂等终端平台，组织参观八路军 ３个先进集体，高玉文等１３名先进个人予以表
驻兰办事处、观看爱国题材电影《我和我的祖

彰。５月，赴贵州大学参加市工商联＂兰州市非

国》等活动，引导广大党员坚持理论学习，增强 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培训班＂。５月，以政协工商
党性意识，切实提升基层党组织规范化水平，不 联界别委员小组第一次活动为契机，工商联界别
断拓宽党建工作的广度和深度，加强党组织在非 政协委员们深入民营企业走访调研，配合兰州市
公经济组织中的政治核心地位，发挥党组织的战
斗堡垒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工商联填报《民营企业反映困难问题登记表》，
形成《关于民营企业发展困难问题的调查报
告》。５月７日，组织开展银企对接活动，邀请中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继续深化 国农业银行永登县支行、永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
理想信念教育，引导民营企业家积极履行社会职

社负责人为民企融资支招，银企相互对接。针对

责。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法院＂执行难问题＂，常态化与＂法检两长＂及

育。充分认识开展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以高度的政治责
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积极投身到主题教育中来。
按照县委部署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时沟通，服务企业。８月２０日，组织带领１５家民

发展＂检察开放日活动，让民营企业家代表走进
检察机关，近距离了解检察机关、认识检察工

主题教育，引导广大会员守初心、担使命、找差

作。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参政议政，县工商联认

距、抓落实，推动解决会员企业反映强烈的突出
问题，助推全县经济社会发展。

真履行职能，做好非公经济人士的政治安排推荐
工作。其中，县人大代表１４人，县政协委员５７

【非公经济】 充分发挥工商联在非公有制经济

人，市人大代表７人，市政协委员３人。在历次
县政协会上县工商联届政协委员共提交提案４２

人士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引导作用，强化对非公有

制经济人士的教育引导，切实把广大非公有制经
济人士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结合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所思所想
所盼，利用执委会、常委会、主席办公会和各类
培训活动，重点围绕守法诚信教育、爱国主义教
育、形势政策解读等内容组织培训学习，增强非
公有制经济人士＂四个自信＂。
【工商联活动】 在《永登手机报》《今日头

营企业参加永登县检察院举办的＂检察护航民企

件，有３件集体提案被列为永登县政协重点提
案。９月，配合市工商联开展商会综合调研，加

强对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形势下工商联商会改
革建设的研究，出台《永登县关于＂四好＂商会
建设及商会改革实施方案》，获得县委主要领导
同志的批示。８月，组织１５家企业在全国民营企业

调查系统中参与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调查暨
２０１９年民营企业第三次运行状况调查问卷填写。
【脱贫攻坚】 深入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继
２０１８年与兰州市安宁区工商联签订友好商会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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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２月１８日，与天津市宝坻区工商联签订＂友

席企业甘肃银龙矿业有限公司、常委企业天一阁

好商会＂协议书，３月２８日，与宁夏灵武市工商
联签订＂友好商会＂协议书，６月２０日，县工商

酒店两次来到西北铁合金中学看望孤儿学生薛吉

联代表永登县专项工作组，与天津市宝坻区万企

顺，为孤儿学生送去助学基金 ３０００元；９月２３
日，县爱心企业家在永登县第六中学进行捐资助

帮万村专项工作组签订帮扶框架协议，为引导更 学仪式，副主席企业甘肃佳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多外地企业落地永登实现民营经济新跨越创造更 司为永登六中捐资修建价值５０万的亭子及读书长

多的机遇和条件。天津市宝坻区工商联会员企业

廊；常委企业兰州富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捐资１０
万元，将永登六中高一（１）班命名为富强班；

天津凯森旅游用品有限公司等２０余家企业与民乐
乡漫水村、坪城乡坪城村等２０余个贫困村签订 常委企业甘肃永固特种水泥有限公司捐资５万
帮扶协议，共捐资８．３万元。８月，工商联副主 元、甘肃煜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捐资５万元、甘

席赴天津宝坻区参加县委统战部东西部协作对 肃盛世名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捐资３万元、执委

接交流活动。１０月 ２８日，县工商联主席携常委
企业甘肃苦水玫瑰产业有限公司赴天津参加由
市工商联组织的＂东西部扶贫协作开展消费扶
贫和招商引资工作＂。１０月２９日，与天津市宝

企业科信驾校在教师节期间为１７０多位教职员工
送来总价值近两万元的饮水杯等。

【民营企业特色品牌交流】 大力支持民营企业

坻区工商联，就东西部扶贫协作暨＂万企帮万 ＂走出去＂＂引进来＂，３月２１日，与红古区工商

村＂进行交流对接。

联达成交流共识，带领工商联副主席企业甘肃银

龙畅想科技有限公司、常委企业永登天一阁酒
店、执委企业兰州宾伟机电有限公司赴红古区考
察学习，企业家们深入平安经济园区参观考察，
参观正在建设中的宝方炭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项目

现场，了解项目筹备建设及建成后的产值产能
等，参观兴盛源循环经济产业园和兰州红安纸业
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的发展、产品工序等情
况，进行两县区企业对接交流；７月２日，兰州

爱里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建国、甘肃友
邦广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策划总监刘小蕾一行

赴苦水镇考察苦水玫瑰，双方达成协议，把苦

１０月３０日，永登县工商联组织企业参加津兰两地 水玫瑰种植区作为＂爱里＂玫瑰饼的基地；７月
１７日，邀请红古区工商联携会员企业兰州鸿翔
＂东西部扶贫协作＂暨招商引资活动。
农业到永登越国开心农场考察、学习交流，两

做好帮扶村柳树镇涧沟村的２７户贫困户的包 地企业家就如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造特色
户工作。６月，副主席王得成作为驻村工作队员在

农场、乡村旅游文化产业方面进行交流，相互

武胜驿镇富强村驻村；结合单位工作职能实际，

借鉴经验、共同促进发展；８月１４日，县政协
工商联界别委员小组第二次活动暨五县区工商

强化使命担当和政治责任，健全工作机制，引导
民营企业为贫困户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在脱贫
攻坚领域能够继续有所作为，形成上下联动、合
力攻坚的工作格局，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

联联谊交流活动在兰州新区开展，开创县区间
联谊交流的先河，首次邀请武威市天祝县及兰
州市红古区、榆中县、皋兰县四个县区工商联

及其会员企业进行五县区工商联企业家联谊交

【民营企业家捐助】 ３月、８月，县工商联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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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共叙友谊，共谋发展；县政协委员和各县

人民团体
区企业家们对兰州亚太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进行实地考察，先后参观兰州亚太实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亚太世贸广场、亚太清湖
湾、亚太伊士顿电梯厂、亚太新能源汽车厂、
亚太智能立体停车场，就亚太工业科技总部基
地生产情况、项目规划建设进度及市场推进等
工作进行考察。１０月１８日，县工商联带领副主
席企业甘肃银龙矿业有限公司、甘肃佳宁房地

领导下，永登县工会组建筹备组诞生。同年６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颁布实施，县工
会着手发展工会会员，组建基层工会组织。１９５２
年１２月，在省总工会工作组的帮助指导下，永登
县召开首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永登县工会
筹备委员会。１９５３年１１月，永登县工会筹备委

员会改称永登县工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１９５５年
９月，永登县工会召开首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

产开发有限公司，常委企业甘肃苦水玫瑰产业 产生永登县工会联合会首届执行委员会和经费审
有限公司、兰州大天源建材有限公司、永登富 查委员会。１９５８年，全县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
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永登新博瑞商贸有 工会工作投入反右斗争和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
限公司，应邀赴皋兰参加＂三县区联谊交流活
动＂，先后参观兰州久和糖酒副食城、兰州文创
城保利、御景龙湾等重点企业和项目，参观皋
榆工委纪念馆，为县区间民营企业合作搭建共

赢的平台。

工会工作被迫中断。１９５９年１月，永登县改名为

兰州市永登区，县工会联合会更名为兰州市永登
区工会办事处。１９６２年１２月，永登县工会联合
会恢复。１９６４年５月，永登县工会联合会改名为
永登县总工会。１９６７年永登县革命委员会成立。

县总工会被县革委会承认的工代会（革命职工代

【获得荣誉】 ２０１７年被评定为全国＂五好＂县 表大会）所取代，全县工会组织自行解体。１９７３
级工商联，２０１８年，被评定为全省＂五好＂县级

年永登县总工会恢复，工会组织开始整建。根据

工商联建设示范点。２０１８年底，被全国工商联评

《中国工会章程》规定，县总工会每五年进行换
届，召开全县工会代表大会。县总工会向大会报

定为＂２０１８年度民营企业调查点工作先进基层单
位＂。２０１９年１２月被评为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度全国
＂五好＂县级工商联。２０１９年，被评定为全省
＂五好＂县级工商联建设示范点。

告过去五年工作，并就未来五年工作进行安排部
署，同时选举产生新一届县工会委员会委员和经
费审查委员会。县总工会现有公务员编制５人，
事业编制２人。其中∶中共党员５名，民主党派１

领导名录
主席兼支部书记 张月玲
副 主 席

人。建立健全各项工作制度，做到分工明确，责

任到人。

王得成

党 组 书 记 陈永顺
兼 职 副 主 席 高玉文

【专题学习】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组

冯万杰
吴明勇

薛守明
陈仲维
李 燕
复总工会

织全县各级工会组织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工作，加深对党章党规、准则、
条例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会主义思想的学习，

（胡明霞）

不断加强工会党员干部自身理论学习和党性教
育，机关班子开展动员部署、征求意见、调查研
究、检视问题、落实整改等相关工作。结合＂两

学一做＂、党支部规范化建设有关活动要求，及
时召开县工会班子民主生活会、党员组织生活
会，对作风问题开展大梳理、大排查，对工会干

【概况】 １９５０年１月，在中共永登县委的直接 部进行严肃认真的作风＂体检＂，提升党员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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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素质和工作能力。深化实施机关工会干部联

系点制度，把现有机关干部整合为５个工会工作
小组，按照＂分片包抓、责任到人＂的工作原
则，具体对全县基层单位工会工作进行详细指导
和督促。２０１９年，组织基层干部参加省市培训３０
余人次，县级培训２６０余人次，通过政治学习和
理论培训，有效提升工会干部的政治素质，工作

质量显著提升。

工会验收条件。积极探索出＂支部＋工会＂＂扶
贫＋工会＂＂微信＋工会＂＂项目＋工会＂＂行业＋工
会＂＂农民工源头入会＂等建会入会形式，把

＂八大群体＂、村级工会、工业园区、建筑项目、
农业专业合作组织等作为建会入会重点。２０１９
年，全县新建工会４９家，发展工会会员６２７９
人。（其中，建立机关事业单位工会４家、国有企
业工会１家、非公企业工会７家、＂八大群体＂企

业工会１７家、村级工会２０家；发展职工会员
【技能培训】 开展劳动竞赛活动，深度融入中 １９４４人、农民工会员４３３５人）。全县８５？？上的
心工作，结合扶贫攻坚工作和重点项目的工程领 基层工会开展深化＂双亮＂和落实会员＂四
域，在广大职工（农民工）中开展劳动竞赛活
动。依托乡镇、社区（村）和企业工会，开展千

权＂工作，８０？？上的基层工会组织实现＂工会

牌子亮起来、工会职能转起来＂的工作目标；

人职工技能培训活动，在培训内容上因地制宜、 制定县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实施方案和领导小
量身打造，对职工进行驾驶员、育婴员、餐饮服
务等技术培训，培训专业技能人才８００余人，并
取得了相关资格认证；县教育系统工会开展全县

组，深入有序推进厂务公开民主管理标准化、

教职工教学大比武活动，县卫计局工会开展医院

人资格证书１５家；实行以奖代补工会经费的办

规范化建设。全县国有、企事业单位职代会、
厂务公开建制率达９６？？上；积极办理工会法

急救技能和妇幼健康技能比武大赛，县应急管理局 法，对措施得力、成绩突出的４０家基层工会组
工会开展应急救援技能比赛，县餐饮行业开展摆 织给予１２０万元的经费补助，解决部分基层工会
台技能大赛，县驾驶员培训行业开展教练员驾驶 经费短缺的困难。推行职工代表大会、集体合

技能竞赛。２０１９年，全县１８００名职工（农民工） 同、厂务公开制度，健全完善县政府与县总工
参加相关的技能竞赛活动。积极健全完善永登县人 会联席会议制度和劳动关系三方协调制度。积
民医院高的劳模创新工作室、永登县武胜驿镇武胜 极开展帮扶救助送温暖活动，创新工作载体，
驿村联合工会的主席康连胜劳模创新工作室，选树
全县技能带头人３０余名，技能人才和师傅带徒弟

２８０对。开展２０１９年先进人物的推荐评选活动，推

打造工作品牌，成立永登县职工服务中心，先
后筹集资金６００万余元，争取上级帮扶救助资金
３８０万余元，开展＂金秋助学＂、大病救助、采

荐２户＂最美家庭＂、４名＂最美母亲＂。

暖救助和生活救助等活动１２０余次，使１．２万名

困难职工得到救助。
【基层建设】县总工会加强基层工会组织建
设，实现＂建立工会无例外，发展会员无遗
漏＂。全县企事业、机关单位建会率达到１００？？

建立各类基层工会组织４２１个，职工６０４８１人，
工会会员 ６０５３６人。其中，农民工会员４８１３１
人，全县企业建会率达９６．６？？职工入会率达

９９？？按照省级乡镇工会规范化验收标准和市级
＂党工共建＂示范社区（村）工会的建设标准，
以全面覆盖、好中选优的工作方法，全县１６家乡

镇工会均具备省级乡镇工会规范化达标验收条

件，６家村级工会具备市级＂党工共建＂示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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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荣誉】 县总工会２００５年９月被评为全省
基层工会组织建设先进单位，２００８年被省总工会
授予全省首批＂五好＂县区工会称号；２００９年被
省总工会评为全省＂推动厂务公开工作＂先进单
位；２００６—２０１８年连续１３年荣获兰州市总工会
综合目标管理一等奖；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连续１０年
被县委县政府评为综合目标管理一等奖；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９年连续７年被评为全市工会系统新闻工
作、信息工作先进单位。

人民团体
【职工解困脱困】采取＂典型引路、全面推
进＂的方法，创建省、市级工资集体协商示范点
６家，全县建会企业签订集体合同、工资专项集

体合同１９８家，覆盖职工８１６９ 人，签订率达

整合资源、汇集优势，积极开展法律援助、爱心
救助等服务职工的功能和作用；开展＂文化下乡

百村行＂活动，演出３０余场次；举办＂职工之
声＂创建文明城市暨周末文化广场展演活动，到

９８？？签订劳动安全卫生专项集体合同２５家，覆 场观众累计达１．２万次人；精心打造职工＂网络
盖职工１５１２人；开展＂就业援助月＂和＂春风行

之家＂＂永登县总工会微信公众平台＂收听关注

动＂，走访就业困难人员和＂零就业家庭＂１２０

的干部职工约６００余名，累计推送新闻信息３０余
条；推荐职工法制微电影１部，建立劳动关系监

户，联合县劳务办帮助６００人实现就业或再就
业；开展省级劳模困难补助统计申报工作，为４
名困难劳模申请生活补贴；联合人社部门开展农
民工工资追讨和童工监察工作，检查用人单位６０

测点单位１家；举办青年职工联谊大会活动，为
青年职工提供交友平台，解决后顾之忧；组织开
展农民工＂尊法守法·携手筑梦＂法制宣传活
动，对法律法规、劳动安全、社会综合治理和禁

家，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 １２０余万元；参与４起
安全生产事故的调查处理工作；成立工会律师服 毒等方面知识进行专题宣传；筹措专项经费１０万
务团，免费为职工提供法律援助服务；开展＂六 元，开展了全县职工庆＂三八＂＂五一＂＂七一＂
一＂儿童节留守儿童慰问活动，慰问留守儿童１７

人，每人发放慰问资金 ３００元；开展＂金秋助

＂建国７０周年＂等节日棋牌比赛、乒乓球、演讲
比赛、书法摄影、广场舞、大合唱等多项文体比

学＂活动，连续帮扶困难职工子女入学３６人、

赛，参与职工达２０００余人次；积极创建市级职工

２０１９年，帮扶困难职工子女入学５人，发放救助

书屋１家；开展全县女职工＂关爱行动＂，签订女

资金１２．９万元；广泛开展＂安康杯＂竞赛活动， 职工专项集体合同企业 ７９家，１６７４名女职工享
参赛单位达２０家，涉及班组８３个，职工１３１７ 受专项合同保护；在＂五一＂＂十一＂节前对县
人；推荐甘肃丁娃食品公司玫瑰饼制作班组为市

交警大队等６家单位的１２００名户外职工开展＂夏

级创新型班组；打造县运管所、公园管理所等４

送清凉＂和＂送温暖＂走访慰问活动。

家职工爱心服务站，成为服务广大职工群众的特

作风过硬
任 过 硬

色＂窗口＂。

至Ｌ 许 人

按照＂做好做细、量质并重＂的工作原则，
县工会把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当作政治任务和
民生工程来抓，将上级工会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

及时向县委、县政府分管领导汇报并征得支持。

为确保做到困难职工解困脱困精准识别、精准帮
扶、精准退出＂三位一体＂统筹开展和有序进
行，采取＂因人施策＂和＂因户施策＂的政策措
施，通过对困难职工实施就业创业援助、落实社

慰问县交警大队

保政策、健全完善医疗帮扶制度、社会保障和社 【脱贫攻坚】工会包抓扶贫村——红城镇华山
会救助兜底等措施，帮助其尽快解困脱困，对全 村、民乐乡清泉村的帮扶建设工作，２０１９年，筹
县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年度原在档 ２６９６名困难职工进行 措专项资金６万余元，用于支持和推进扶贫村、
精准识别＂回头看＂暨解困脱困入户工作，对４ 加强村帮扶建设工作；与天津市宝坻区总工会开
户符合建档条件的困难职工进行＂五一＂＂十 展＂东西部协作＂扶贫工作，天津市宝坻区工会

一＂节前慰问，发放慰问资金２．４８万元。

帮扶永登县总工会扶贫资金５万元。

【职工文化生活】 建立永登县职工服务中心， 【社会服务】积极开展文明城市创建活动，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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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登年鉴（２０２０）
筹建立职工志愿服务长效机制，开展＂我们的节 【团员发展和队伍建设】 严格入团政治标准，

日·清明、中秋、端午＂等系列活动，走访慰问
劳动模范、养老院老人、革命英雄等；在各类报

纸杂志发表新闻稿件１２０余条，其中省级以上重
点稿件１０余条，在《中工网》《甘肃工人报》等

降低团青比例，提高团员发展质量，落实编号制
度，全面清理整顿违规发展团员。全县初、高中
团学比分别控制在３０？？６０？？内，２０１９年，新
发展团员６６０名。各基层团组织按程序要求进行

集中入团仪式，严肃团内组织生活，切实增强团
道；形成全县工会工作等方面调研报告２篇；全 员组织观念、纪律观念、规矩意识。５月，组织
重点版面刊登工会亮点成效及特色工作的相关报

县参加职工互助保险的单位增至６０余家，参保职

各基层团组织负责人就２０１９年发展新团员事宜进

工３６００余人，参保金额达２６万多元，为４０余名
住院职工代办理赔金４万余元，为住院职工解决

行安排部署。８月组织召开＂智慧团建工作培训
会＂，以＂学社衔接＂工作为重点对各级管理员
开展实操培训，全县各级团干部队伍素质持续提

实际困难。

升、活力明显增强。

领导名录

主 席 杨安泰（３月任）
副主席
徐文澜

（３月任）

团县委》

【完善＂智慧团建＂系统】全面摸清基层底数，
完善＂智慧团建＂系统。高质量高标准完成团员
（刘文强） 团干部信息采集录入工作，理顺团员组织关系。
在智慧团建系统中完成下属２８个团委、２７个团
总支、２４０个团支部、７０１３名团员信息的录入。

【概况】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永登县委是县委
县政府联系青少年、培育青少年的群众团体。单

位性质属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现有编

制６人，实有６人。
【基层基础建设】 ５月，召开全委会，为各县
属学校、各乡镇中心校少先大队辅导员（总辅导
员）发放聘书，对扎实推进少先队改革、中学共
青团改革、加强团的基层组织建设等重点工作进

【青少年思想引领】 组织广大团员青年认真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１００周年大会上
的讲话、收看大会实况，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庆祝新
中国成立７０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召开传
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少先队建队７０周年贺信座
谈会。通过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重点解读
＂金句＂，深刻领会讲话精神。扎实推进＂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牢牢把握＂守初心、

行安排部署。围绕基层组织建设、团员发展、智 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要求，全面开展理
慧团建等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深入到乡镇、学
校、非公组织进行督导。对县域内青年比较聚集

论学习、革命教育、专题研讨等活动，坚持向一
线找差距、在实际工作中抓落实，高质量推进主

的＂两新组织＂进行摸底，根据青年的流动分布
和组织运行，先后在甘肃乐浩网络科技有限公

题教育。每周对当期＂青年大学习＂网上主题团

司、甘肃舞韵舞蹈学校、甘肃东方天润玫瑰科技

起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深入推进＂青年大学

有限公司等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成立了团支部。

依托党建带团建，对全县２８４家＂两新党组织＂
中的团员青年分布情况也进行详细排摸，对能建
立团组织的及时建立，对短期内不能建立团组织
的＂两新组织＂进行跟踪，条件成熟时及时

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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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学习参与人数进行排名，在全县各团组织中掀

习＂。

清明节期间，在全县各级团队组织中开展
＂清明祭英烈＂活动，通过形式多样的革命传统
教育活动，引导广大青年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加

强对广大青年的爱国主义教育；为纪念五四运动

１００周年，举办＂不忘初心跟党走·青春建功新

人民团体
时代＂主题演讲比赛、＂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
代＂２０１９年新团员入团仪式暨文艺展演活动，通
过齐唱团歌、重温入团誓词、为新团员佩戴团
徽、县上领导寄语团员等环节，对新团员进行潜

移默化的教育，增强团员的先进性和光荣感；在
庆祝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之际，举办＂永登县庆祝
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优秀诗词诗歌朗诵＂活动；在

８０余名留守儿童参加团省委＂我与祖国共奋进＂
夏令营活动、团市委＂百名农村留守儿童金城过
六一＂、＂守望初心 筑梦远航＂红领巾动感假日

活动。

【志愿服务】 组织县内青年志愿者积极参与新
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团县委＂牵手关

少先队建队７０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组织动员全

爱志愿服务队＂多次在人民公园、县委广场等

县各级少先队组织开展＂红领巾心向党，争做新
时代好队员＂主题队日活动，深化少先队礼仪教
育，培养少先队员热爱少先队组织的感情，教育
引导少先队员听党话、跟党走；强化共青团网络
宣传、网络舆论引导能力，通过共青团永登县委

地，给过往的市民开展了义诊、理发、书写家

风家训等志愿服务活动。在端午、重阳等传统
节日，组织青年志愿者到县福利院开展关爱孤
寡老人志愿服务活动２场次，帮助老人打扫卫
生、擦洗桌椅，为老人们送上牙膏、牙刷、毛

微信公众平台、官方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准确及时 巾等生活用品和月饼、蛋糕和水饺等节日礼
将党政声音传递给广大团员青年，引导青年在思
想上行动上与党政同心同向、同频共振；在头条
发布、微信公众号、永登手机报、永登新闻等媒
体平台累计发布信息３５０余条，阅读、转发量近

物，陪老人们一起欢度节日。年内多次到城关

４０００余人次。

愿者，开展垃圾清扫、免费义诊等志愿服务活
动２场次；组织县城内中小学生和社区青年志愿

【脱贫攻坚】 加强与天津市宝坻区团委对接交
流合作，７月、１２月宝坻团区委韩书记两次亲自

者开展＂保护母亲河 我们在行动＂志愿服务

带队来永登县开展扶贫协作工作。２０１９年，为永
登县投入近３０万元的物资和帮扶资金，共有３００
余户建档立卡户家庭受益。全年完成资助的项目

圾、固体垃圾和废弃物，并向居民普及环保知

有∶２０１９年中国石油兰州石化公司＂扶贫助困·
共享阳光＂奖学金 １０ 万元；天津＂爱心行
动＂——２０１９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助学金２万元；
天津爱心企业助学金１０万元；＂中国茅台·国之

【青少年法治教育】 加大未保预青工作力度，
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加强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
和防邪、禁毒教育。在 ＂６·２６ 国际禁毒日＂
＂９·１７全国科普日＂＂９·２１国家网络安全宣传
周＂开展青少年禁毒防邪宣传教育、普及科学知

栋梁＂——２０１９希望工程助学金５．５万元；积极

联系争取县内外爱心组织和社会力量开展扶贫助

镇四个社区开展关爱贫困家庭学生和孤寡老人
的进社区送温暖志愿服务活动。在＂３·５＂学

雷锋日期间，联合机关工委组织各单位青年志

活动２场次，沿庄浪河畔，分组分段清理白色垃

│识，呼吁大家共同保护环境。

识、网络安全知识活动。结合＂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进行宣传，向各学校发放＂扫黑除恶 护航

困活动；为武胜驿、民乐、通远等乡镇６所中小
学开展爱心捐赠活动，为孩子们送去棉校服、帽 青春＂倡议书，并对青少年群体＂涉黑涉恶＂情
子、围巾、手套、文具等价值１５万余元的爱心物
资；为七山等五所学校联系实施１００１夜睡前故事

况进行排查摸底，全面了解重点青少年群体的基

本情况，及时将７９名重点青少年录入到综治信息

播放项目；为树屏中心小学等２０所学校联系实施 平台。联合县公安局在永登职校等学校开展＂防
扬帆计划，配备图书４０００余册；联合科星剑桥学
校开展暑期公益培训班，开展２０１９年暑期公益培
训班活动，免费为县城四个社区的１０余名家庭困

范网络诈骗 远离校园网贷＂宣传活动，通过发
放宣传资料、讲述真实案例等形式，向同学们讲

解电信网络诈骗和校园贷的危害性。

难的中小学学生进行暑期辅导；积极组织永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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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登年鉴（２０２０）
【青年创业发展】围绕促进青年就业创业，联

次、全覆盖的专题学习教育，深刻领会习近平总

合县商务局举办电商培训班三期，参与培训人数
１０４０人。联合县就业局为１０１名青年创业人员协

书记＂抓好主题教育，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

调创业贷款１４５６万元。依托县内优质企业和社会

发展＂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精神实
质，加强妇女思想教育，积极引领妇女群众听党

组织，以岗位需求为前提，面向应届大中专毕业
生、未就业大中专毕业生和青年农民工，建立青

话、跟党走。强化线上线下联动工作，各级妇联

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３个。深入开展＂共青团与

等新媒体，进行业务间的互动交流、开展＂两
癌＂宣传等工作。在县妇联微信公众平台开设巾

组织利用微信公众平台、朋友圈、微信群、ｑｑ群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活动，邀请市县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青年电商创业代表围绕＂农 帼学法、特色服务、督查专栏，定期转载家庭教
村青年应用电子商务促进电商领域发展现状及问 育、健康养生、法律知识等各类好评文章，平均
题建议＂进行座谈交流，通过人大、政协等制度

每篇文章的阅读量达到６０００人次，极大地丰富广

化安排代表和委员反映青年诉求，竭诚服务青年
成长发展。以＂引领凝聚青年、组织动员青年、
联系服务青年＂为宗旨，在县电商中心建设一个
集思想教育、公益服务、学习培训、心理驿站、

大妇女的知识面。在县乡村三级妇联工作者及全

县广大姐妹们的共同努力下，永登县妇联宣传工

作在全省８６个县区名列前茅。

读书交友和联谊休闲等多功能为一体的青年

【完善基层组织】根据省妇联乡镇（街道）执

之家。

委人数必须在３０人以上，村（社区）执委人数在

领导名录

１５人以上的要求，圆满完成增选执委工作。２０１９
年，全县妇联执委人数为３７５２人〔其中∶县级执
委人数３７人，乡镇执委人数５１２人，村（社区）

书 记王
王兴仁

副书记 陈有亮

（李 芳）

妇女联合会
【概况】 永登县妇女联合会单位性质属参照公
务员法管理的行政单位。现有编制６人，实有５

人。现有１６个乡镇妇联主席、２００个村妇联主

席 、１０个社区妇联主席。
【重点工作】 紧扣党建带妇建宗旨，扎实开展

执委人数达到３２０３ 人】。

【获得荣誉】 ２０１９年，被省妇联评为＂２０１８年
度全省陇原脱贫攻坚巾帼先进集体＂；被市妇联
评为＂２０１８年度全市妇联基层组织建设先进单

位＂；永登县政府被兰州市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
员会评为＂２０１８年度兰州市实施妇女儿童发展规
划先进单位＂。２０１９年在市妇联举办的兰州市第
十一届家庭才艺大赛中县妇联获得优秀组织奖，
选送节目获得二、三等奖。县妇联２０１８年获得永
登县目标考核一等奖。为拓展＂妇女之家＂服务

专题学习教育。利用周一例会全体党员开展集中
学习；观看历史纪录片《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开国大典》等；与县主题教育督导组定期研讨
交流；组织各级妇联主席、执委参加业务知识、
健康知识、法律知识、家庭教育、矛盾调处、巧
手、家政等培训，深入基层开展妇女工作座谈调

领域，真正使＂妇女之家＂成为服务妇女的主阵

研；带领县机关妇委会代表、各级妇联主席３８人

并配备电脑等办公用品；给贫困村＂妇女之家＂
赠送价值３万元的爱心图书，强化妇女的学习

实地走访张掖高台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活动等，以多形式、多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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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和联系妇女的连心桥，更好地服务大局、服务
基层、服务妇女，县各级妇联组织加大标准化
＂妇女之家＂建设力度，加强规范管理，提升服

务质量。树屏镇崖头村、通远乡晓林村被市妇联
命名为２０１９年市级标准化＂妇女之家＂示范点，

阵地。

人民团体
【文明家庭建设】依托永登县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的成立，全县组建２２８支家风传习志愿服务
巾帼志愿者队伍。其中，＂连城镇巾帼志愿者队
伍＂＂柳树营儿村志愿者队伍＂尤为突出。广大
志愿者参加环境整治，关心孤寡老人、留守儿

【脱贫攻坚】 通过村、镇摸底困境儿童总数为
１１５５人，结对帮扶数达到１１５５对，结对帮扶率
达１００？？开展＂春蕾行动＂，资助４名贫困女大

学生 ６０００元助学金。在＂９９公益日＂利用腾讯

公益一起捐新媒体平台，永登巾帼爱心团队发动

童、接待妇女群众来访、调节家庭矛盾等，引导

县乡村三级妇联一起做好事，为建档立卡、贫困

广大妇女成为移风易俗理念的践行者、代言人，
发挥出妇女在社会、家庭生活中的独特作用。

女学生捐款，兰州市妇联为５０名困境儿童发放慰
问金２．５元。联合天津宝坻区妇联，为６０名困境

儿童家庭实现＂微心愿＂，发放床单、电磁炉、
【学习交流】 为做好＂巾帼家美积分超市＂项 洗衣机、自行车等价值３万元的物品，实现困境
目。县妇联带领相关乡镇（村）妇联主席及１０个 儿童微心愿。为县妇联联扶村武胜驿镇道顺村的
＂超市＂具体负责人赴榆中县参观学习。并及时
成立领导小组，下发实施方案，资料模板，巾帼

留守儿童发放衣物３００余件。开展１２场次健康知
识、家风家教的＂母亲大讲堂＂活动。为道顺

家美积分超市如期开张运营。市妇联督查组对 村、通远乡的贫困妇女们宣讲健康知识、家庭教
＂超市＂的建设和初期运营情况给予肯定，并和
相关乡镇领导、村两委、村妇联、执委就＂超
市＂的运转后续物品的来源、扩大项目的效果等

育；在新城区小学、县职校宣讲《未成年人保护

方面进行研讨交流，提出合理的意见和建议；借

余人次。在暑期，县妇联精心组织来自１６个乡镇

法》。为民乐乡下川小学的同学和家长讲解增进
家庭和谐的方法及重要性。培训人数达到１３０００

助兰州市与厦门市妇联联合举办陇原巧手骨干培 ６０名困境儿童及家长听取北大学子张学荣的＂儿
训班，于６月１７日至２３日，组织女企业家、陇原 童健康与安全＂讲座，为连城镇牛站村３０余名留
巧手骨干共１５人赴厦门参加培训。通过学习，让 守儿童开展实践活动。
积极争取省市县扶贫资金，开展技能培训。
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妇女巧手骨干

茁壮成长，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增强带动更 利用２０１９年省妇联下达的陇原巧手４００个培训名
多贫困妇女获得收益；７月３日—６日，组织乡镇 额，１２万元的培训经费任务，５月，在玫瑰宾馆
妇联主席、女企业骨干共１０人赴古浪县参加省妇

联＂巾帼扶贫车间＂骨干培训班，促进扶贫车间

分四期，８天时间开展陇原巧手（丝带帽、拖
鞋）手工编制技能培训，培训期间还请来了老师

的健康发展。

就党的十九大、中国妇女十二大精神、家庭教

【妇女表彰】 为表彰先进，树立榜样，将社会

育、健康饮食、良好生活习惯进行宣讲和辅导，
来自全县１６个乡镇的建档立卡贫困妇女、农村残

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到千家万户，各级

疾妇女、单亲特困母亲、农村低收入家庭妇女共

妇联在＂３·８国际妇女节＂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
活动及表彰会，表彰＂永登县巾帼文明示范＂１７
个，＂永登县三八红旗集体＂２１个，＂永登县三八
红旗手＂４９名，＂永登县优秀妇女工作者＂９５
名，最美家庭６２户，最美母亲４０名。市级＂最
美家庭＂９户、＂最美母亲＂９名；积极做好未成
年人关心关爱工作。对全县城乡困境儿童基本情
况进行调查摸底，发动各级妇联执委、妇女干
部、女教师和志愿者争做＂爱心妈妈＂，关爱困

４０８人参加。争取扶贫办扶贫培训资金１５．２万，

境儿童结对帮扶活动扎实开展。

技有限公司被评为 ２０１９年市级＂巾帼示范基

由兰州佳丽共创培训学校承办，对７６名建档立卡
妇女进行为期１５天的家政服务培训；为扎实推动
＂巾帼脱贫六大行动＂，发挥＂女能人带动、基地
示范、贫困妇女受益＂的脱贫成效，通过基地示

范引领更多贫困妇女脱贫致富奔小康，县妇联不
断加强基地创建工作，并按照省市妇联申报要求
指导基地做好示范点申报工作。柳树镇营儿村陇
原巧手示范基地、民乐乡甘肃润枫源农牧生态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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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癌＂检查的重要性、检查对象和检查内容等
枫源农牧生态科技有限公司被省妇联评为２０１９年 方面进行宣传，积极动员姐妹们参加＂两癌＂筛
＂巾帼扶贫车间＂，根据省市妇联下拨的资金用于 查。利用外出务工妇女春节返乡的２月和农忙的
锁边机、电动剪等设备购进和厂房建设。在加强 ７月集中分两次开展＂两癌＂检查工作，在县乡
地＂，兰州九香玫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甘肃润

基地建设的同时开展巧手培训工作。柳树镇营儿

村三级妇联及医务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２０１９

村和连城镇牛站村两个巧手基地积极承接县就业
局的劳动技能培训项目，先后举办美容、手工艺
品、服装制作等技能培训１６期，培训贫困妇女

年，检查人数目标为１７４２０人，截至８月底，完

成检查人数２１５２０人，超出分配任务数４１００人，完

７００多名。
【宣传服务】 ３ 月４日，全省＂建设法治甘
肃·巾帼在行动＂平安家庭与法同行三八维权周
活动启动仪式在永登县人民广场举行。当天近

７００名巾帼志愿者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

温的日ｖｄｈｎｔｈｉ２ｍ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开展＂两癌＂免费筛查

反家庭暴力法》等宣传资料的发放；利用妇联半

成任务率１２４？？？注关心关爱两癌妇女和贫困

年工作总结会议、陇原巧手技能培训班、苦水玫

母亲。录入全国妇联系统＂两癌＂救助患者１１８

瑰节等契机，开展＂姐妹们行动起来，捍卫家
庭、远离毒品＂为主题的禁毒动员会；多次组织
乡镇、村妇联主席和巾帼志愿者队伍，在县乡村

名，争取全国妇联＂两癌＂救助金４１万元，为符
合条件的陈珍等４１名贫困母亲每人发放１万元。
为６０名城乡贫困（分一、二、三类）＂两癌＂患

开展＂拒绝毒品进我家，创建文明新永登＂为主 病妇女发放３万元的慰问金。
题的禁毒知识宣传教育活动，发放宣传材料９０００
余份、宣传袋４０００余个；与县人民法院携手建立 领导名录
诉前联动纠纷解决机制，成立永登县婚姻家庭纠
纷调解委员会。２０１９年，接到来信来访来电案件

主席兼支部书记 吴桂贤
副 主 席
第 高春秀

１００余起，利用１２３３８妇女维权热线，认真处理 兼 职 副 主 席
妇女来信来访，积极为来访者进行心理疏导、法
律咨询、援助，督促和配合有关部门加强侵犯妇
女权益重大案件的查处力度，切实将矛盾纠纷解

决在当时当地，信访结案率达到９０？？？制发放

《妇女儿童法律知识手册》１．５万册。

张爱萍

（刘世香）

残疾火联合会
【概况】 永登县残疾人联合会成立于 １９９１年
（以下简称残联），成立之初由永登县民政局代

【＂两癌＂工作】扎实推进农村妇女＂两癌＂检
查工作，及时制定《永登县农村妇女＂两癌＂检
查工作实施方案》，联合县卫计局制定２０１９年农
村妇女＂两癌＂检查工作年度计划，在县财政十
分困难和紧张的情况下，按照比例配套６２．７万元
检查费。签订＂两癌＂检查目标责任书，多次召
开＂两癌＂普查工作宣传动员会、推进会，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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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１９９８年１２月，根据中央关于残联机构改革
的要求，经县编委批准，永登县残疾人联合会与

县民政局分设办公，升格为科级单位，为县政府

直属事业团体。现有编制７名，在职正式干部５
名，均为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干部。

【数据统计】永登县现有各类残疾人３４３６９

人民团体
人，占总人口的６．８９？？已办证人员１６４２２人，

其中，持肢体残疾证 ８６８１人，持视力残疾证
２２９７人，持听力残疾证１５９３人，持言语残疾证
１１３人，持智力残疾证 １０７８人，持精神残疾证

行落实，覆盖面达到１００？？医保方面∶适当上
浮残疾人住院的政策内报销比例，上浮后城镇职
工医疗保险对残疾人住院的政策内报销比例不得

低于９０？？

１１４３人，持多重残疾证１５１７人。

【民生工程】 组织开展精准康复、重度残疾人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认真组织
学习，制定学习方案和集体、个人学习计划。集
中开展主题研讨，通过会前自学、撰写研讨材
料、中心发言、成员交流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深里走、往心
里走、往实里走，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增强党性、
提高能力、改进作风、推动工作上来。１０月，班

护理补贴、特困生活补贴、７０岁贫困残疾人生活
补助、机动轮椅燃油补助、领导结对帮扶慰问等

多项民生工程，使全县８８２８名贫困残疾人得到不
同程度的帮扶。开展＂包推帮＂和＂走转改＂专
项行动，深入各个村（社区）对２０１９年残疾人入
学、康复、脱贫等情况开展调查工作，彻底了解

残疾人所需所求及现状。

子成员以＂残疾人精准康复工作情况＂＂残疾人
精准脱贫工作情况＂为调研课题，结合职责分工

【动态数据更新】 ７月底，省残联进行培训结

深入基层开展调研。取得详实数据后撰写调研报
告，召开调研交流会。通过召开征求意见座谈

束后，县残联着手开始准备工作，调查对象为全
国残疾人人口基础数据库中登记并持有第二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残疾人，重点了

会、设置征求意见箱、填写书面征求意见表等方
式征求关于对残联领导班子和班子成员＂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意见，取得意见建议１２
条，建立检视问题整改台账。积极宣传主题精
神，努力营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活动

解各类残疾人在生活救助、社会保障、康复服
务、辅具服务、接受教育、就业扶贫、住房保

浓厚氛围。
【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活动】 营造喜庆氛围，悬
挂五星红旗，极力突出＂中国元素＂，对国庆活

动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多阶段的宣传，弘扬了
爱国主义精神，引导残疾人积极参与，关注支持

国庆工作。积极参加国庆文艺活动，单位工作人
员参加＂我和我的祖国＂永登县庆祝新中国成立
７０周年歌咏比赛，获得第三名。

动态数据更新培训会

障、权益维护等方面的现有服务状况、托底服务
【残疾人服务保障】 把残疾人＂两个体系＂建
设纳入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持以提高保障
水平和服务范围为抓手，以新农合、新农保、低
保、危房改造为重点，以兼顾残疾人医疗康复、
教育就学、住房保障、文化维权为保障，加大工
作力度，狠抓工作落实，有力推动全县残疾人事

业健康发展。低保方面∶全县城市重度贫困残疾

需求等内容。９月３日—６日，对２１０个乡（镇）、
村专职委员进行培训后开展入户调查工作，村
（社区）残协完成入户调查率１００？？对１６１９８名

持证残疾人进行表册填写工作。通过多问、多
听、多看的形势进行填写调查表，做到不遗漏一
个残疾人。９月中旬，各乡镇安排部署乡镇专职
委员收集调查表采取边入户边录入和统一录入两

人低保金一律按高于全县平均水平２０？？标准进 种模式开始录入，完成残疾人专项调查录入

·１２９

承登年鉴（２０２０）

１４８２７人。

的。落实东西部协作扶贫贫困残疾人扶贫项目资

【社会保障】 将符合条件的贫困残疾人家庭列
入城镇和农村低保范围，同时积极开展救助救
济，动员组织社会各界开展送温暖活动，在元
旦、春节期间，走访慰问贫困残疾人１６４户。国

庆节后市残联理事长孔令利、副理事长孙晓军，

金２０万元，分别对武胜驿镇等９个乡镇１０１户建
档立卡残疾户的高原夏菜、中药材种植、温室大
棚及建档立卡残疾户养殖户进行帮扶，促进贫困

建档立卡残疾户的增收，残疾人年均增收１６００元
以上，发挥十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争
取 １５万元项目资金扶持永登县国香园牡丹种植农
民专业合作社和永登县鸿宇种植养殖残疾农民专

县统战部领导，副县长刘立善等领导同志走访慰
问全县４０户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把党和政府的 业合作社残疾就业扶贫基地，扶持辐射带动残疾
关怀送到贫困残疾人的家中，使全县贫困残疾人
的生活问题得到有效保障；为２２３０名重度贫困残

人户８０户。

疾人发放护理补贴、为３９７０名贫困残疾人发放困 【残疾人康复领域】 依据《兰州市人民政府关
难生活补贴、为１９６３名７０岁以上贫困老年残疾 于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出台
人发放老年残疾人生活补贴、为４３０名残疾人发
放残疾人燃油补贴，减轻残疾人家庭负担，改善
其生存状况，＂四项补贴＂共计发放７１８．３４万

符合永登县实际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实施细则，
对符合条件的０～６岁视力、听力、言语、肢体、
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应救尽救，转介、

元；为切实解决城乡重度残疾人的缴费困难，县 救治残疾儿童６１名；完成２０１９年省政府为民办实
政府决定，对重度残疾人实行特惠政策，每人每 事项目，为有需求的残疾儿童提供康复训练、辅
年由政府代缴１００元养老保险金。全县有７３５６名

一级、二级重度残疾人享受政策代缴的每人１００
元的养老保险费，累计代缴养老金７３．５６万元。

助器具适配等服务；协调配合永登县三元堂医
院、甘肃省康复中心、兰州市中医脑病康复医院
等医院开展精神病、脑瘫、癫痫、脑梗塞、视

力、听力、肢体等疾病的康复筛查建档工作，共

【脱贫攻坚】 县残联负责联系大同镇高岑村及 计筛查建档残疾人１２７名；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
该村３０户贫困家庭。采取为＂帮扶村＂出实招、

康复工程，使全县４５２２名残疾人得到不同程度的

抓项目、见效益，为＂帮扶户＂选项目、强基 康复和服务；完成精神病患者免费发药治疗７５
础，抓培训、谋长远的工作思路。将有创业想法

的列入残疾人创业扶持项目，通过农业增加收入

人、假肢安装３１例、智力残疾儿童康复训练６０
名；免费配发辅助器具６７６件，配发助听器 ５０

的，帮助调整农业种植结构，达到长期脱贫的目

个，配发轮椅１２８辆，配发盲杖７０个，配发助视

永费县残联
＂做益彩红 扶药助残＂

器７８个，配发电动轮椅９０辆，配发拐杖２６０根。
通过县乡村医疗机构完成残疾人支持性服务

３６８０人。

公益项目报胺仪式
【残疾人就业】组织实施扶持就业和再就业工

作，努力克服市场因素对残疾人就业工作的不利
影响，多渠道、多形式安置残疾人就业，有力促
进全县残疾人就业工作。２０１９年，共安置残疾人
就业１７０人，其中，永登县国香园牡丹种植农民
天津市对口帮扶＂微善彩虹、扶贫助残＂公益项目

捐赠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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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合作社和永登县鸿宇种植养殖残疾农民专业
合作社残疾就业扶贫基地安置６０人，其他就业
１１０人。通过自主办班、委托培训、残疾人远程

人民团体
教育培训等多种渠道，培训残疾人２２１人。５月

１４日、１５日举办农业种植技术及训练康复知识两
期的培训，累计培训农村残疾人１６５名。认真贯

彻《甘肃省盲人保健按摩行业暂行管理办法》和
全省盲人按摩工作会议精神，把保健按摩作为盲
人就业的第一选择，积极扶持，规范管理，使更
多的盲人走上就业之路。

【宣传残疾事业】 组织开展第二十八次＂全国

助残日＂，紧紧围绕＂自强脱贫，助残共享＂这
一主题，组织开展以宣传、捐助为主要内容的系
列活动，把助残日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在全县

范围内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５月１９日，在县委
广场举行捐助仪式。现场为５０名视力残疾人捐赠
助视器，为１１０名重度肢体残疾人捐赠轮椅，为

５０名视力残疾人捐助盲表、为５０名视力残疾人
捐助盲杖、为２６０名肢体残疾人捐助拐杖，并邀
请县医院、县中医院等多名医师及盲人按摩医师
现场开展义务就诊、义务按摩等活动；在《永登
县手机报》以及省残联网站等新闻媒体上登载残
疾人工作信息３５篇。编写《永登残联信息》３５

期，及时报道全县残疾人事业的发展动态。在兰

＂五个一＂ 文化活动
加一次文化活动，惠及残疾人２４０人，从而完善
残疾人文化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满足广大残

州市残联举办的＂首届残疾人跳棋比赛＂中，永 疾人日益增长的文化服务需求，让广大残疾人精
登县残疾人把多万参加比赛获得三等奖。组织残 神更加愉悦、社会更加和谐，增进他们的幸福
疾人参观在文化馆开展的＂兰州市第三届残疾人

感、获得感、安全感。

书画摄影精品展＂活动。

【队伍建设】 结合全县＂效能建设＂活动的开
【残疾人教育】 巩固和扩大随班就读工作，提
高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２０１９年，随班
就读学生 ４６名、送教上门１６名、特教学校６２
名。对２０７名义务教育阶段残疾学生，１２名学前
教育残疾学生，８４名高中、中专残疾学生，１２８
名大专、本科、研究生学生及残疾贫困家庭子女
进行资助，发放资助金６６．２７万元，将资助对象
重点向接受中高等教育的残疾学生转移，使他们

展，加强残联干部队伍建设。按照县效能建设活
动领导小组的要求，认真组织实施，完成规定动
作，创新活动载体，着重在解决实际问题、破解

发展难题上下功夫、见实效，努力增强学习意
识、责任意识、创新意识、实干意识和大局意
识。活动的开展提高残联干部学习专业知识、调
查研究、政策转化、创新干事和抓好落实五个方
面的能力，真正达到锤炼干部、提高素质、转变

顺利就学。

作风、促进工作的目的。加大各级残联干部业务
培训工作，举办康复工作培训班１期，专项调查

【＂五个一＂文化活动】 开展基层残疾人＂五个
一＂文化活动，组织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读一本
书、看一场电影、游一次园、参观一次展览、参

培训班１期，共培训４８０人次。县乡村三级残联
理事长、专职委员先后参加省市县残联举办的业

务培训班。通过培训，全县残联干部的政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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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坻区残联为永登县帮扶捐赠轮椅１８辆，帮扶
社区全部配备了残疾人专职委员，并全部纳入公 ６０００元为３名建档立卡残疾人安装假肢；天津市
和业务水平明显提高。经过努力，全县各乡镇、

益性岗位。为全县２１０村（社区）配备残疾人专
职委员，每人每月落实贴助不少于２００元。９
月，县盲协组织盲人按摩师到民兵训练营为民兵

义务按摩，并带去慰问品，活动结束后盲协召开

座谈会。
【东西部扶贫协作总体部署】 积极落实两地政
府扶贫协作协议，与宝坻区开展全方位、深层次
协作合作，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根据宝坻区
残疾人联合会扶贫协作帮扶永登县残疾人工作框
架协议书，宝坻区残疾人联合会和永登县残疾人
联合会在＂十三五＂协作帮扶期内，根据协作帮
扶工作的要求，宝坻区残联以实物支援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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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联和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联合甘肃省启动
２０１９年＂微善彩虹扶贫助残＂公益项目，为永登
县捐赠玩具足球１２００个、架子鼓２３件、钹（配
件）２５５件、布料２１４米等扶贫助残物资，价值
达１３．３６万元，有效提高永登县残联的残疾人康
复能力和水平，切实加快残疾人融入社会、同奔

小康的进程。

领导名录
长 张长河
理事长

副理事长 龙文忠

（赵继纲）

法治 军事

法治军事

的行
ｕｏｇｏＸｒｙｏｎｕＶｅｇｒｘ

品ｕ权ａＨ６ｗｘ评…０ｗ

检察院
【概况】 永登县人民检察院内设８个正科级建
制机构，即∶办公室、政治部、第一检察部、第
二检察部、第三检察部、第四检察部、第五检察

＂小手牵大手＂模式，向全县１７６所学校进行法治
宣讲，覆盖学生５６３３１人次。积极参与兰州市委
宣传部组织的扫黑除恶宣讲活动，抽调宣讲员分
别深入各乡镇、村（社区）、学校、监管场所、

驻永企业、宗教场所、工地、公共娱乐场所等地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讲会共６５场次。

部、综合业务部。人员编制５２人，实有人员４５
人。院领导职数７名，其中，检察长１名，副检
察长３名，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２名，纪检组组

【职务犯罪】 与县纪检监察机关会签打击＂关

长１名。

向移送反馈机制，实现与无缝对接、同步介入、

系网＂＂保护伞＂工作协调联动制度健全线索双
形成合力，将扫黑除恶＂打伞破网＂工作贯穿到

【受理案件】 ２０１９年，全院以＂六项重点工
作＂、核心业务数据为抓手，聚焦＂四大检察＂，

办案全过程。坚决落实＂一案三查＂＂两个一
律＂要求，建立检察长、副检察长亲自推进工作

做好＂十项业务＂。严格审查事实证据，全年受

机制，排查发现涉嫌＂关系网＂＂保护伞＂的线

理提请批准逮捕各类刑事案件１０５件１５４人；受

索３件。组织对已办结的涉黑涉恶案件逐案＂回

理移送审查起诉各类刑事案件２３０件３１８人，有
诉前检察建议１８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头看＂，对要求落实不力的案件立行立改，深挖
彻查黑恶势力背后的＂关系网＂＂保护伞＂和腐
败问题，解决＂见黑见恶不见伞＂＂重案轻伞＂

案件１件。

＂大黑小伞＂的问题。

【涉恶案件】 ２０１９年，审查逮捕阶段提前介入
公安机关涉恶案件１件，审查起诉阶段提前介入
２件，针对案件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提出侦查取证

【公益诉讼】 继续针对食药领域、国有资产和
环境资源类等方面多角度开展工作，全年办理线
索４０ 件，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 １８

意见，公安机关全部采纳。受理提请批准逮捕案
件７件２３人。其中，以涉恶团伙批捕５件１９人，

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１件。通过
案件办理，督促整改关停洗砂点５６个，拆除违法

效回应人民群众的平安需求。发出行政公益诉讼

以普通刑事犯罪批准逮捕２件４人；受理审查起 建筑４５００平方米、恢复治理植树２７８．６亩、恢复
诉案件４件１５人；县法院以普通刑事案件作出生 草原植被７０亩、河道清理垃圾２万方、清理砂石
效判决案件１件２人； 以涉嫌恶势力团伙提起公

堆料３２万余方。以公益诉讼为手段，在保护祁连

诉３件１３人。截至１０月底，排摸发现涉嫌黑恶势

山生态环境方面，获得良好成效。特别是在省、

力犯罪案件线索３４件，按有关规定移交省扫黑办 市院部署开展＂携手清四乱，保护母亲河＂专项
和县扫黑办处理。其中，１２条线索收到核查回 行动以来，＂四乱＂重点领域的清理工作初见成

复。继续开展＂法治进校园＂巡讲活动，推广 效，相关违法者停止生产经营，接受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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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破坏的生态环境正在逐步恢复。河桥镇王海林
砂场恢复种植树木近１８亩；河桥镇河桥村大通河
流域康德山砂场河道已经清理恢复，沿河栽种树
木；树屏镇大天源建材市场洪道内的违规建筑被

拆除，河道得以疏通。
【优化营商环境】 与县工商业联合会联合召开
永登县＂维护民营企业、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
动部署动员大会并印发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成立

见＂，扎实推进＂３＋１＂冲刺清零行动，和脱贫人

口＂回头看＂工作，结合地方实际为帮扶村在机
井维修、排洪清淤、道路硬化等基础建设方面积
极立项，多方筹措资金解决发展困难；加强政策
宣传、资金支持和监督检查，开展集中惩治和
加强预防扶贫领域职务犯罪专项工作，督促涉
农部门依法廉洁行政行事。特别在批准逮捕孙
能国涉嫌＂村霸＂犯罪案件中，检察长亲自办

以杨树瑛检察长为组长、永登县工商联张月玲主

理，发挥示范带头作用，积极履行法律监督职
能，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取得良好的政治、法

席为副组长的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及工作小组。根

律、社会效果。

据市院《关于做好＂维护民营企业、优化营商环

境＂专项行动＂走访摸排＂阶段工作的通知》， 【意识形态】 建立健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以上门走访、绿色通道、检察保障为依托，完成
６５家企业的走访，搜集线索３件；举办＂检察护
航民企发展＂主题检察开放日活动，主动邀请民

对相关责任进行逐级明确。积极参与核心网络评
议工作，第一时间参与正能量传播，以正确价值
观、专业法律角度对网络文章、事件展开评议，

营企业家代表走进检察机关、认识检察工作、还

并与相关部门对接，实时掌握舆论走向。坚决防

与参加活动的民营企业家代表开展了座谈会，向

范打击邪教组织，重点在敏感时间节点加强信息

监管；利用＂两微一端＂等新媒体平台，深入推
民营企业、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的做法和取 进＂互联网＋检察＂的司法公开新模式，以＂传
民营企业家以及工商联参会领导介绍县院＂维护

得的阶段性成效。

递法制正能量，唱响检察好声音＂为目标，互动
式展现检察工作，对相关热点事件给予权威、明

确、专业的表态，切断谣言传播的触角。

２玉其长ｔ

检察开放日活动
【脱贫攻坚】 ２０１９年，永登县正式脱贫摘帽，
全院坚持以脱贫＂四不摘＂为原则，继续全面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及
＂深化脱贫攻坚，坚决攻克最后的贫困堡垒＂重

要指示，主动联系服务群众，帮扶村贫困人口仅

剩３户３人。紧紧围绕省院＂乡村振兴２２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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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治党】 坚持班子负责不松手、一把手尽
责不甩手、领导班子成员担责不缩手的工作措
施，形成人人担责、齐抓共管、有序推进的工作
格局；自觉把从严治党、治检、治警、治队的要
求贯彻落实到检察工作各个方面，始终对检察人
员违纪违法案件保持＂零容忍＂，全面排查清理

工作作风、责任担当、推进落实、遵章守纪等方
面存在的问题。狠抓规定、禁令的贯彻执行，重
点对工作秩序、会风会纪、公务用车、八小时以
外等方面开展检务督察，真正让铁规发力、禁令

生威。
【队伍建设】 认真开展守初心、担使命，以党
建、促发展教育，打牢思想根基，筑牢精神支
柱，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自觉
做到＂两个维护＂。按照＂守初心、担使命，找

法治 军事
差距、抓落实＂的目标要求，在全院干警中积

象棋比赛、拔河比赛等活动鼓励单位全体干警积

极、扎实开展学习教育、调查研究、对照检视和
问题整改，坚持集中学习和个人学习相结合，深
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三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甘肃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和两次视

极参与；组织全体干警观看国庆献礼影片《我和
我的祖国》，以此为依托，培养干警爱国主义精
神，宣传歌颂７０年来党带领全国人民取得的辉煌

察甘肃时的重要讲话，在此的基础上，结合学习

成就。
领导名录

讨论，开展主题电影观看、读书经验交流等相关 党组书记、检 察长 杨树瑛
活动。对照党章党规，进行了深学细照，逐条进 党组成员、副检察长 巨正祖
行对照检视，坚持把自己摆进去、把工作摆进
杨维清
去、把思想摆进去，仔细查找存在的问题，深刻
马德文
反思剖析问题根源，坚持问题导向、立行立改，
长期坚持。以实际工作成效体现主题教育成果。

党组成员、纪检组长 吴怀玉

党组成员、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 李得彪

（赵玉军）

法》院
【概况】 １９５０年１月，永登县人民法院正式成

立。内设机构１２个和基层人民法庭４个，审判综
合楼建筑面积８３１０平方米，内设８个审判科技法
庭和诉讼服务中心、诉前调解中心等。全院共有

宪法宣誓

中央政法编制７８人，工勤编制７人，实有在编公

务员６８人，干警中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６７

【推进司法改革】 全力履行司法检察职能，彰 人，占正式在编干警总数的９８？？
显机构改革成效。完成内设机构改革工作，并体

现出其价值，以系统性、整体性、重塑性的手段
使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总体布局实现刑事、民事、

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并行；努力做好十项职

能，履职尽责能力水平优化提升。

【审判工作】 ２０１９年，受理各类案件共６２１１
件，办结５６７４件，结案率９１．３５？？
受理刑事案件２５７件，审结２５２件，旧存１０
件，结案率９８．０５？？审结故意伤害、盗窃、寻衅
滋事罪６６案９９人。审结危险驾驶、交通肇事犯

罪案１００案。依法惩治合同诈骗、信用卡诈骗等
建设成果，坚持文化育检兴检，以精神文明建设 犯罪案件４案４人。审结毒品犯罪２０案２４人。审
【建设检察文化】 巩固＂省级精神文明单位＂

提供前进动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之 结妨碍公务犯罪案２案５人。审结受贿罪案２案２

际，举办了歌唱祖国大合唱活动、乒乓球比赛、

趣味比赛

人，并处罚金１０万元。审结涉恶犯罪案件３件１３
人，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２人，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６人；对６名恶势力犯罪团伙成员判处罚
金，摧毁涉恶组织经济基础。１１个业务庭坚持
＂打伞破网＂，把＂扫黑除恶＂与反腐败斗争相结
合，严格实行＂两个一律＂和＂一案三查＂，开

展３轮涉黑涉恶等线索全面摸排行动，共摸排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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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案件１６１２０件，全面对涉黑涉恶、＂关系网＂、
＂保护伞＂线索情况进行排查。收到和转办线索
２８条，其中摸排线索９条，及时移交县扫黑办；

委、市中院救助１２起案的当事人１７人，救助金

额７１．２万元。县法院救助４２案４２人，救助金额

１０．９３万元。

收到县扫黑办、市中院转办线索１９条核查完毕。
及时跟进司法建议工作，向有关部门发出司法建 【强化案件执行】加强与公安机关等成员单位
联系沟通，密切协作，形成移送查控、拘留惩
议７条，反馈３条。
受理民商事案件共３５３７件，审结３３１９件， 戒、侦查逮捕、审查起诉等相互衔接的联动机
结案率９５．８４？？审结离婚案５６６件、婚约财产纠 制，共同打击规避执行行为，多措并举打击有财

纷、赡养、变更抚养、继承等１４３件。审结追索 产却拒不履行的＂老赖＂。全年纳入失信被执行
劳动报酬纠纷、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劳务 人名单１０８０人，限制高消费２１１６人，司法拘留
合同纠纷案４２２件。审结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案件１１３件。审结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

５８案５８人，移送公安机关协助查找８９案，因涉
嫌拒执罪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２案２人。为落

纷及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５９件。审结土地承包经 实上级法院执行工作最新考核指标及＂三加一＂
营权转让合同纠纷、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 核心指标（＂三加一＂核心指标即有财产可供执
纷、农村建房施工合同纠纷案６６件。审结建设工

行案件法定审限内执结率必须达到９０？？？财产

程施工、租赁、运输、买卖等合同纠纷案６１２

可供执行案件终本合格率必须达到９０？？？行信

件。审结民间借贷案件６６６件。审结涉金融机构 访办结率必须达到９０？？？行案件执结率必须达
借款合同纠纷２９０件。审结供用热力、物业服务

到８０？？。县法院在案件基数落后的情况下，特

合同纠纷１２７件。审理破产案件４件。审查行政 别是法定审判内执结率和执行案件执结率落后的
机关申请的行政非诉案件１２９件，裁定准予强制 状况，加班加点，将案件指标压实到每位办案人
执行１２９件，结案率１００？？其中，自动履行执行
申请１３件。支持县自然资源局申请执行的对违法

员。将全院超执行期限未结的１７件案件和超长期

未结的２４３件案件提出明细，一一对应执行法
占地、违法建筑、乱采乱挖行为行政处罚案１２６ 官，千方百计做好执行结案工作。提取执行局

件。

＂三加一＂核心指标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法定审
限内执结率８９．９４？？？财产可供执行案件终本合

【脱贫攻坚】 全院在编正式干警全部参与脱贫
帮扶工作，党员带头，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帮扶
上川镇天山村、达家梁村、五联村、沙梁墩村资
金共３０万元，修建村委会等基础设施。抽调两名

格率 １００？？？行信访办结率１００？？？行案件
执结率８３．４８？？？中，除第一项仅存在０．０６？？

年轻干部挂职驻村，为脱贫攻坚贡献力量。帮扶

【＂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 按照省高院部署，

贫困户８８户、入户１０余次，宣讲政策，疏导情

【执行工作】 全年受理执行案件２４１７件，结案

顺利完成两个＂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建设中的
建机制、定规则。启用跨域立案、自主立案、网
上立案、登记立案、自主阅卷、涉诉信访、
１２３６８服务热线等功能为一体的诉讼服务体系，
为当事人减轻诉累及提高立案效率提供了保障。

２０３２件，结案率８４．０７？？结案标的总额２．１７亿

推进案件繁简分流，组建了速裁团队，实行简案

元。七件信访案件全部化解，依法执结张善叶与

快审、繁案精审。速裁团队运行半年以来速裁快

张玉香物权保护纠纷、郁宝山与王智海侵权责任

审 ３５０件，审理简单案件占院机关民事案件总数

纠纷及杜逸民与永登县城关镇北街十三社村民侵

的４５．８１？？

绪，协调问题。积极参与文明城市创建，搞好包
抓路段卫生，做好文明交通志愿者等创城活动。

权责任纠纷等长期信访的疑难复杂案。县委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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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外，其余三项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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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管理和审判监督】严格执行审判流程管

理规定，保持全年均衡收结案，杜绝突击收结案
问题的发生。注重审判质量，提升裁判文书制作

水平，注重审判效率，以＂控制增量、消化存
量＂为导向，坚决清理未结诉讼案件，做到收、
结案件良性循环。严把审限、结案关卡，严格审
限延长、中止、审限扣除、结案等环节的审批。
每季度结合上级法院质效通报，对本院各部门各
承办法官办案情况进行统计通报，确保案件动态
能及时反馈，及时监督。对久拖未决案件进行督
办，下发督办通知８份，保证案件按时审结。审
结全院各类案件３６４２件。对发回重审案件进行评

析，提高案件质量。加强司法公开，向＂中国裁
判文书网＂报送文书１８６０篇，通过中国法院庭审
公开网累计庭审直播５５７件，举办公众开放日，
增进社会各界对法院工作的了解、理解与支持。

加强审判监督，办理申请再审案件３件。

要求已经深入到干警的工作中。
【党的建设】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定期开
展警示教育，以身边人身边事教育干警。通过开
展重大事项报告、履职约谈、节假日短信提醒等
方式，筑牢廉政风险的防火墙。坚持挺纪在前，
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进行各类约谈共８
次，约谈８人，做到早提醒、早发现、早预防。
院监察室核查举报线索１３件，初核了解１２件，
暂存１件。先后选派２８名干警参加上级组织的培
训班，组织干警参加视频培训１０余次，受训人数
达３００余人次。以庆祝新中国成立 ７０周年为主

题，组织干警参加县上及全市法院系统演讲比
赛、文艺汇演、体育活动、升国旗、宪法宣誓等
活动，加强干警爱国主义教育和职业品格的养

成。

【队伍建设】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视察的

【基础设施建设】加大资金投入，对院机关大
楼及河桥法庭进行改造维修，更换院机关及四个

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坚决贯彻县委各项决策部

法庭办公设施，改善干警食宿条件，打造良好执

署，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确保正确
的政治方向。全力配合省委巡视工作，深入开展
反馈问题整改，开展专题讲座，教育引导全院干

法办案环境。购置安装安检门、手持探测器等高
科技安全产品，为法警业务工作的开展提供强有

力的保障。

警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健全机构】 按照省法院机构改革要求，县法
院１１个内设机构整合为８个，为确保改革平稳进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自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以来，围绕总
要求和具体目标，在学懂弄通做实、调查研究求
实、检视问题落实、问题整改抓实方面下功夫。
院党组及４个支部、７２名党员，按期参加主题教

行，院党组审慎对待被核减机构领导的分流安
置，将被核减机构领导的分流安置与内设机构负
责人的确定一并考虑。在县委、县人大的大力支

持下，在县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二十

五次会议上，依法任免１０名转任的庭长、副庭长

育，召开动员部署会２次，举办读书班５期，支 使得法院内设机构改革后的主要部门负责人配

部学习周１次，各党支部组织党员学习教育１２

齐。任命１名副院长和审委会专职委员。完成第

次，学习研讨３次，交流发言２１人次，调查研究
７次，检视问题共５７条，整改５７条。群众从各方
面反映信访的问题，有的得到彻底解决、有的部

三批４名员额法官的入额遴选工作。开展绩效考

核工作，制定不同类别人员差异化业绩考评办
法。择优选升三级高级法官３人，四级高级法官

分解决，有的矛盾得到了缓解，走上良性解决轨

２人。积极推进法官单独职务序列改革，上报１２

道。超期案全部办理完毕。通过主题教育的开
展，＂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

名一级及以下法官的按期晋升。依照新制定的人

民陪审员法，会同县司法局、公安局联合发布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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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告，完成两批次７７名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

数据分析、协作查线＂６大线索摸排渠道，通过

缓解审判力量不足，增加办案的透明度。

采取排查梳理、串并分析等方式，全方位深入挖
掘各类涉黑涉恶线索，深挖隐藏在案件幕后的
＂推手＂。收到各类线索３８３条，查结２９５条、查
结率７７？？其中，中央督导组下发线索８８条，全
部查结；市公安局转办线索７３条，查结４８条，

领导名录
党 组书 记、 院长

党 组 成 员、副 院 长

党组成员、纪 检 组 长
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

王文彪

郑希云

马廷理
桂国权
王 鄂

李积东
张国荣

查结率６６？？？上转办线索３１０条，查结２４４

条，查结率７９？？
利用微信公众号、网络、电视、标语横幅等

（徐文菊）

公要局

各种媒介进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在全县发
放张贴各类《通告》《公开信》等宣传材料６万余
份，悬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标语横幅１２０条，制
作喷绘４６个、展板３８块、ＬＥＤ屏３０处，开展集

中宣传活动３２余次，举办专题法律培训班７场
次。根据《兰州市公安纪检监察机关与扫黑办

【概况】 永登县公安局组建于１９４９年９月８

涉黑涉恶线索双向移送反馈制度》规定，建立

日，科级建制，领导职数７人，其中∶局长１

纪检部门与扫黑办、刑侦、经侦、治安、网
监、派出所等警种内部信息移送共享机制，对
全局近三年来的１６９起团伙案件（刑事案件４２
起、行政案件１２７起）全部进行跟踪调查和逐一
阅卷，切实杜绝民警为黑恶势力拉关系网、充

人，政委１人，副局长３人，纪委书记１人，副政
委１人。下设１９个所，有城关、中堡、武胜驿、
河桥、连城、铁家台、柳树、大同、龙泉寺、
红城、苦水、上川、树屏、民乐、通远、七
山、坪城１７个派出所和看守所、行政拘留所２

当保护伞等问题。

个监管场所。
【立案破案】 县公安局牢固树立＂三多变三
【专项行动开展】２０１９年，永登县公安局坚持

少＂理念，优化合成作战机制，加强资源、手

＂有黑扫黑、有恶除恶、有乱治乱＂的方针，紧
紧围绕＂一年打击遏制、两年深挖根治、三年长
效常治＂的目标，梯次开展＂亮剑＂＂挖掘＂＂清
扫＂＂夏季攻势＂＂陇风行动＂＂云剑行动＂等专

段、警力整合，坚持精准打击、规模打击、全线

项行动，切实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

展。全年打掉涉恶犯罪集团１个、恶势力犯罪团
伙４个、村霸２个，破获各类涉恶刑事案件４８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５７名，扣押涉案车辆２
辆，切实为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创造安全稳定的

社会环境。

打击、深入打击，深入推进打击＂盗抢骗＂＂三
打击一整治＂、命案攻坚、＂３·８＂专项行动、打
击电信诈骗、＂云剑＂行动等专项行动，达到震
慑犯罪和净化社会治安的目的。
２０１９年，局机关共接警５５５６起，同比下降
１．４７？？？刑事案件７６８起，同比上升１７．７９％；

破获刑事案件２８３起，同比下降１４．２４？？其中，
立刑事现案６６９起，同比上升１２．２５？？？刑事现
案１９２起，同比下降２３．５１？？？八类现案２１起，

同比下降３２．２６？？？八类现案１７起，同比下降
【扫黑除恶】 ２０１９年，是为期三年扫黑除恶专

１９．０５？？？类案件破案率８０．９５？？同比上升

项斗争的第二年，专项斗争进入深水区和攻坚

１９．５？？？＂盗抢骗＂现案４６４起，同比上升

期。县公安局集中资源打合成战、攻坚战，构建
＂上级转递、群众举报、常态排摸、警种挖掘、

２２．１１？？？＂盗抢骗＂现案 ８７起，同比下降
１４．７１？盗抢骗＂现案破案率１８．７５？？同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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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３０．１５？？？电信诈骗案件２２５ 起，同比上升

７４．４２？？？电信诈骗案件 ４６ 起，同 比上升

１１９．０５？？？信诈骗案件破案率２０．４４？？同比上
升２５．５９？？？立经济案件９ 起，同比下降
１８．１８？？？破经济案件７起，同比上升４０？？？
理行政案件１６１０起，同比下降２１．８４？？？查处
行政案件１１６１起，同比下降２７．４８？？
抓获上网逃犯 ６０名，其中，抓获＂云剑行

动＂上网逃犯２３名，第一阶段抓获１５名、完成
任务的１２５？？第二阶段抓获８名、完成任务的
１１４？？？抓获命案逃犯５名、完成任务的
２５０？？破获命案积案３起、完成任务的３００％；
抓获涉黑涉恶逃犯１名、完成任务的１００？？８月

刑事案件现场７０７起、非刑事案件现场２５起，实
际勘验录入率为９２？？？取痕迹物证１９５案，提
取率为２７．６？？其中，提取手印痕迹４６案６４枚、

提取率为６．５？？足迹痕迹９９案１２０枚、提取率为
１４？？工具痕迹２１案２８枚、提取率为２．９？？生

物痕迹１２３案２４１份、提取率为１７．４？？视频痕迹
２２案３２份、提取率为３．１？？？过ＮＥＣ指纹系统
比中认定省内案件９２起，其中，县局案件８起、
外地市案件８４起；利用ＤＮＡ比中入室盗窃案件４
起；采集录入有关人员十指指纹２５７２份，收集录
入ＤＮＡ血样１３２１份；法医受理伤情检验鉴定７３
起，检验尸体３３具，其中，命案尸体１具。

１５日，刑侦专案组民警整体作战、执着追凶、决 【＂黄赌毒＂案件办结】 制定印发《永登县公安

然亮剑，成功破获一起１３年前故意杀人案件，抓
获犯罪嫌疑人２名；１０月２５日，刑侦大队专案组

民警按照＂云剑＂行动部署要求，突出运用人脸
识别、图像比对、信息筛选、轨迹研判、网络侦
控等合成作战手段和科技信息战法，成功破获一
起 １８年前命案积案，将潜逃１８年已化名为＂张
军＂的命案逃犯蔡某某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呼

局严厉打击整治赌博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方案》，
共查处涉赌涉黄治安案件６起，其中涉黄２起、
涉赌４起，与去年同比下降７５？？？扫黑除恶整
治社会治安２０１９＂陇风＂集中行动中，县公安局

成功捣毁聚众赌博窝点１个，共抓获赌博违法行
为人２１名，现场缴获赌具扑克牌３８副、骰子３１

图壁县抓获；１１月２７日，通过亲情规劝、真情

粒、赌资３万余元，强烈震慑赌博违法犯罪活
动。查破一起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追回被拖

感化，成功敦促恶势力犯罪团伙逃犯龙某某投案
自首，圆满完成涉黑涉恶＂百日追逃＂专项行动

欠务工人员工资１３０２７９元，及时消除欠薪问题可
能引发的不稳定因素；深化打击食品药品农资环

目标任务。

境烟草领域违法犯罪专项行动，２０１９年，立案侦
破环境领域类违法犯罪案件８起，其中，非法占

【刑侦案件办结】 １２月３日，＂云剑行动＂专
案组民警在上级合成作战及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用农用地案件７起、非法采矿案件１起，采取刑
事强制措施 ８人；办理环境领域类治安案件 １

下，综合运用＂研判＋甄别＋行动＂追逃经验战

起，行政拘留 １人。

法，依托公安云搜索、１２９平台、人像比对等技
术资源，成功将漂白身份潜逃２３年的命案逃犯何
某某在青海省民和县抓获；１２月７日，＂云剑行
动＂追逃专班在上级合成作战及相关部门的大力
支持下，综合运用公安大数据、云计算、ＤＮＡ检
验比对等技术资源，缜密侦查、精准研判、强力

２０１９年，禁毒大队和各涉毒乡镇派出所按照

新一届局党委部署要求，全面对照各项硬指标和

硬任务，充分发挥缉毒破案、禁吸戒毒＂主力
军＂和＂排头兵＂作用，坚持＂大毒小毒一起
打、毒枭马仔一起抓＂和＂抑一老、防两新＂，
紧密结合＂一标三实＂双清行动和＂夏季攻势＂

攻坚、千里追踪，成功将潜逃２５年的命案逃犯张 ＂陇风行动＂等，最大限度地发现、收戒、管控
某某在嘉峪关市抓获。
吸毒人员，强力攻坚、综合施策，工作取得了显
刑侦部门通过全国刑专系统发布协查３６条、
办结２１８条，回报省侦查指令３５条、部侦查指令
１４条；勘验录入各类案事件现场７３２起，其中，

著效果。立禁毒现案３３起，同比上升４０．９１％；
共破禁毒现案２４起，同比上升３３．３３？？？获涉

毒犯罪嫌疑人４０名；缴获毒品海洛因３２９．４７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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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毒０．７克；查处吸毒人员１６６人次（滥用合成毒

品８人次），其中，决定强制隔离戒毒９５人、责

令社区戒毒７１人，新发现吸毒人员２１人。全县
入库吸毒人员共计１２４３人，其中，社区戒毒１１２
人、社区康复１４０人，社会面有吸毒史１１２人，
戒断三年以上人员６６３人，强戒９１人，在所在狱

５７人，死亡６５人，处置中３人；社区戒毒（社区
康复）执行率为１００？？？外县区查获吸毒人员

传禁毒和防邪知识，当好＂普法宣传员＂；组织
群众做好防盗、防火、防骗、防拐及治安巡逻工
作，当好＂治安防范员＂；对本村公民建立人口
协管档案，做好流入人口、流出人口登记工作，

当好＂人口协管员＂；及时调处家庭邻里纠纷，
协助派出所做好教育疏导工作，做到第一时间介
入、第一时间控制，当好＂纠纷调解员＂；及时
获取不稳定因素、违法犯罪线索等情报信息，当

４７人，被外县区查获贩毒人员１９人。８月１２日， 好＂情报信息员＂；掌握辖区劳释人员底数，关
禁毒专案组民警鏖战攻坚、合成作战，成功破获 注其思想动态和生活表现，组织群众实施帮教，
一起重大贩卖毒品案件，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员

３名，缴获毒品海洛因９６．９克、毒资 １８５００元，
切实斩断一条伸向永登县的吸贩毒通道；１０月２８
日，县公安局大同派出所、禁毒大队根据县局统

当好＂帮教转化员＂。２０１９年，治安户长协助民
警登记流动人口２８１８１人，新登记７５４人；办理
居住证３６７张。登记出租房屋２２５７户，新登２５
户。为民警提供违法犯罪线索３７条，协助民警破

一部署，成功破获一起贩卖毒品案件，抓获犯罪
嫌疑人员１名，缴获高纯度毒品海洛因２００．１克。

获刑事案件１１起、查处治安案件４９起，打击处

【社区治安】 １７个公安派出所按照＂枫桥式公

个，协助调解村民矛盾纠纷２２１起，示范带动作

理各类违法犯罪人员１５名。治安户长在＂一标三
实＂双清工作中协助派出所清理＂僵尸＂户口６２

安派出所＂创建要求，坚持警务围着民意转、民

用发挥良好。

警围着百姓转，认真落实＂１＋Ｘ＋Ｎ＂联勤机制，
努力把派出所打造成平安建设桥头堡、社会治理
排头兵、群众工作先锋队。各派出所依据辖区社

２０１９年，１７个派出所顺利通过省厅和市局组
织的＂一标三实＂攻坚阶段考核验收，转入常态
化数据维护。３月，局＂一标三实＂专班抽调部

会治安、人口数量、道路交通、行政区划等实际 分派出所精干警力，对全县派出所８９名社区民警
情况，将原有的１１２个警务区重新划分整合为８９ 逐人进行实地交叉抽查验收，针对存在的＂漏登
个警务区，并按照社区民警占派出所总警力６０％
的标准要求，配齐配强社区民警，由原来的７４名

增加到８９名，达到省厅和市局＂一区一警＂的配

漏采＂＂数据差错＂等问题，及时组织整改。４
月，组织１７个派出所进行省市县三级网上数据抽
检全部顺利退出省厅攻坚阶段网上考核。全年完

备标准；报请省厅批准命名＂刘显亮警务室＂
＂赵克星警务室＂＂王生涛警务室＂３个以社区民

成＂一标三实＂双清任务１１５０４５人，采集录入
＂一标三实＂标准地址 １５５４８３ 条，实有人口

警名字命名的警务室，激励社区民警扎根基层。

３４５１６４条、实有房屋１３８５９５条、实有单位９８９５
条，合计信息６４９１３７条。５月１７—１９日，省公安
厅＂一标三实＂实地交叉验收考核组对县局城关

县公安局铁家台派出所践行新时代＂枫桥经

验＂，被《中国日报》、中宣部《学习强国学习平
台》等多家中央级新闻和网络媒体宣传报道；４
月２４日，《人民公安报》（第六版）报道县公安局
七山派出所民心警务工作。围绕新时代＂枫桥经
验＂的＂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
位＂的工作目标，大力推行＂治安户长制＂。

和武胜驿两个一级派出所进行实地检查验收。

【证件办理】 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政策，把群众

中心户长２００人、治安户长１１２０人。治安中心户

反映的公共服务＂堵点＂＂痛点＂＂难点＂作为改
进工作、优化服务的着力点和突破口，全年为群
众办理《准迁证》５９６件，登记核查军人身份证
号码５８人，核查比对照片１９人；跨地域核查准

长和治安户长积极向辖区群众宣讲政策法规，宣

迁证５４７条，核查迁移证２１２８条；受理出生登记

２０１９年，全县１６个乡镇１７个派出所共聘任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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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０７人，死亡注销１２９２人；户口迁入１９４８人， 局１７个派出所公务用枪管理工作进行全面检查，
恢复户口１４人，户口迁出２４０６人，删除重复户
口２３５人；变更出生日期５人、民族１人、姓氏７

发现共性问题２处，全部整改完毕。１２月１９日，
红城派出所按照公安机关安全生产暨危险化学品

人；变更副项信息２２８９７条次；受理居民身份证

烟花爆竹领域集中整治工作部署要求，及时查处

９０７７人、临时身份证１６００人。４月，推出＂全国
通办＂便民新举措，彻底实现＂全国各地都能
办＂＂内地居民都能办＂＂出国出境证件都能办＂

一起非法运输、销售烟花爆竹案件，收缴各类烟

花爆竹１１７箱，行政拘留违法行为人２名，切实
把公共安全风险隐患预防化解在萌芽状态。

＂团队旅游签注自助办＂；推行＂国家移民局政务
结合＂夏季攻势＂＂陇风行动＂＂云剑行动＂
服务平台＂＂国家移民局ＡＰＰ小程序＂为群众提 等工作，紧紧围绕１８类涉黑涉恶线索，重点加强
供２４小时网上服务，使群众足不出户就可以进行 五个市场整治、安全隐患排查、涉黑线索摸排等
证件预约申请、办理、进度查询、出入境记录查 工作，突出各项清查重点和＂打财断血＂＂打伞
询等功能，真正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 破网＂＂深挖根治＂工作措施，点线面结合、打
跑腿＂。２０１９年，受理护照１０６５人、往来港澳通
行证５７５人、往来台湾通行证１９５人；二次签注
４６人，异地办证２４人；国家工作人员办证２０

防控并举，深化巩固前期战果，净化全县社会治

安环境。２０１９年，出动清查警力４２００余人次、
警车１６００余台次，对全县２７３家行业场所，其

展提升素质能力、提升作风形象、提升服务质
量、提升工作效能＂四提升＂活动，取得工作

中，包括旅馆业１３８家、公章刻制业１家、典当
业１家、开锁业２家、娱乐场所１３１家进行定期检
查、突击检查和暗访检查；特别是对全县旅馆

＂零差错＂、队伍＂零违纪＂、群众＂零投诉＂的

业、网吧实名制登记和信息传输情况进行重点检

优异成绩；３月，荣获全县＂巾帼文明示范岗＂

查，严格督促落实旅馆业、网吧验证登记、访客

称号。

登记、可疑情况报告等管理制度，确保基础信息

人；接待群众咨询２７００余人次。办证服务大厅开

＂实名、实情、实数、实时＂录入并上传至相关
【公共安全】 ２０１９年，县公安局紧紧围绕＂抓 系统，坚决杜绝＂不登记＂＂非本人登记＂＂一证
重点、强责任、重治理、保稳定＂的工作目标， 多人登记＂等问题，期间查处娱乐场所内涉黄涉
全面强化危险爆炸物品安全管控工作，最大限度

赌治安案件２起（涉黄１起、涉赌１起），抓获违
法行为人１１名。结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防暴恐
专项行动，对全县辖区内２个市级内保重点单

消除安全隐患、堵塞安全漏洞，严厉打击涉枪涉
爆涉危违法犯罪活动，推动打击整治专项行动纵
深开展。检查涉爆单位２０家、涉枪单位３家；收
缴烟花爆竹４８４件、子弹５８发、教练弹５４发、电
雷管４发、土枪 １０支、黑火药０．２斤、匕首及其
他刀具１０７把、弩２把、雷管２枚、射钉枪１支。

位、３１７家县级治安保卫重点单位（其中企事业
单位２１家、学校幼儿园２７９家、加油站１７家）全

国庆前夕，按照上级业务部门部署和要求，将

主要时段校园巡逻守护、校园周边治安整治、校

＂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中依法收缴
以及辖区涉爆涉枪单位过期报废的危爆物品统一
上交市局治安部门，在指定地点用专业手段进行
集中销毁，切实消除治安安全隐患。其中，非法
枪支１９支、弩３把、管制刀具若干；过期报废电

园内部安全防范、法制宣传教育、涉校高危人员

雷管２６枚、子弹２４６５发；非法烟花爆竹４８０余

园持续安全稳定；加强输油管道巡护中队管理工

件。对永登县３家公务用枪单位进行安全检查，

作，配齐配强巡护人员２５名，设置输油管道巡护
治安室４个，组织治安、反恐部门警力联合石油

下发隐患通知书３份，全部整改完毕；对县公安

面开展检查整治。
继续深入开展服务民生五大行动，全面强化

排查管控以及严打侵害师生权益违法犯罪、维护
校园网络安全、校园消防管理、校园反恐防暴等
工作措施，坚决遏制发生影响恶劣的校园重大案

事件，切实增强广大师生的安全感，确保全县校

·１４１·

永登年鉴（２０２０）

管线未发生任何问题。１０月２５日，针对甘肃省

室＂进行督导检查６８次，下发各类隐患整改通知
书４５份；先后调整不合理的路口十字交通信号指
示灯８处，重新调整可临时停车路段５处，重新

人民医院发生的伤医事件，县局领导带领指挥中

调整并制作安装城市道路标示标牌２００处。全县

心、城关派出所负责同志一行，分别深入县人民
医院、县中医院等医疗机构，实地督导检查内部
安全保卫工作，并与医院负责人就强化警医联
动、提升内保质效等工作进行交流沟通。

共发生一般以上道路交通事故５８起，同比下降
３４．８？？？亡２０人，同比下降２８．６？？？伤６７
人，同比下降２３．９？？？产损失３１．３万元，同比

公司在输油管线和输油阀室开展反恐演练２次、

联合武装巡逻２４次，确保全县７９公里长的输油

下降１４．６？？交通事故四项可控指标均呈下降的

良好趋势。
【交通治理】 县公安局交警部门紧紧围绕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大庆安保，主动打好道路

交通隐患治理、重点车辆隐患清零、道路交通秩
序管控、严重交通违法清剿、交通安全警示曝光

【脱贫攻坚】 结合帮扶户实际情况，紧紧围绕
＂两不愁、三保障＂工作目标，逐户制定完善２７４
户贫困户的＂一户一策＂精准脱贫计划，并严格

＂五大战役＂，梯次穿插组织开展主干公路交通秩 抓好脱贫举措落实，先后组织帮扶责任人开展集
序整治、部门联合整治、集中统一夜查、重点车

中入户帮扶１２次，在春节期间组织帮扶责任人对

辆整治等行动，严查酒驾醉驾、超速超员、涉牌
涉证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保持严管重罚高压态

９０余户特困户开展访贫问寒送温暖活动，积极帮

势。共查处超员、超载、涉牌涉证等各类交通违

确保２０１８年度脱贫的１９２户５４７人贫困人口，顺

助帮扶户解决过冬过节、冬季取暖等问题，有力

法行为共计４．４万余起，其中查处酒驾类案件３１６ 利通过年初省、市组织的考核验收和第三方评估
起（醉酒驾驶８８起、饮酒驾驶２２８起），同比上 工作，确保２０１９年计划脱贫人员顺利通过县上考
升９０．３６？？？处涉牌涉证类案件３８７７起，同比
上升９０．１４？？？行政拘留 ２７６ 人，同比上升

核验收，完善仍未脱贫户帮扶措施，明确计划步

通违法处理率达到了９８？？上。

搜集、现场维稳安保、矛盾纠纷排查、外围警戒
执勤、驻地宾馆执勤、应急处突备勤等工作，圆

骤，确保帮扶户于２０２０年前全部如期脱贫。３月
６４．３？？？取刑事强制措施１６２人（刑事拘留７６ 下旬，永登县脱贫攻坚第三方评估工作开始后，
人、取保候审８６人），同比上升１５．７？１类交 按照县委、县政府部署要求，全力做好情报信息

【车辆管理】 ２０１９年，交警部门共办理车辆管 满完成了永登县脱贫攻坚第三方评估安全保卫任
理业务８７２９件，其中新车登记入户５９７辆、审验 务，赢得了上级领导和社会各界一致好评。１１月
车辆６６０７辆，办理驾驶员管理业务 ５４５７起，组
织交通违法记分驾驶人学习２６７５人次，各类隐患

初，通远镇捷岭村军地共建富民产业基地钙果种

车辆建档率均达１００？？各项交管业务均呈增加

趋势。同时，充分发挥县交委办职能作用，以乡
镇为单元，以＂路长＂为主力，各运输企业源头
管理行政部门积极发挥安全监管主体责任，明确

任务、全面推进，共督促检验重点隐患车辆２０３
辆、督促报废重点隐患车辆１７０辆；共排查道路
交通安全隐患路段７０处，及时排除６３处；组织
＂两站一室＂人员开展业务知识培训８次，联合各
乡镇开展交通安全专题宣传３５次，开展交通安全

管理专项联合执法２１次，对１６个乡镇＂两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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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通远镇捷岭村军地共建富民产业基地钙果种植
项目启动仪式，种植钙果树苗

法治 军事
植项目启动，县公安局主要领导和特警方阵队员

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恶势力

参加启动仪式，并与驻永某部官兵、县相关单位

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办理黑恶势力
刑事案件中财产处置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办
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
见》《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
意见》等，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一线民警更
好的适用法律提供支撑。

和部门领导及工作人员、通远镇社会各界及群众
代表一起共同种植钙果果苗，切实为通远镇捷岭
村脱贫攻坚担当尽责、助力添彩。

【执法提升】 按照市局党委＂执法提升年＂部
署要求，紧盯建设法治永登、打造法治公安的目
标，全面落实《兰州市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
实施意见》，着力提升公安机关执法公信力，在
全面深化、提档升级上下功夫，在抓住重点、攻
坚克难上下功夫，在深化改革、落实责任上下功

【执法监督、监管】 采用执法流程网上管理、
执法活动网上监督、执法质量网上考核的网上执
法办案新机制，按照＂先考评、后立卷、边结

案、边考评＂的要求，实行个案考评、网上点
评，实施＂一案一表一评＂，严格落实案件月评
查、季考核、年总结制度。法制部门共审核各类

夫，不断拓展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深度、广度，不
断提升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效能、效果。１２月 ２０
日，《人民公安报》（第三版）报道县公安局执法 刑事案件７３１起。
办案场所升级改造试点工作。
【基础设施建设】 依照甘肃省财政厅、甘肃省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９ 年，县公安局继续秉承 公安厅《关于调整县级公安机关公用经费最低保
＂抓执法就是抓业务、抓执法就是抓队伍、抓执 障标准的通知》精神，公用经费保障达到每人每
法就是抓形象＂的理念，按照新一届局党委部 年３．５万元。根据《县级公安机关基本业务装备
署要求，成立＂一把手＂领导为组长的深化执 配备标准》，县公安局共为基层和实战单位采购
法规范化建设领导小组，将执法培训、业务指 配备电脑５０台、彩色打印机３台、普通打印机２０

导作为法制工作重点，扎实稳步推进执法规范 台、碎纸机６台、高拍仪１台、传真机１台、照相
化建设；跟班县局＂扫黑办＂，抽调法制部门专 机６台、臂盾２０个、警用帐篷２个、电子天平１
人３名，通过法制支撑成功查破苏龙恶势力犯罪
集团、张超恶势力犯罪团伙、龙天伟恶势力犯
罪团伙、柳志强恶势力犯罪团伙等６０余起涉黑

台、反光背心９７套、国保专网手机１部、基础派
出所档案存放专用柜１３组、陈列柜３组、骑警服

涉恶案件，切实把事后监督变为事前监督、事

应急训练枪套２０套，夏作战服、作训鞋帽、战术
背心共计４１套，为警犬队５名训导员和５头警犬

中监督，保证办案质量。＂四中心两区域＂的执
法办案场所稳步运行，初步实现了＂安全、规
范、智能、监督、共享、服务＂六大职能。组
织全局４０名办案民警参加省厅新警综平台上线
运行培训，专门抽调２名民警负责新警综平台运
行维护；在公安网主页设立执法监督栏，下发
《警情（案件）网上监督情况通报》４０期、《执
法办案巡查情况通报》４０期、《执法记录仪巡查
情况通报》４０期、《案件周通报》４０期。同时，

１８套、禁毒办工作人员各类警用服装７套、反恐

配发训练装备３３种、各类训练服装１５套；采购

ＳＰ５００Ａ便携式现场物证勘查箱１套和紫红外数码

相机１台。完成业务技术用房建设项目正式投入
使用；县公安局列入＂十三五＂规划的项目９
个，其中，红城派出所项目基本完工、苦水派出

所项目粉刷阶段；拘留所建设项目验收完工；１１

月 ２０日河桥派出所业务技术用房奠基开工建设；
１１月２３日县局树屏派出所业务技术用房奠基开

更新下发《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修

工建设；正在选址项目２个，分别为武胜驿派出

改内容解读》、《甘肃省公安厅关于快速办理行

所、民乐派出所业务技术用房项目；计划原址修

政案件的指导意见》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建１个，为铁家台派出所业务技术用房项目；城

·１４３·

永登年鉴（２０２０）

关派出所准备搬迁至原公安局办公楼。改造升级

局机关食堂，配备厨师人员５名、管理人员３
名，保障民警辅警正常就餐，高峰就餐人员达
１３０余人，就餐满意率达８５？？上。
【建章立制】 全县公安机关和全体民警高举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全
面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公安工作会

予交警大队１名辅警开除党籍处分、解除劳动合

同。

对县局廉政风险防控工作进行清理排查，共

确定风险岗位６４个，确定职权目录９８条，确定

廉政风险防控岗位风险点２７２条，其中高级１２５
条、中级１３７条、低级１０条，制定防控措施２７２
条；全年共审核基层单位报审事前经费审核事项
９８个，报审金额总计２６７６７６２．９３元，核减金额总

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公安
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公安姓党＂这一根本政
治属性，坚持不懈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奋力开创新时
代永登公安工作的新局面。４月初开始，经县公
安局新一届局党委研究决定，在基层派出所推行

计８４２３８元；参加内部招标项目１０个，预报金额
７３２２９０．８５元，谈判或竞标成交价６９１１９２．４４元，
节约资金 ４１０９８．４１元；参与项目验收项１２个，

领导值班＂七必查＂制度，每日由值班所领导负
责，坚持＂环境内务卫生、警容风纪、枪支警械
保管使用、执法办案区管理、案件警情、内部管
理、窗口服务＂七个必查，在局机关推行每日早
操制度，教育引导广大民警强化日常养成，全面
提升公安队伍的＂精气神＂。制定出台《永登县
公安局禁酒规定》《永登县公安局开展辅警队伍

期报销制，从根本上解决燃油管理混乱无序的

项目总金额２７２５１１８元；县公安局纪委牵头，联
合警务保障室集中清零核销剩余油料卡，自
２０１８年起，全局实行派车制、公务卡刷卡后定

问题。

【上级文件转办】 ２０１９年，局指挥中心办公室

通过协同办公系统高效流转各级文件１５０６份，其
中，省厅文件１４３份、市局文件１３６３份；接收流
转纸质文件４９８份，其中，省厅文件８份、市局
文件１４９份、县级部门文件３４１份；接收流转密

清理整治及加强规范管理工作的实施方案》《永
登县公安局关于组织开展做早操活动的通知》 传文件３４０份；按规定流程印发文件１７４份；答
《永登县公安局纪律作风教育整顿活动实施方

复办结《１２３４５民情通》办件１８４件、《局长信

案》，推动队伍健康长远发展。

箱》８件、《督办工作》４件、《舆情核查反馈单》

２０１９年，通过集体约谈、个别约谈方式，先
后约谈科级领导干部７０人次，基层所队长工作约
谈民警２７４人次。对＂４·３０＂交警大队辅警酒驾
造成１死２伤交通事故的交警大队领导班子提醒
约谈１次。对城关、红城、武胜驿、连城等派出
所未及时补录相关案件全要素信息，导致严重影

２９件。
【形象宣传】 在永登公安＂两微一网一端＂和
＂抖音＂＂百家号＂发布原创信息共３１２条、转发
信息１１４５条，在各级电视、报刊和网络新闻媒体

刊载消息６３８条；组织全局９５名网评员完成省

响县公安局在全省公安机关合成作战基础工作交 厅、市局和县委宣传部拉练任务９７次，跟帖评论
叉检查总体成绩问题，河桥所、苦水所、交警大
队、刑侦大队民警对警情超期处置问题，对所在
单位负责人及民警集体提醒约谈１次；纪委对工

引导１６２３０条。４月２４日，局新闻办撰写的通讯

子１次。提醒约谈７人、告诫约谈５人、诫勉谈话
１人。县纪委分别给予２名同志党内警告处分，

出所创建》等微视频和微电影１２部，被省厅和市

给予１名同志撤销党内职务、降级政务处分，给

等警营文化主题活动和读书会６场次。

稿件《大山深处执着坚守、为民服务永不打烊，

永登七山派出所＂民心警务＂通民心》被《人民
作滞后或出现问题的单位负责人和民警及时开展 公安报》（第六版）采编报道。同时，采编录制
提醒告诫约谈工作，工作约谈河桥派出所领导班 《笑容》《爱心》《大山深处民警》《枫桥式公安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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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管理】 整理归档各类档案６４２卷，其中

夫妻异地分居情况摸底统计工作，组织２名同志

业务档案１９０卷、文书档案４５２卷；筹备各类会

参加全市公安机关民警子女暑期夏令营活动。认
真做好心理健康服务工作，先后组织开展心理健
康团辅活动４场次，协助市局开展心理健康团辅
活动１场次。认真扎实开展慰问优抚，按照市局
相关部署要求，在＂春节＂＂清明节＂＂七一＂
＂烈士纪念日＂等节假日先后４次走访慰问离退休
老干部及遗属、困难民警、困难党员和因公牺牲

议６２场次；签盖县公安局油印印章和电子印章

２．７万余件。
【办公、统计工作】 撰写起草方案、计划、总
结、汇报、请示、简报、快报、简讯、领导讲
话、调研材料等文稿１４６２件；统计研判每周、每
月、每季度、半年、各类专项行动以及阶段数据

民警遗属，走访慰问消防大队、武警县中队官兵

统计报表１２４ 份。

１次。

【民警生活】 县公安局按照市局维护民警执法

【警员待遇】 完成２５１人执法勤务警员职务套

权益＂四个第一＂要求，切实加强民警执法权益
保护，严肃追究袭警辱警人员的法律责任，坚决
维护国家法律尊严和警察执法权威不动摇，为民

改和２５人警务技术职务套改工作，完成２０８人执

警依法履职撑腰打气。同时，为保障公安民警依

法履行职责、行使职权，维护国家法律尊严和民

法勤务警员职务晋升和２４人警务技术职务晋升工
作，并积极推进工资套改工作。严格开展民警警
衔审批工作，先后为２０３人申报警衔，为１９名民
警办理人民警察证，及时、完整录入本年度警衔

警执法权威，县公安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调整人员的警衔信息。做好公务用枪持枪证年
民警察法》《公安机关督察条例》《公安机关维护

审、申办，完成５１人持枪证年审和７３人持枪证

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等法律法规，制定出台

申报工作。积极推进薪酬待遇政策落实，先后完

《永登县公安局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办法》。

成１７１人正常晋升工资档次、４１人正常晋升工资

２０１９年，办理维护民警合法权益案件８起， 级别，完成２７６人的工资套改、２０６人职务晋升
打击处理１１人（其中刑事处罚６人、行政处罚５ 套改、６人学历变更调资工作，为１３５名民警申
人），为１７名民警、辅警维护正当执法权益，确 报增加警衔津贴，为７２名退休人员调整养老金，
保全县公安队伍以更加高昂的士气投入工作。
２０１９年，落实公安部关爱民警３０条措施和《兰
州公安惠警暖警十项新举措》，持续深化医疗救

治＂绿色通道＂、异地双警家庭＂团圆计划＂等
爱警举措，科学合理调配使用警力，推进机关民
警支援基层工作常态化制度化，统筹安排好警务
勤务，认真做好民警辅警子女高考中考期间调
休、大庆安保维稳攻坚调休补休和＂八一＂期间

为２名同志调整岗位津贴和乡镇补贴，为１３２名

辅警工资重新计算确定工资，为３７６名工作人员
申报２０１８年度综合治理达标奖申报工作；完成

１６名新警人事、工资手续及７名新警人警审批手
续、６名同志退休手续。扎实推进反恐特警辅警
招录工作，积极协调完成招录辅警６９人的工作任

务。

退役军人调休半天工作，有力保证队伍张弛有 【年度获奖】 ２０１９年，县公安局评选２０１８年
度、劳逸结合。组织５１７名民警、辅警到兰州

＂美年达＂健康体检中心进行体检，组织开展
＂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为基层民警送上局党
委的关心关爱和防暑慰问品。为５８２名民警、辅
警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解决后顾之忧。做好

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为１３名同志发放慰问
金。抓好团圆计划，认真做好县公安局５名民警

度全县公安系统先进集体８个、先进个人４８名、
宣传工作先进个人１０名、优秀警务辅助人员 １８
名、＂好警嫂＂２０名；联合县妇联评选表彰２０１９
年度＂巾帼建功＂先进个人１６名，联合团县委评
选表彰２０１９年度全县公安机关青年岗位能手３０
名（＂扫黑除恶工作先锋＂５名、＂一标三实业务

能手＂７名、＂＂窗口服务之星＂３名、＂交通管理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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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能手＂５名、＂禁毒尖兵＂５名、＂执法规范化建

基层股、社区矫正股、安置帮教办，核定编制３０

设标兵＂５名）；县公安局办证服务大厅荣获了全

人，实有２９人；隶属事业单位永登县法律援助中
心，核定编制２人，实有２人；下属事业单位永

县＂巾帼文明示范岗＂称号，２名同志荣获＂兰
州好人＂荣誉称号。对工作业绩突出的３个集体 登县公证处，核定自收自支事业编５名；管理指
和２７名同志由县局予以嘉奖，对工作成绩优异的 导的律师事务所４家、司法医学鉴定所１家、法
城关派出所等４个集体在全局予以通报表扬； 为 律服务所 １２家。
１名同志向市局申报个人二等功、为１７名同志向
市局申报个人三等功，为３名同志向市局申报个
人嘉奖；经审核批准６名同志被市局记个人三等
功一次、２名同志被市局嘉奖１次，２名同志被省
厅嘉奖１次。强化典型选树，１个党支部、２名党

员、１名党务工作者获得市局＂两优一先＂表彰
奖励，组织开展县局＂两优一先＂评选表彰活

【全面推进依法治县】 按照中央和省市县机构
改革精神，司法局转隶组建后，紧扣＂一个统
筹、四大职能＂全新工作布局，认真履行全面依
法治县工作职能，提请县委召开永登县全面依法
治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委员会法律监
督协调小组、执法协调小组、司法协调小组、守

动，集中表彰４８名优秀党员、１０名优秀党务工 法普法协调小组人选，调整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和
作者和５个先进党支部。特别是，认真抓好大庆

副主任，明确工作职责，研究印发委员会、协调

安保战时思想政治工作，先后举行战时送奖仪

式，对大庆安保维稳工作中表现突出的１个集体

小组和委员会办公室＂两规则一细则＂。落实县
委全面依法治县委员会工作安排，印发《２０１９年

和９名同志进行集中表彰奖励；举办＂战地生日

全面依法治县工作要点》《关于开展法治政府建

会＂，深入安保一线为国庆节过生日民警庆生，

设示范创建活动２０１９年任务分解》，明确责任清

组织１００余名民警、辅警参加市局组织开展的
＂三位一体＂战时基层送教活动，并结合＂践行
新使命、忠诚保大庆＂实践活动，从严从实从细

单和时限要求。根据市委依法治市委员会《２０１９
年兰州市依法治市工作重点任务分工方案》，梳

理出２０１９年永登县依法治县重点工作任务８３
强化各项战时政治工作措施，坚决保障打赢打好 项。制定《２０１９年永登县依法行政工作要点》及
大庆安保维稳这场硬仗。
＂法治政府建设考核标准＂明确细化各项工作任
务。制定《２０１９年永登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学法

领导名录

计划》，落实＂一月一法＂学习，推动县政府常

局 长 贾 波（３月免）

务会议学法制度化常态化，县政府常务会议学法
９次。落实县政府常务会议学法＂一月一法＂小

王 剑（３月任）

政 委 刘增泉

册子１２００本，发放全县各单位同步学习。举办科

纪委书记 苜
苗钟策

级领导干部法治讲座２次，组织律师巡回各乡镇

副 局 长 巨兴俭

和单位举办以案释法＂法治大讲堂＂１６场次。

张延明
柳顺才

副 政 委 鲁瑞林

【执法资格审核】 根据机构改革和职能的调

（徐大明）

测法局
【概况】 永登县司法局内设办公室、县委全面

整，重新审核行政执法主体资格，为４４个部门和
乡镇申办行政执法主体资格证书。积极推进全县
行政执法第五轮换证工作，对８２２名行政执法人
员和行政执法监督人员开展网上培训，６０６名行
政执法人员进行执法资格考试。举办全县行政执
法信息公示网络平台操作培训会，各乡镇、各执

依法治县委员会办公室、公共法律服务管理股、 法单位６０余名信息员参加培训，行政执法单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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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执法案件信息及时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全县８６辆公交车显示屏宣传宪法。营造学习宣传

宪法的浓厚氛围。
【＂放管服＂改革】制定《２０１９年永登县深化
＂放管服＂改革实施方案》，根据《兰州市人民政
府关于公布市政府部门第十七批取消调整和下放
行政审批等事项目录的通知》要求，经县政府常
务会议研究，取消调整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共７
项，以县政府名义向全县各部门、各单位及社会

各界予以公布。严格落实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
查，认真落实规范性文件＂三统一＂制度，审查
规范性文件１件，及时向市上报备。充分发挥法
制审核在政府决策中的参谋助手作用，局主要负
责人和法制负责人参加县政府常务会议１１次、重
大事项决策会议４次，提出合法性建议和意见１８
条。加强行政复议和应诉工作，承办行政复议案
件３件，办结并在网上公示。支持法院受理行政

【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健全完善社区矫正中
心运行机制，制定下发《关于加强社区对象管理
工作的通知》。对解除矫正的３０７名人员及时衔
接，列入安置帮教对象；对实施监管教育的６４５
名社区矫正人员报到、汇报、请销假、变更居住
地、日常管理记录逐一清查，重点清查有无脱
管、漏管、重新犯罪问题；规范调查评估、刑罚
执行、教育矫正，审前调查评估２５７件，提请司
法机关特赦５人；为２２名建档立卡矫正对象协调
落实各项扶贫政策，防止和减少社区服刑人员脱

案件，尊重并执行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和裁

管和重新违法犯罪；落实社区矫正网格化管理制
度，组织社区矫正人员开展扫黑除恶警示教育和
爱国主义教育，加强社区矫正技术支撑，建成社
区矫正监管平台，为８９人（次）矫正对象佩戴监

定，承办行政应诉案件７件。

控电子腕表，手机定位５５６人；加强服刑人员和

刑释人员信息动态管理，落实重点帮教对象必接
【宣传宪法建设法治社会】贯彻省市关于宪法
学习宣传教育的精神，县委依法治县办印发《关
于开展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宪法的实施方案》，
按照＂谁执法谁普法＂第一批责任清单，将宪法
学习宣传列为行政执法机关开展普法工作的首要

任务、共同责任，并把宪法学习宣传作为年度普
法责任制考核的一项重点内容，通过建立责任提
示、定期报告通报等方式，督促指导乡镇、部门

制定落实宪法学习计划。全县各部门积极履行宪
法法律学习宣传责任，为全县科级以上领导干部
印发《宪法》《公务员学法》等宣传资料３０００余
份。与县民间文艺团体积极协作，深入乡镇举行
弘扬宪法精神法治文艺汇演７场次，现场接待解

答法律咨询４１０人次。充分发挥＂法制宣传一条
街＂的作用，筹集资金４．５万元，在国庆节前更
换＂法制宣传一条街＂宣传灯箱２００面。在县城
和乡镇主要道路，利用路牌、橱窗、标语、户外

必送措施，健全并规范工作档案台账，严防刑满

释放人员参与群体性事件、制造重大恶性案件，
接收刑满释放人员 ５０２名（其中监所释放１７５
人），衔接帮教率达到９８？？？取人社部门的支
持，对７名释放人员进行技能培训，并获得技能
操作证；做好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排摸，积极帮
扶困难服刑家庭未成年子女，走访困难服刑家庭
１３户；注重发挥远程会见系统，为进监帮教提供
方便快捷渠道，安排６名服刑人员家属与监狱服

刑人员进行了远程会见。
【＂枫桥经验＂化解矛盾】贯彻司法部关于坚持
发展＂枫桥经验＂、实现矛盾不上交三年行动方
案。举办人民调解业务培训班５次，１６个司法所
举办人民调解培训班２期３２班（次），基层调解
员业务素质不断提高。防范纠纷＂小转大、民转
刑、个转群＂，开展＂大排查、大调解＂专项活

显示屏、建筑围挡等载体，设置宣传宪法喷绘８０ 动，制定下发《关于开展＂大排查早调解护稳定
余面。在武胜驿富强村委会设置宪法宣传墙面喷

迎国庆＂专项活动实施方案》，特别重视和加强
＂民转刑＂命案预防和化解工作，切实将矛盾纠

绘５幅。县电视台每日在黄金时段播放关于＂宪
法精神＂的公益广告３次。与交发建集团协调， 纷预防化解在萌芽状态，筑牢维稳第一道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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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年，调处矛盾纠纷８４１件，调解成功 ８２５
件。春节和国庆节前夕，在全县开展拉网式矛盾

纠纷大排查，村（社区）级调委会一周排查一
次，乡（镇）调委会半月排查一次，重点做好复

范运行，加强现有人才的培养，解决公证员短缺

的问题，引进通过司法考试专业人员１名，围绕
服务政府、服务＂三农＂、服务金融、企业开展
公证工作，努力拓展证源，培育新的业务增长

杂疑难矛盾纠纷和积案、累案及易引发群体性事
件或恶性案件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充分发
挥＂一村一法律顾问＂作用，对于疑难复杂纠
纷，联合所在村法律顾问参与调解，发挥其专业

点，全年办理各种公证案件１４６０件；扩大法律援
助覆盖面∶深入推进法律援助广泛化、扩大化、
优质化、多样化＂四化＂建设，为建档立卡户开

性优势，提高化解效率。
【规范法律服务】遵循＂部门职能整合、平台

人、助力农民工活动，全年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６８７件；强化司法鉴定执业监管∶加强对信安司
法医学鉴定所的日常管理，开展鉴定文书质量评

资源一体、全面对接联动＂原则，投资６３．２万元

查，共承办鉴定案件１０５ 件。

建成集公共法律服务、社区矫正监管为一体的永
登县司法局指挥中心。建成１６个乡镇公共法律服
务工作站、２１２个村（居）公共法律服务工作

【法治扶贫】 为建档立卡贫困户送去＂七五＂

室，覆盖率达到１００？？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建立

律援助及农民工维权手册》３千余本。在重点开

＂领导干部公共法律服务接待日＂制度，每天有

展贫困村精准脱贫＂法治大讲堂＂行动，组织律

一名领导干部值班，面对面听取群众对公共法律

师深入重点贫困村举办法治专题讲座５场次，增

服务工作的意见建议，了解群众的知晓率、首选
率、满意率。２０１９年，接待群众８８０人次，接待

强贫困村干部群众的法治意识、法纪观念。开展
贫困村＂法律明白人＂培训行动。指导全县各司

法律咨询２１００人次。建立＂群众批评意见分析报

法所与＂一村一法律顾问＂在乡镇培训农村＂法

通＂绿色通道＂，做好法律援助惠民生关爱残疾

普法宣传系列《乡村学法读本》６０００余本、《法

律明白人＂４２０人。开展贫困村民主法治示范村
随时评价、随单评价，动态收集公共法律服务知 创建行动。指导贫困村依法完善基层组织建设、
晓率、首选率、满意率，收到群众评价意见建议 依法制定基层组织工作规章制度、村规民约和自
告＂制度，服务一次，服务对象评价一次，做到

１３０余条。
提升律师服务质量∶聚焦打好防范化解重大
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组织律

治规范，为贫困村管理、民生事务、生产经营等
活动提供法律意见，提高贫困村依法治理水平，
创建民主法治示范村３个。针对２２名建档立卡社

师深入１２家民营企业开展＂法治体检＂、法律咨 区矫正对象和１７２名安置帮教人员家庭，帮教小
询等服务６场次。公证处为民营企业提供融资贷 组和司法所联合乡镇党委政府积极协调帮扶单位抓

款公证事项３５件、律师为民营企业承办各类法律 好脱贫攻坚＂３＋１＂冲刺清零行动。开展贫困户法
事务４５件、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４１７件，依法 律援助在身边行动，为贫困户送去法律援助卡６００
讨回工资和索回各类赔偿２５６万元。落实２１２个 个，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承办法律援助案件８件。
村（社区）＂一村一法律顾问＂，建立法律顾问微
信群，推动法律顾问从面对面咨询解答到网上引

县律师信访值班制度》，参与县政府信访值班化

【扫黑除恶】 ２０１９年，组织司法所、法律服务
人员和志愿者开展扫黑除恶专题会议７次，举办
扫黑除恶业务培训５次，组织全系统干部参加扫

解信访案件１２件。狠抓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

黑除恶应知应会知识考试１次。局班子成员、股

试点，基本实现全覆盖，律师办理各类法律事务

室负责人和司法所所长分别签订＂承诺书＂。制

和诉讼代理案件１１３１件，担任法律顾问７８家。

定专项宣传方案，印刷扫黑除恶宣传册１万本、

导化解，设立律师调解室４个。制定下发《永登

激发公证活力∶指导公证处按照新的体制规 宣传彩页１万份，印发＂致刑满释放人员和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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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的一封信＂５０００份，下乡开展宣讲６５ 场

正警示教育培训班２期，组织司法所业务培训会

次。联合县检察院组成专门队伍，与基层司法所
干警一道先后３次深入全县２１２个村、社区，先

５次，３名业务骨干参加省市培训。教育干部加强
对行政执法、矛盾纠纷化解、社区矫正和对公共
法律服务等司法行政知识技能的学习，使全系统
干部全面熟悉司法行政业务，补齐职能整合后的

后对６４５名社区矫正对象和１７５名监所刑释人员
开展＂大排摸、大排查＂活动，重点排查刑满释
放人员和社区矫正人员有无参与＂非法集资、高

知识短板，提高干部的业务素质。

利放贷、非法拘禁、涉黄涉赌涉毒、涉枪涉爆、

扰乱公共秩序＂等违法犯罪行为的人员，与在册 【党的建设】 与各司法所、各股室、下属各单
的社区矫正对象和刑满释放人员签订＂无涉黑涉 位、律师所签订２０１９年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书，明
恶承诺书＂。举办律师扫黑除恶培训会２次，工作 确领导班子成员、各科室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工作责任制，细化分工，突出重点，认真查找岗
位风险点，制定岗位风险措施，每季度召开例会
进行工作部署，分管领导汇报主体责任落实情
况，做到业务工作和党风廉政建设一起抓、共落
实。在全系统扎实开展考学习、考业务、考创
新，查纪律、查作风、查担当，比典型、比奉
献、比成效为主题的＂三考三查三比＂活动，全

面提升司法行政工作人民满意度。落实《省司法

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３日，在良吉小区积极开展扫黑除恶暨

禁毒宣传活动

厅关于推进机关干部下沉司法所工作意见》，建
立干部帮扶联系司法所工作机制，机关干部结合
自身业务工作，下沉司法所相互学习提高，破难
点、创亮点，实现干部素质明显提高，司法所各

项工作全面推进的目标。

安排会议２次，要求全体律师严格按照《刑法》
《刑事诉讼法》《律师法》和＂两高两部＂指导意

【特色亮点】 全面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见等法律赋予的职权履行涉黑、涉恶等刑事案件
的办理。２０１９年，接县扫黑除恶办转办刑满释放
人员张某某涉恶举报信１件，经初步查证，建议
移交公安机关侦查。律师代理涉恶案件６件并及

建设，为企业和群众提供高品质公共法律服务。
全县２１２个村社区＂一村一法律顾问＂实现全覆

时进行报备，安排专人全程检查督导。

获取＂全、快、准＂的法律服务。依托县公共法

盖，在全县公共场所张贴＂１２３４８甘肃法网＂二
维码３０００张，让社会公众可以随时通过智能手机

律服务中心和乡镇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各级各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贯彻＂守
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通
过举办理论学习读书班、观看爱国主义专题片、
县委党校讲师讲专题党课、交流学习研讨等方
式，教育引导司法局系统全体党员、干部深学笃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履
行司法行政＂一个统筹、四大职能＂。积极参加
司法部和市司法局开展的＂司法行政大讲堂＂，
每月举行２次＂全员讲业务＂活动，举办社区矫

类人民调解委员会化解涉及民营企业劳动争议纠
纷、企地矛盾纠纷和劳动损害赔偿等矛盾纠纷５７
件，为民营企业提供融资贷款公证事项３５件，为
民营企业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４１７件，依法讨回

工资和索回各类赔偿２５６万元。律师为民营企业
承办各类法律事务４５件，推动促进民营企业依法
办企、依法经营、依法管理、依法维权。将法律
保护关口前移，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组织法律服务

团队深入企业开展普法宣传活动，举办＂以案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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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全县人民调解员业务培训会
永 登 雨司 法

业务培训
法＂法制讲座１６场次，现场免费提供法律咨询
２１００余次，增强民营企业普法获得感；组建律师
讲师团，开展法律进乡村、进社区＂律师大讲
堂＂活动，重点针对软弱涣散党支部、群访上访

武装都
【党委抓建稳中求进】 ２０１９年，武装部党委始

集中、遗留问题多等问题较多的村、社区，围绕 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基层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用现实生活中真实

的法律案例，以案释法，以法论事，深入浅出地

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着力固根

给群众上法律课。律师运用真实的案例，引导群
众在日常生活中要依法办事、遇事找法、解决问
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大讲堂还设置场咨询环
节，授课律师与群众互动热烈，现场群众表示这

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以安全为基础，
全面指导完成好部里的一切工作，２０１９年，被评

种＂接地气＂的普法方式，真正做到法律服务

【首长指导深入一线】 １月３０日，警备区温选
荣司令员、战建处黄诚参谋前来检查，听取工作

＂零距离＂；筹集和争取资金３４．５万元，在县城引
大路建成长达１．５公里的＂法制宣传一条街＂，利

为＂先进党委＂的荣誉称号。

汇报，对武装部全面建设给予充分肯定，并就廉

用红城镇永安村、武胜驿富强堡村文化广场，着

洁过节、作风建设等方面作重要指示；４月９

力打造２个具有法治文化氛围的法治文化广场。

日，警备区郑发雄副司令员带领动员处文职尤洋

原为百姓休闲娱乐的活动场所，改造成为普及法律

参谋、政治工作处王丹妮干事到部里对重点工作

知识的法治文化阵地，让群众在休闲健身中自然接

进行督导检查，通过听取汇报、问卷调查、实地

受法治文化的熏陶，潜移默化中强化法治理念。

检查郑副司令提出六点感受，强调要着力抓好六

项工作落实；４月１８日，警备区政治工作处张运

领导名录
局长兼党组书记 白建山

副 局 长 马朝平

黄 欣

王赛莉（３月任）

赵 梅（１月免）

刚主任到武装部检查指导工作，重点检查迎接巡
视巡察准备工作；５月２４日，警备区温选荣司令

员带战建处黄诚参谋、动员处尤洋参谋参加武装
部党委民主生活会；５月３０日，警备区动员处张
明春处长、孙万芃参谋一行参加基干民兵应急连
整组点验大会，县政府副县长公安局王剑参加点
（辛浩业） 验并授旗，李小亮政委主持，陈方明部长作动员

讲话；７月１８日，警备区温选荣司令员带战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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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应民参谋、李宗林干事到永登县拉动民兵应急
连，指导民兵抗洪抢险训练演练。县委常委政法
委书记张海滨、县政府副县长公安局长王剑陪同
检查战备库室，听取工作汇报，随机拉动民兵应

急连９８人，到庄浪河六中段进行抢险救灾训练演
练； ８月１６日，警备区郑副司令员带动员处孙万

山民兵训练基地参加轻武器训练及实弹考核，取
得优异成绩。１２月２日，警备区王晓冬处长一行
莅临武装部对干部、文职的军事体能、军事理
论、识图用图等课目进行考核，其中，军事体能
主要依托电抗三旅满城营区进行，其余课目在武
装部营区组织，取得３人优秀、３人良好的成绩。

芃参谋、政治工作处俞策干事到人武部检查征兵
工作，听取部工作汇报，随后到柳树镇政府检查
征兵工作，听取镇党委书记刘复彬汇报；９月３
日，在县委小礼堂召开全县定兵会议，警备区动
员处张明春处长亲临现场指导。县委政法委书记
张海滨参加会议并讲话；１２月２日，警备区战建

处王晓冬处长、聂子钧参谋和苗院职工到人武部
参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民主

生活会，检查年度工作。
【重点工作统筹安排】 春节前，召开专武干部
行政例会，部长陈方明安排部署春节前后七项重
点工作∶开展兵役登记工作；民兵整组潜力和需
求调查；开展征兵宣传；送达战士立功喜报；发
放新兵的＂入伍通知书＂和＂光荣之家＂；走访
慰问困难军烈属；加强战备执勤，并对此七项工

作提出明确要求。

【潜力调查深入开展】 结合国防后备力量建设
发展实际，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民兵组织整顿潜力
调查工作。部党委高度重视此项工作，接到任务
后积极参加警备区组织的各种培训，并对乡镇武
装专干进行了培训。结合自身实际，先后多次派
副部长张尖兵带文职张兆忠和职工杨宗明多次到

县域内企业中走访调研，主要有河桥镇中国铝业
分公司、新区兰石集团、兰州知逗电动车有限公
司、兰州中川国际机场有限公司、兰州亚太伊士顿
电梯有限公司、红狮水泥厂、兰州新区凯博制药有

限公司、建设重工有限公司等企业。同时依托民兵

工作管理信息系统发动乡镇专干利用一切时间抓紧
潜力数据的录入，在县乡（镇）两级人武部共同努
力下按时按点完成系统基干民兵编建工作。

【民兵编建务实高效】 ２０１９年，民兵整组工作

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

坚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和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为引领，以军委国防动员部《民兵组织整顿工作
实施办法》和省政府、省军区《甘肃省后备力量
建设＂十三五＂规划》为依据，积极适应经济社
会发展形势，紧紧围绕我县民兵所担负的任务，调
整编组任务，优化布局结构，整合力量构成，改进

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的目

编组方法，坚持抓重点、抓质量、抓成效，先后多

标，总结收获、剖析问题、完善措施，推动党委

次到警备区现场办公，圆满完成民兵组织整顿。

【主题教育深入扎实】 以紧扣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
为主线，聚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主题，
突出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为重要内容，围绕

班子和领导干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
制，牢记初心使命，主动担当作为，努力开创武

【民兵训练组织正规】 扎实抓好民兵训练任

装部建设发展新局面。

练的圆满完成。针对专武干部调整面大、业务不
熟练的实际，加大培训力度，走好省军区、警备
区和人武部三级共训共育的路子。按照警备区统
一部署，先后挑选２名教练员、３名专武干部参
加警备区业务培训，分四批组织１４３名基干民兵

【机关训练有序开展】立足自我，积极抓训，
强化自身能力素质，处理好工作与训练的矛盾，

利用点滴时间加强训练，努力提高自身能力素
质。１１月７日，部长陈方明带文职张兆忠到皋兰

务，积极协调各方，加大保障力度，确保民兵训

参加基地化轮训。９月 １６日至３０日，依托电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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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汤家湾营区组织对１０５ 名基干民兵进行训练，

【脱贫攻坚】 武装部联系村为树屏镇毛茨村，

内容涉及队列、警棍盾牌术、卫生与救护、轻武
器操作与工事构建等内容。

前期帮扶７个贫困户，后新增１０户，共计１７户。

【双拥共建获九连冠】 注意发挥人武部桥梁纽
带作用，拓宽双拥共建渠道，产生积极影响。植
树节来临之机，政委李小亮带部里干部职工参加
县里仁寿山植树活动，共植树１００多棵。４月２５
日，省市双拥工作考评组一行，对全县＂双拥模

因干部职工编配少、训练任务重、值班压力大的
实际，见缝插针派出工作组深入贫困村，与贫困
户面对面，详细了解致贫原因，商议脱贫措施，

完善＂一户一册＂相关数据信息，因地制宜展开
帮扶活动，为扶贫对象送去温暖。春节前，陈方
明部长到树屏镇毛茨村慰问贫困户，送去米面油

等慰问品。干部职工集体进村帮扶３３次，人均入

范县＂９连冠进行实地考评，政府杨平县长、县 户 １０次，累计时间达３０天。
委统战部长张海滨，３１６８３部队旅长张可春、副
政委江永红和政治工作部杨涛主任陪同。现场检

【新办公楼维修】 因办公楼年久失修，库房数

查３１６８３部队扶贫点通远乡捷岭村、六中国防教 量较少，达不到战备要求，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０日对武
育基地、３１６８３部队煤改气锅炉房，以及县退役 装部办公楼内部基础设施进行改造整修，新建车
军人事务局办公场所等，并听取汇报，观看双拥 库２间、战备库室３间和饭堂１间，工程于２０１９
共建工作纪实汇报片。９月２０日，县委常委领导 年５月份完工，５月１２日，迁入新装修办公楼。

率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残联理事长、邮政银
行和盲人按摩服务队到３１６８３部队汤家湾营区看

【光荣榜】 ７月，李小亮同志被警备区评为

望慰问参训的基干民兵，观看民兵分队训练课目 ２０１９年度优秀党务工作者；７月，彭政新同志被

展示。盲人按摩服务队为教官和部分民兵提供按 警备区评为２０１９年度优秀党员。
摩服务。１１月９日部长陈方明到爱萍大酒店参加

＂创维集团与退役军人事务局共同举办的为退役
老兵送温暖活动＂。１２月 ２０日，政委李小亮带张
兆忠参加空降兵第一三八旅为其士官王克斌荣立

三等功送喜报活动。

（张兆忠）

兰州市公安消防支队永登大队
【概况】 １９８０年１２月，成立永登县消防股；
１９９７年，成立永登县公安消防大队（简称永登大
队）；２００５年，大队办公楼及附属设施开工建设
（占地面积４８５０平方米，建筑面积２１２１平方
米）；２００７年，县政府组建政府专职消防队；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政府专职消防队撤队；２０１３年２月
公安现役消防队正式入驻。属二类大队，下设１

送喜报活动

个大队部和１个执勤中队，总编制３５人，现实有
３０人，其中∶大队干部２人，中队干部３人，战
士２５人。配备各类车辆８台，其中水罐、高喷和
抢险救援消防车５台，生活保障车１台，大队行

【新兵征集圆满顺利】按照市征兵办的指示精 政执法车２ 台。
神，认真筹划，严密组织，严格把关，集体审
【落实工作】 ２０１９年，永登大队以落实两个
定，安全起运，圆满完成征集任务。
＂目标责任书＂为重点，以预防和遏制群死群伤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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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事故为目标，深入开展消防安全检查、消防安全

消防设施的单位全部接入消防物联网四系统，联

网格化管理、重点单位户籍化管理、消防安全示范
单位创建、消防安全教育培训等工作，不断提升社
会火灾防控能力，确保全县火灾形势持续稳定。

网型独立式感烟探测器接入２２４个。先后组织干
部、文员开展消防知识讲座 １０余次，宣传培训
１０００余人。在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消防宣传４次，

发放消防安全知识彩页、宣传手册２０００余份。辖

【火灾发生率】 ２０１９年，县内发生火灾共９９

区４个社区均设立消防宣传大使，并建宣传大使

起。其中，简易火灾９７起，一般火灾２起，辖区
内未发生较大以上火灾事故，未在重要节假日、
重大活动期间发生有影响的火灾。２０１９年，检查
单位 ２６４７家，督促整改火灾隐患或违法行为
４７８３次，临时查封１３家，责令＂三停＂８家，罚
款３８．４万元，拘留２人。同比去年检查数上升
２８？？督促整改火灾隐患数上升５４？？临时查封
数上升３５０？？拘留数上升了１００？？罚款数上升
１００？？责令＂三停＂数下降１１？？

档案；完成１９３所学校消防进课堂要求；与全县
多家高层建筑签订联播终端安装合同，共安装联

【火灾防控宣传】 投入使用的高层建筑全部签

播终端６０个。以消防队站开放为载体开展经常性
宣传５次。组织辖区学校、企事业单位共计６００
余人到消防队参观，学习消防技能和逃生知识。
为打造＂丝路消防＂特色宣传教育品牌，消防大

队主动对接联系，依托县柳树镇黑城村村民休闲
广场设计制作精品消防主题公园一座，开辟消防
宣传＂进农村＂新阵地。积极联系永登县第六中
学打造科普教育基地工程。每天通过微信公众号
发布讯息，强化正面宣传，曝光违法行为，引导

订维保合同，并全部接入四系统，２０家设有自动 广大群众增强消防安全意识，提高自防自救能力。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大队持续

抓好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学习教
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工作。扎实
开展学习研讨，通过召开党员大会、支委会、党
小组会，交流学习体会，大队党委班子及班子成

员深刻剖析问题，结合整改落实＂回头看＂，一
项一项过筛子，不断销账整改，问题清单和整改
清单实行动态管理，不断做加法。结合＂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组织开展党委书记上
党课、党员志愿服务、讲述我的入党故事、重温

入党誓词等一系列活动。

【工作开展】 对石油化工企业、高层建筑、人
员密集场所进行演练６０余次。在中石油西北销售
公司永登油库开展石油化工火灾演练５次。通过
全方位＂实装、实地、实战＂演练，不断锤炼指

战员临场处置能力。中队配备单兵图传两部，卫
星电话一部，无人机一台，成立应急通信分队，

市、县领导国庆安保检查

加强在复杂情况下的应急通信能力。修订灭火作
战预案和重点单位数字化预案８８份。制作三维数
字化预案１１份。组织开展消防水源普查４次。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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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辖区市政消火栓 １２０个。

好态势，中队官兵表决心如下∶ 一定继承传统、
团结一心、顽强拼搏，以实际行动把中队建设成

【资金使用】 县级财政共拨付业务经费１３２．８２万
元。购置５３米云梯消防车共计２４５．５万元。大队投入
争取专项资金对永登中队健身房进行改造升级，投入

为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现代化

武装警察部队。

１３万余元为中队购置训练架和无人机一部，为全体

【思想政治建设】 中队坚持把思想建设摆在首

指战员营造拴心留人的良好执勤、生活环境。

位，从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牢牢掌握部队，
针对驻地环境复杂、拒腐防变形势严峻等特点，

【工作成效】 ２０１９年，永登县消防大队全体党

努力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特点、新规律和新方

员领导干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训词精
神，贯彻落实部局和省市县领导批示指示精神，
纵深推进火灾防控工作，结合全县实际，大队将

法。围绕＂坚定改革强军意志，投身改革强军实
践＂这一最高政治目标，以习主席关于政治教育

建设的系列讲话为依据，认真执行上级下发的教

继续跟进小型消防站建设进度，配齐人员和器材

育方案。结合官兵思想实际，认真研究制订教育
装备，尽早投入执勤使用。继续跟进新建市政消 计划，强化思想政治建设的首位意识，校正官兵
火栓工程施工进度，并督促住建部门对损坏消火

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筑牢拒腐防变的思

栓进行维修，以满足当前全县灭火救援工作的需

想防线。通过开展密切内部关系教育、法纪教

要。全面优化窗口服务质量等举措，让群众少跑

育、爱装管装教育、时事政策教育、心理健康教

腿、数据多跑路，实现＂最多跑一次＂的要求，

育、执勤教育、爱国奉献主义教育等，激发官兵

全面深化放管服改革。

的爱岗敬业精神，提高官兵明辨是非的能力。

（徐慧娟）

武警兰州支队永登中队

【军事训练】 坚持把军事训练作为和平时期提
高部队战斗力的主要途径，严格按照《军事训练
大纲》科学组训，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摔打

【概况】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兰州支队永登
中队（以下简称武警县中队），组建于１９４９年９

部队，广大官兵牢记职责，苦练军事技能，牢固

树立居安思危思想。军事训练坚持以提高执勤和

月，现位于永登县城关镇西坪村，距县城２．５千 ＂处突＂能力为目的，以＂四个贴近＂为原则，
米。永登地区解放后，在编干部战士４２人，１９８３ 按纲施训，科技练兵，不断提高官兵军事训练素

年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甘肃省总队兰州市支队

质；以干部为重点，以＂五小＂练兵为主要辅导

永登县中队正式组建。中队番号改为＂中国人民

形式，抓好训练工作落实。严格按纲施训∶落实

武装警察部队兰州市支队永登县中队＂，隶属于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兰州市支队和永登县公安
局的双重领导，中队曾密切配合公安机关破获各
类型事犯罪案件，打击土匪恶霸，镇压反革命，

军事训练法规内容，固强补弱。针对偏训、漏训

内容，利用课余时间复训、补训，对照标准严抓
细抠统一动作；加强骨干组训、施训能力的提
高，利用每周五后两节课进行干部、骨干的＂两

取缔各种会道组织。

官编组作业＂＂四会＂教学训练；岗位练兵针对
单个哨兵处置能力弱的情况，狠抓专勤专训、专

【服务宗旨】全体官兵以＂凝心聚力打基础、

哨专训的训练，加强促进军事训练的全面平衡。
科学合理施训∶在训练方式内容上，重点抓好擒

齐心协力争先进＂为奋斗目标，听党指挥、能打
胜仗、作风优良、全面规范、全面落实、全面提
升、圆满完成以执勤处突反恐为中心的各项工作

任务。部队建设呈现出稳步发展、整体提高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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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术，五公里武装越野，器械体操等技能、体能
科目的训练。训练中，干部坚持随队训练，严密

组训；其他科目采取＂五小＂练兵、以点带面

法治 军事

＂一对一＂的新老结合形式，激发比学赶帮超的
训练热情。正规训练秩序∶重点在落实训练计划
上下功夫，克服随意性，保证训练＂四落实＂，
抓好会操、评比、考核、奖惩等训练制度落实，
保证训练秩序正规，切实提高水平。严防训练事
故∶以＂五小＂练兵中探索出的科学练兵方法为
契机，科学练兵。每次训练前组织部队做好充分
的活动准备，训练中时刻注重自我保护，要求骨

落实一日份熟食三日份熟食和抢险救灾等器材的
准备要求，达到随时能保证临时任务的物资准
备。狠抓农副业生产。从丰富官兵的菜篮子入

手，利用有限资源搞好生产场地规划，采取多
种类、分梯次种植各种蔬菜，在生产中锤炼官
兵作风养成。建管并重抓规范。针对当前部队
重建轻管的实际情况，中队认真落实制度，研
究对策，采取库室定人，物品定位的计价挂账

干严格掌握训练的难度、强度，重点难点科目干 模式，认真落实好＂三分四定＂，每周利用半天
对中队的各项设施进行维护检查和保养，有效
部坚持＂五同＂、＂六到位＂。
【内部安全】 加强学习贯彻条令条例。以＂条
令法规学习月＂活动为契机，组织官兵学条令条
例，做到＂日学一条，周学一章，月考一次＂，
切实使条令条例学习教育经常化、制度化。在抓
学习的同时注重抓好日常养成，依照条令条例严
格规范中队的一日生活制度，正规中队的＂四个
秩序＂（战备、训练、工作、生活），努力做到
＂四个一个样＂（即操场上下一个样、营区内外一

个样、检查不检查一个样、领导在与不在一个

样）。通过狠抓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的学习贯
彻，强化官兵的条令条例意识，使官兵自觉用条
令条例去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加强
检查督导，充分发挥＂三互＂、＂双四一＂等有效
载体的作用，抓住＂四个＂（外出、电话、汇

款、会客）控制，加强检查督导，促进管理向全

地管好中队的硬件建设。加强卫生防控保健
康。为确保官兵的身体健康，中队认真落实消
毒防控等卫生制度，预防禽流感、＂登革热＂

＂非洲猪瘟＂等病情，严格后勤管理，督促炊事
人员认真履行职责，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确保官兵身体健康。
【拥政爱民】 继承和发扬部队的光荣传统，积
极开展警民共建活动，做好拥政爱民工作，经常
性开展学雷锋活动。积极投身地方＂三个文明＂
建设，开展＂把驻地当故乡，视人民为父母＂的
拥政爱民活动，积极为驻地群众排忧解难、支援

建设、抗洪抢险。多次配合目标单位做好演练、
汇报工作，同时，中队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拥政

爱民活动，利用节假日参加 ＂送温暖、献爱
心＂，植树造林，看望慰问孤寡老人、为驻地打

时制、全员额、全方位发展。贯彻落实＂八条禁
令＂，切实把＂八条禁令＂贯穿到部队的日常管

扫公共卫生等活动，加强与群众的血肉联系。为

理中，以深化治理＂五个重点问题＂，作为抓好

卫生，长期照顾附近孤寡老人，每月为一中两名
贫困生进行捐款等。通过扎实有效的拥政爱民工
作，促进警政警民关系和谐。在开展警民共建活
动中，全体官兵始终牢固树立＂靠有所作为赢得

部队安全稳定工作的重要举措，做到＂三个坚

持、三个结合＂。

县城５所中学、高家湾小学义务军训，打扫街道

【后勤保障】 严格制度抓落实。在经费开支上
坚持一支笔签字，５００元以下的开支，中队讨论
决定中队双主官联签审批制度，５００元以上中队
研究决定后报支队后勤保障部处审批，有效地杜
绝浪费现象。在伙食上，按月公布伙食账目，严

地位，靠良好形象争取支持＂的思想，通过扎实

格把好购验收关，积极采纳官兵对伙食的意见，

战士们扎根部队建设、安心服役的思想，激发为

定期修订食谱，检查饮食卫生，官兵对伙食满意
达到９８？？上；在战备物资的准备上，中队严格

第二故乡分先青春的热血信心。

有效的拥政爱民工作，促进警政警民关系和谐，
得到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好评和大力支持。每
到节假日各级政府和群众主动到中队慰问，使官
兵们深深感受到连州乡亲父老的深情厚谊，筑牢

（谢 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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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和改革局
【概况】 永登县发展和改革局成立于２００１年６
月，是县政府综合经济管理部门，是全县重要的

规划部门，也是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

１１２．１５亿元，同比增长５？？？成固定资产投资
４４．９４亿元，同比增长 １４．２９？？？现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３０．０１亿元，同比增长８．６？？？般公共
财政预算收入达到４．４５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分别达到２５４６２元、１１６９２元，同比增长

８．４？９．８？？

生的重要实施部门，承担着全县发展和改革的历
史重任，在县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举 【重大项目建设】 １—９月份全县完成固定资产
足轻重的作用。２０１９年机构改革后，划入县工信 投资 ３８．５５亿元，同比增长 １０．０５？ｌ—１０月
局的粮食工作职责，以及县民政局、县工信局的

相关物资储备职责，加挂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牌

份，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４２．０７亿元（不含１０月当
月市返跨境投资），同比增长 １０．０２？？？年累计

子。下属事业单位２个，企业单位１个。现有机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４３．３亿元，同比增长 １０．１？？

关行政编制１４名，机关工勤人员２名。县价格认 完成市下目标任务。２０１９年，全县储备项目１７４
证中心事业编制７人，县军供站事业编制３人。 个，总投资７８．１１亿元，年度投资４６．４５亿元。其
内设机构党政办公室、财务股、投资股、农经

股、工交股、社会股、综合股、物价股、粮食和
物资储备股、行政审批股。主要工作职责有∶研

究提出和组织编制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
略、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统筹协调经济社会
发展。研究提出全县经济总量平衡、发展速度和
结构调整的预期目标及调控措施。受县人民政府

委托向县人大作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
行情况的报告。同时，承担着固定资产投资管
理、生态移民、水电站生态环保、县域内长输油
气管道保护及安全生产工作，推进十大生态产业
发展、项目审批服务及项目事前、事中、事后监
管，按季分析县域经济发展运行情况，节能审
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公务用车改革、目标考

项 目

核、粮食及物资储备、军队等政策性粮食供应、

中∶续建项目２４个，年度投资６．８６亿元；新建项
目１５０个，年度投资３９．５９亿元。１—９月份，２４
个续建项目全部复工，复工率为１００？５０个新

物价管理等。

建项目开工１４６个，开工率为９７．３３？５０个新

【目标任务】 ２０１９年，全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建项目中１４７个项目前期手续办结，其余３个项
目土地手续办理２个、１个无需办理，环评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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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１个、无须办理２个，项目批复和备案全部

完成，施工许可未报件３个。根据《兰州市项目
建设团队服务办法》和项目前期手续办结情况，

发改局下发《关于做好２０１９年组建项目建设管理
团队工作的通知》，明确团队组建工作任务、责
任和时限，以项目团队管理模式加快项目开工进
度，力争做到手续办结一批，早日开工一批，及
时上报投资一批。２０１９年，完成１８个项目的管

理团队组建工作，助推９个项目开工。

时对各受益村发电量信息进行比对分析，及时通
知协调各ＥＰＣ总承包单位、受益村和供电公司对
发电效率较低的村查找原因，及时排除故障，确
保扶贫电站发挥最大经济效益。
【综合经济运行】 编制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编
制下发《关于分解落实２０１９年全县经济社会发展
主要目标任务的通知》，提出２０１９年全县经济社
会发展的预期目标和发展思路；抓好经济运行分

析。作为综合经济部门，发改局紧盯年初市下达
【扶贫项目建设】 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十三 和县委、县政府确定的主要经济指标，提交经济
五＂期间，全县计划实施易地扶贫搬迁 ４６４户
１５４５人，实际搬迁安置４６４户１５４５人，占搬迁任
务的１００？？其中，安置建档立卡户３８４户１２９３
人，同步安置一般户８０户２５２人。搬迁安置工作
于２０１８年底完成，提前两年完成＂十三五＂易地

运行分析５篇，深入分析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
和困难，并提出今后工作思路和建议，为县委、

县政府决策提供第一手资料；顺利完成经济指标
调度工作。按照省市强化经济指标调度要求，对
涉及全县经济发展的１１项指标专门召开经济发展

扶贫搬迁任务。

和指标调整动员大会，动员各单位振作精神，超
后续产业发展方面。结合各安置区区位优 常工作，将利用一切必要手段，补短板、找原

势、产业结构、群众需求，因人制宜，制定《永
登县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发展专项实施方
案》，通过打造扶贫车间、养殖小区等方式搭建
就业平台，解决搬迁农户稳定就业。根据安置区

因、定措施，顺利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主导
开展＂十三五＂规划中期评估工作。按照省市对
＂十三五＂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估的要求，在全
县各部门、各乡镇开展中期评估的基础上，主导

及农户实际，落实＂一户一产业＂，确保搬迁群

起草《永登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

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安置农户后续
产业落实１２９３人，其中，发展特色农林业１２４

规划纲要实施情况中期评估的报告》，并在永登

人，发展劳务经济８０１人，发展现代服务业３５

过，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摸清底数，更好实施

人，资产收益扶贫４８人，社会保障兜底 １２５人，

＂十三五＂规划奠定基础。

县第十八次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其他 １６０人。
拆旧复垦方面。为全面完成中央省市关于易

【十大生态产业发展】 为推进全县十大生态产

地扶贫搬迁后开展拆旧复垦相关工作的要求。通

业发展，发改局牵头成立永登县构建生态产业体

过制定《永登县易地扶贫搬迁旧房拆除及宅基地
复垦实施方案》，各乡镇相继与搬迁农户签订旧
房拆除协议。拆除旧房２４２ 户，宅基地复垦 ３
亩，复绿６亩。协同县自然资源局继续做好政策

系推进绿色发展崛起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下发
《关于做好建立十大类生态产业发展分析报告制

度的工作的通知》《关于分解落实十大生态产业
发展工作任务的通知》等配套文件。为构建全县

宣传解答，按照先易后难、分门别类的原则，加 生态产业体系，实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着手开
快推进原宅基地拆除复垦工作，确保按期完成。 始编制《永登县十大生态产业现状及发展对策研
光伏扶贫工作。为确保全县光伏扶贫村级电 究报告》。２０１９年，建立十大生态产业项目库，
站安全平稳运行，发改局积极谋划县上分管领导

和各相关乡镇一把手签订《永登县光伏扶贫村级
电站管护责任书》，明确乡镇管护责任。每月按

经过多次征集筛选，储备生态产业项目８２个，总
投资９１３３亿元。其中，新建项目３２个，总投资

４０．３６亿元，续建项目３７个，总投资２７．３４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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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练项目１３个，总投资２３．６３亿元。

【生态系统保护】 水电站手续办理工作。根据
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永登县贯彻
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督查反馈意见整改方
案》的通知（兰办字〔２０１７〕５６号）要求，发改
局协调县水务局、生态环境局等相关部门对连城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内７座涉及问题整改的
水电站完成整改。永成水电站完成竣工验收，其
他６座水电站通过市发改委、市水务局等部门组
织的竣工技术预验收和质量检测评定，永和二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项目坚决
不予审批或备案；对限制类项目，禁止新建。
２０１９年，审批政府投资项目２０项，总投资
４２６３３．２９万元；备案企业投资项目１１３项，总投

资 ３６４８６１．２９万元；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情况。配
合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大力推进
信用基础建设，推广使用信用记录，加大失信行
为惩戒，着力开展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
信、司法公信四大重点领域诚信建设，并与４０家
相关单位、部门签订目标责任书，明确任务，确
保全县信用体系建设有序进行。在＂信用中国
（兰州永登县）＂网站共公示公开企业黑名单４９
个、失信联合奖惩案例４４个、联合惩戒社会团

级、连城一级水电站在省上办理保护区准入许可
手续和土地使用手续，连城二级水电站土地报批
手续已批复，进入供地程序；输油气管道保护工 体、企业法人４４个、＂双公示＂信息１９３００条，
作。为确保县内石油天然气管道安全平稳运行，
印发《永登县长输油气管道高后果区管护责任分

解表》及做好管道安全保护工作的通知（永发改

公开政策法规、文件 ５５ 个、其他新闻信息

１４２５条。

发〔２０１９〕８６号），明确县内长输油气管道高后

【目标考核】 认真落实全县目标考核工作，坚

果区的位置、长度、风险等级等，要求各相关乡
镇严格按照市、县两级签订的《兰州市石油天然

持抓实抓细抓具体，层层夯实目标责任，不断提

气管道设施保护工作目标责任书》要求，切实履

委安排，成立８个考核组，由县级领导带队，对

行好管道保护属地监管责任。

全县６２个单位和１６个乡镇２０１８年度全县综合目

【＂放管服＂改革】 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运行情况。根据省市发改部门的要求，自２０１６年

高考核实效。强化目标责任考核。年初，根据县

标完成情况进行考核。此次考核以部门、乡镇目
标完成情况为依据，并根据２０１８年奖惩情况进行
相应加减分核算，保证考核公平性。

５月起，项目审批（备案）开始网上申报项目代

【物价检测】完成生猪价格周报、原粮监测周
账号，进行网上审批培训。利用甘肃政务服务网 报、建材市场零售价格旬报、工业生产资料旬报

码工作，并对参与项目审批的１４个单位发放登录

和甘肃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实行一网

和农业生产资料旬报工作；按照《兰州市蔬菜肉

通办，将受理项目及时推送到相关审批部门，根

食直销店（含配送）》（兰价办发 〔２０１７〕８２

据赋予的项目代码进行各自的审批工作，力求项

号）和《兰州市价格调节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

目信息网上共享；推进投资项目审批改革情况。
落实《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投
资项目审批和管理改革工作的意见》（甘政办发

法》（兰价办发〔２０１７〕２１３号等文件规定，争取
２０１９年蔬菜肉食运行补贴资金２７万元，共涉及

〔２０１８〕１９４号）文件精神，持续深化投资项目审

蔬菜肉食直销店１８家。２０１９年，共发放蔬菜肉
食运行补贴资金１４．４万元；完成２０１９年生猪农本

批制度改革，从注重事前审批向加强事中事后监
管服务转变，简化企业投资项目审批，优化政府

调查直报工作，涉及调查户共５户。根据国家环
保政策要求，及时调整在水源地附近的３户调查

投资项目管理，营造审批少、流程优、体制顺、

户，市发改委对生猪调查户的调整表示同意；完

机制活、效率高、服务好的营商环境。同时，严
格执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２０１８年版），对

成３０个涉财案件的价格认定工作，标的金额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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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１．４８万元；完成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行政事业性收费

经济管理与监督
摸底和市场价格监管系统录入工作。联合财政局
完成２０１９年永登县实行的政府性基金、行政事业
性收费和涉企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

目录的制定，涉及１０家行政单位，共３３项收费

项目。
【粮食和物资储备】 按照《政策性粮食库存数
量和质量大公司和军供站所存储的政策性储备粮
进行全面清查，并对财务清查企业自查工作指
引》《大清查实物检查方法》等规定对新经纬、

＂七一＂主题党日

统计、保管、库贷等方面进行自查，积极配合省

一责任人责任。按照《甘肃省党和国家机关党支

市粮食质量检验机构抽取样品，保证清查质量及
数据准确；５月８日、９日，全市政策性粮食库存
数量和质量大清查普查工作组对县域内２家承担

部建设标准化手册》相关规定开展党内活动，认
真落实＂三会一课＂制度，按月缴纳党费，实行
党员积分制管理，提升党支部组织力，强化党支

政策性粮食储备的单位进行严格的普查工作。普

部政治功能，确保机关党建工作质量。２０１９年召

开党员大会６次，支委会１０次，党小组会３０次，
讲党课４次，发展党员３名，确定入党积极分子１
前期工作。为加强粮食安全保障工作，成立永登 名，召开主题党日活动１０次，学习强国、甘肃党
县粮食质量检验监测项目建设领导小组，向县政 建ＡＰＰ使用率达到１００？？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方
查结果库存政策性粮食数量真实、质量可靠、储
存安全；完成永登县粮食质量检验监测中心项目

府提交成立机构、落实场地的请示，向县编办递
交成立粮食质量检验监测机构的申请，落实场地

面∶将党风廉政教育具体化，明确领导班子成员
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主体责任、层层签订党风廉

地址；粮库智能化升级改造续建项目有序推进。 政建设责任书，强化对党员干部的廉政教育，强
完成改造任务、项目调试和省局联网工作；完成
救灾物资交接工作，物资储备工作按职责要求管
理；完成放心粮店项目建设装修工程并进行

验收。

化廉政风险防控，查找岗位廉政风险点３３个，确

定防控措施５条，保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２０１９年，局主要负责人

与纪检组共约谈８次，其中，工作约谈５次，提

醒约谈３次。通过面对面交流约谈、了解思想、
交换意见、找准问题，约谈取得明显的效果。积
极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严格

按照要求进行动员部署、＂读书班＂、调查研究、

检视问题、对照党章找差距、支部书记讲专题党
机构改革后发改局视察县粮食储备库粮库消防演练

【党的建设】 严格落实主要负责人第一责任，
领导班子切实履行管党治党责任，制定《２０１９年
发改局全面从严治党重点工作责任书》党组书记

坚持＂一把手亲自抓＂，真正把责任担起来，坚
持做到亲自调研、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协

调、亲自督办、亲自排难，切实履行从严治党第

课、党员轮训等工作，共报送简报９期。结合发

改工作实际，开展特色亮点工作——＂项目建设
大讨论＂活动，对全县现阶段项目工作上存在的
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确保＂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开展达到＂三个有、三个准、三个

真＂工作要求。

领导名录

今

长 龙元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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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登年鉴（２０２０）

副 局 长 高 勇

成果，中心组集中学习１２次，组织全体干部专题

王建岳

学法４次，集中学习２０次，实现学习全覆盖。深
（李正清）刻把握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

自然资源局

求，统筹推进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

定编制２２名，实有２１人。其前身为永登县国土

整改落实等四项重点措施，有序推进８个专项整
治，建立问题整改清单，制定１４项落实措施，逐
条逐项推进落实。划分４个党小组，加强对党员
干部的管理，及时收缴党员党费，保证党内各项
活动的有序开展。做好发展党员工作，严把标准
关、程序关，发展党员２人，预备党员转正１
人，转接预备党员１人，有效改善党员队伍结

资源局，成立于１９８６年，原名永登县土地管理

构，增强党组战斗力。

【概况】 永登县自然资源局于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８日
挂牌成立，是县政府工作部门，为正科级，加挂

永登县林业和草原局、永登县不动产登记管理
局、永登县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牌子，三定方案核

局；２００２年永登县乡机构改革中更名为永登县规

２０１９年，选派驻村第一书记，认真履行帮扶

划国土资源局；２００７年更名为永登县国土资源 村党建工作，推动帮扶村党建促脱贫工作有序开
局；２０１５年在局里设立不动产登记管理局和不动
产登记事务中心，承担全县不动产管理和统一登

记业务；２０１９年机构改革整合原县国土资源局的
职责，原县发展和改革局的组织编制主体功能区

展。全面履行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持续深化作风
建设，加强重点领域的防控督查。领导班子从自
身做起带头履行职责，认真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和

省市县各项规定，深入开展作风建设年活动，着

规划职责，原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的城乡规 力解决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聚焦不
划管理职责，原县水务局的水资源调查和确权登

落实、乱落实、假落实、机械式落实、应付式落

记管理职责，原县农林局的林业、草原、森林、
湿地等监督管理职责，以及原县国土资源局、县

实等突出问题带头查摆问题。开展整治党员领导

县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县国土执法大队、县森
防站、市森林公安局永登派出所、市森林公安局

作检查中发现的一些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实
施约谈４７人次，教育党员干部做＂守纪律、懂规

干部利用婚丧喜庆名义收受礼金、名贵特产类特
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县水务局等相关部门的 殊资源谋取利益问题，促进廉洁勤政，保障权力
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自然遗产、地质公园 规范运行。严格执行《党内监督条例》《廉洁自
管理等职责，组建了永登县自然资源局。局下属 律准则》《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针对工
奖俊埠派出所、县奖俊埠林场、县青溪苗圃、县 矩、敢担当、有作为＂的模范。成立中央巡视反
封山禁牧稽查队、县草原技术推广中心等９个单
位；１６个乡镇国土资源管理所设在全县１６个乡
镇，所长由副乡（镇）长兼任，行政由所属乡镇

案，针对每个问题逐一建立台账，逐个制定整改

管理，业务由县自然资源局管理。

巡视反馈意见整改。

【党的建设】 围绕年度工作要点，制定党建工
作计划，落实党支部建设标准化要求，先后召开

【意识形态工作】 加强组织领导，实行意识形
态工作主要领导负责制，切实担负起抓意识形态
工作的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坚决维护网络安
全，规范网上信息传播秩序，加强、微信群的监

党员大会６次，支委会１５次，党员领导干部上党
课５次，开展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各１次，
推动党建工作落到支部、覆盖全体党员。开展思
想教育。学习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习近平系列讲话精神及党的最新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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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领导小组，制定整改落实方
措施，明确整改时限，靠实工作责任，落实中央

管，传播正能量，做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未出

现网络突发事件或敏感事件。结合＂两学一做＂
＂三会一课＂，强化思想教育，把网络意识形态工

经济管理与监督
作列为专题研究的重要内容，加强党员干部意识

形态工作教育，增强党员干部纪律意识。
【基础管理】 扎实推进机构改革工作，认真落
实中央和省市县机构改革工作安排部署，切实抓
好学习动员、机构挂牌、职责划转、人员转隶、

１９４１．１３２０亩）；上报市局待审１个批次用地共１０
个项目，面积 ３９５．２２１５ 亩（其中，农用地
４５．００１１亩）；组件上报１个批次用地和１个单独

选址２个项目，面积２５９４．９４７５亩（其中农用地
１３８８．１１６５亩）；批准临时用地项目１宗，面积

５７．０２４亩。

＂三定方案＂制定等工作，努力做到机构改革期
间思想不乱、工作不断、队伍不散、干劲不减，

【土地征收利用】 严格落实国家相关政策和补

确保各项工作有序运转。加强地籍管理，大力提 偿标准，做到＂两公告一登记＂。２０１９年，完成
高土地登记确权工作水平，切实夯实地籍工作基 乌海至玛沁国家高速公路（Ｇ１８１６）景泰至中川
础，为维护土地权利人合法权益提供保证。按照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土地登记办法》《地籍

调查规程》等有关规定，进行土地登记收件、受

机场段征地约２２４１亩；基本完成白银至兰州
Ｇ３４１线（永登段）征地工作；征收兰州新区西
排洪渠刘家井滞洪调蓄水库工程土地约１４５１亩和

理、审查、登记工作，在规定的时间内办结登记

树屏镇刘家湾村黑沟井水库约２４７亩；征收中卫

审查，全年查询土地权属档案共７５起。开展永登

至兰州客运专线项目土地约２５１亩；供应土地１７

县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工作，完成三调内外业全
部任务，将调查成果上报国家核查。开展农村
＂房地一体＂权籍调查，完成全县农村＂房地一
体＂调查外业测量８１５２４宗，完成全县调查宗地
总量的９７．８２？？对５个试点村登记发证有序

宗，面积８８９．４亩。其中∶出让土地１０宗，面积

进行。

置土地７２４．６３２亩，处置率３０．３４？？达到省厅和

４９１．６亩，土地出让金２５４６０．２６８万元；划拨土地

７宗，面积３９７．８１亩；开展＂五未＂土地专项清

理处置工作，落实＂增存挂钩＂制度，年初市局
下达２０１６年以前批而未供土地面积２３８８．３亩；处
市局年初下达的处置目标任务。编制完成《永登

【规划编制】 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县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规划》（２０１９—２０２８

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

年）文本。落实土地市场动态监测与监管责任，
确保土地动态监测与监管系统的正常运行。

见》，按照省市县有关部署，积极推进《永登县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准备工作，１１月底，完成

规划启动部署、项目委托、规划编制调研等工 【执法监察】 加大国土资源执法力度，切实保
作。１２月底，全面推进规划编制＂双评价＂和专

护国土资源，坚决查处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题研究等前期工作，初步搭建规划内容框架。启

侵占基本农田及群众反映强烈的重大典型案件，
确保不逾越＂违法占用耕地面积占新增建设用地
占用耕地总面积的１５？？上＂这个红线。落实

动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工作。８月，《永

登县城市总体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３５）》经兰州市人
民政府批复，启动县城西城区南片、南城区控制

性详细规划编制。
【用地报批】 围绕全县各类项目用地需求，批
准５个城镇批次、２个单独选址、３个易地扶贫搬
迁和２个农用地转用项目，面积１５８９．１１５０亩（其

２０１９年国土资源动态巡查制度，出动宣传车５９３
余台次，出动执法人员１３７８余人次，查处各类国
土资源违法行为６３宗，上报涉土涉矿违法典型案
件６宗，查处占用基本农田违法行为４宗。向有
关部门报送抄告单１７份，申请法院２０宗，配合

有关乡镇、部门责令停止和自行纠正非法采砂场

中，农用地面积７８６．３８５５亩）；上报省厅待批连

（点）违法行为３３家，拆除采砂场（点）１７

城一级水电站、新区北站货场和中兰客专共３个
项 目，面积 ３３２８．０７１０ 亩 （其中，农 用地

处，申请法院强制执行４家，移交公安机关非法

采矿行为１宗。根据省市县违建别墅清查整治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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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行动要求，组织人员分组对历年查处案件卷宗
进行梳理核对，重点结合卫片查处、日常动态巡
查发现违法占地情况进行辨别梳理，对是否为违
建别墅进行排查。对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辖区内
或监管区域违建别墅情况排查结果及时统计汇总

上报市专项办，确保数据真实、准确、完整。
【环保督察】 积极落实环保督察反馈问题的整
改要求，督促连城自然保护区内矿山生态环境恢
复整改工作；对连城自然保护区大通河流域范围

【不动产登记】 贯彻落实省市县关于不动产统
一登记工作的安排部署以及＂放管服＂改革要
求，完善不动产登记工作。按照＂合理布点、便
民利民＂的原则，积极协调银行、税务部门进驻
不动产登记大厅，设置＂交易、登记、核税、缴
费＂综合窗口，实现＂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
次＂＂一窗受理、集成服务＂的目标，设置显示

屏、叫号机等设备及咨询服务台，印制不动产登
记办事指南和一次性告知单，并由专人引导群众

内未办理土地手续的４座水电站进行整改；杜家

依法规范办理各类登记业务。完成与房管的数据

湾水电站、连城二级水电站完成供地手续；永和
二级水电站，连城一级水电站农用地转用和土地

互联共享，不动产登记除大宗量的３０个工作日办

结外，查封、异议登记及时办结，其他交易类型

征收报件报至省自然资源厅审批；针对砖瓦企业 ５个工作日办结。开通上门服务，为行动不便者
非法占用土地问题，采取恢复生产一批，整改后
恢复生产一批，淘汰关停一批方式，分类提出解
决砖瓦企业发展问题建议；针对中央环保督查第

提供便利。２０１９年，颁发不动产权证书２３１３
本，不动产证明３５５６份，土地登记５５宗，不动

产权属审核４２宗。

一轮、省级环保督察反馈意见以及各类未整改到

位的环保督查转办件，逐项进行研究落实，开展 【为民服务工作】 ２０１９年，受理各类信访举报
＂回头看＂，现场督促整改，推动环保督察反馈意
见得到彻底整改；针对中央第二轮环境保护督察

反映问题１３２件，其中，核查答复上级转办及群
众来电来信来访举报５８件；办理答复省市转办的
１２３３６、１２３４５及查办通知６５件、＂阳光热线＂４

整改任务，对反馈的生态环境信访举报问题及时
进行受理和核查整改，共受理生态环境信访举报 件；受理土地权属纠纷５件，调处４件，核查调
问题转办件４１件，属自然资源局牵头承办的转办

解１件。推动＂放管服＂改革工作，配合完成永

件３３件（其中涉土涉矿２８件，涉林草５件），已

登县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推进网上办理

办结２２件，未办结１１件。

＂一书两证＂工作；优化窗口政务服务和作风整
治，推进＂一窗受理、集成服务＂，修订完善办

【矿产资源监管】指导督促全县６５家矿山企业 事指南，进驻大厅办理事项４５项，其中政务大厅
进行了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工作；完成６５
家矿山的储量动态监督管理工作；积极服务各矿
山企业，对矿山企业的矿业权到期延续、变更申
请等事项提供便利服务，其中市级发证延续、变

３２项，不动产登记大厅１３项，进驻率１００？？？

更、注销８家；依法审查上报１０家项目单位用地
矿产资源压覆报告；督促全县６５家持证矿山企业

可办率不低于９０？？＂一窗受理＂服务事项达到

实行政审批事项责任清单、随机抽查清单、办理
重大项目推进等行政审批事项的上报工作，开通

行政许可网上在线办理事项２４项，录入市公共信
更、转让１４家，县级发证延续新立、延续、变 用信息平台信息１２１项，实现政务服务事项网上
７０？？扎实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结合年度自

缴纳采矿权使用费等规费；先后赴各矿山企业现 然资源执法监察，深入排查上报县扫黑办自然资
场检查 １００余次，累计下发检查告知书及文件 源领域涉黑涉恶及乱点乱象问题线索６件，立案
２００余份，督促矿山企业设立并缴纳矿山地质环

查处违法用地、非法采矿违法行为１６起，及时核

境治理恢复基金；报请县政府批准，组织实施采
矿权出让工作，成功出让砂石粘土矿２０家。

查上报移交线索６８件，其中中央督办的转办件

，１６２

１８件，省厅、市局转办线索４件，县扫黑办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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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索４６件，其他部门转办线索２件。
【地质灾害防治】 督促各乡镇对本辖区地质灾
害隐患点特别是重点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全面排
查，充分发挥群测群防队伍作用，确保不留一处
隐患，不留一个死角。对原有的２８８处地质灾害
隐患点进行了全面排查及汛后核查，最终确定全

县境内各类地质灾害隐患点共有 ２９３处。积极开
展冬春季节应急管理大排查大宣传大培训百日活
动，推动百日活动有序开展，先后排查地质灾害
隐患点１５处，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宣传培训５次。
健全和完善信息共享互通机制，与气象局联合，
利用手机短信、微信等渠道发布地质灾害防治和

值５４００万元，新增市级林下经济示范点项目６

家，投资金额３９０余万元，解决劳动力１１０余
人；国有林场改革按照省市要求制定奖俊埠林
场、青溪苗圃国有林场改革实施方案，基本完成
任务；保护草原５４２．９７万亩，合法审批使用草原
１９宗；完成祁连山生态保护与建设综合治理规划
草原鼠虫害防治３万亩和祁连山沙化草地治理及
退牧还草项目６万亩的前期可研任务。
制止非法取土３次，制止林区周边焚烧秸秆
１０多次，制止围栏封育区放牧人员１１次，救助
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长耳鸮和鱼鹰各１只，会
同县公安局现场勘验苗木烧毁苗木案５起。通过
加强林草监管和对破坏森林草原资源不法行为的

预报预警信息，做到灾害预报及时，防灾要求明 打击，有效制止毁林开荒、乱占林地、破坏草
确。加快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进度，永登县城关镇

原、乱砍滥伐和乱捕滥猎等违法行为，确保全县

东坪新村不稳定斜坡治理工程竣工并通过市局初

森林草原资源和野生动物安全。

验；永登县城关镇黄须沟泥石流治理工程全部完
成并进行自验；积极争取省市补助资金６７万元，

【造林绿化】 ２０１９年，完成新一轮退耕还林补

实施１３ 户５０人的地质灾害搬迁新址建设任务。
联合申报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地质灾害防治项目。

植补造 １．０２２３万亩，２０１８年三北工程封山育林３
万亩；完成祁连山重点区域营造林０．１万亩，封
山育林２．４万亩；完成生态修复３４００亩，经济林
建设４５００亩；完成全民义务植树１００余万株。为

【林业草原监管】 ４月，机构改革将林草管理

做好造林绿化工作，永登县自筹资金３４５．０４万
元，主要实施连霍高速龙泉寺出口和龙中公路道

工作职能划转到住建局，局领导积极主动加强与

路绿化工程、美丽乡村绿化工程、庄浪河大通河

省市林草部门的沟通衔接，积极承接省市林草部
门交办的各项任务，较好的维护全县林业草原资

沿线环境绿化等关键项目。庄浪河大通河两岸造
林绿化工程５４５亩，完成春季建设任务３３５．２亩。

积极申报地质灾害防治项目，认真梳理地质灾害
防治项目，根据专家现场踏勘意见，与县财政局

源的安全管理。按照＂严格保护、永续利用＂的
原则，加大天然林资源、重点公益林和野生动植

【森林草原防火】 加强对天保护林员、公益林

物的保护力度，开展＂绿卫２０１９＂打击破坏森林

护林员、生态护林员和草管员的网格化管理，将
森林草原防火任务明确到山头、地块和人头，在
春节、清明等防火重点时段，强化岗位值班及巡

草原执法专项行动，重点对林缘区矿点实施巡查

和动态监控，严防越界开采，蚕食林地；开展保
护野生动物＂绿盾＂行动，规范野生动物驯养繁
殖行政许可及产品经营利用市场秩序，打击滥捕

查监控等防范措施，对重要部位严防死守，对重

滥猎和非法经营行为；在林区集中开展清查收缴
枪爆物品＂百日行动＂和禁种铲毒工作专项

点人群顶死看牢，定期开展森林防火、灭火演练
和培训，把火灾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确保了森
林草原防火工作安全。不断加强防火宣传教育，

行动。

２０１９年，共印制发放《护林防火宣传手册》等各

新注册成立林业农民专业合作社３个；新增
家庭林场２家；新增林权抵押贷款１户，抵押面

类宣传材料１１万余份，出动宣传车１００余次，走
村入户宣传１５００余次，组织县级督查巡查 １０

积５７６亩，贷款金额５９５万元；完成林下经济产 次，下达森林资源保护督查落实建议书２０份，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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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１０份，重点地段制作警示

性的问题，及时分析研判舆情趋势，做好两会、

牌６０余块，重点时段及时提醒村民、游客注意森
林草原防火、安全用火，群众的法律意识、森林
草原资源保护意识明显提高，爱林护林、保护草

机构改革等敏感时期的舆论监管，牢牢掌控意识
形态主导权。２０１９年，召开＂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专题学习会５场次，讲党课８场次，开展学习

原的自觉性显著增强，营造森林草原防火人人有

讨论４场次。就党风廉政建设、效能风暴行动、
廉洁自律和重点工作方面的事项和问题，对相关

责的良好氛围。

党员干部开展约谈１３ 次，约谈领导干部 １５７

人次。

领导名录

局 长
郑大礼

副局长

蒋文峰
李高萍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按照县委
关于＂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统一部

（葛正斌）

市场监督算理局

署，县市场监管局党委组织党委中心组学习８
次，组织党员干部开展集中学习７次，组织领导
班子成员围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读书班开

展交流研讨１次，９名党委委员作交流发言。开

【概况】 永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成立于２０１９年

展讲专题党课活动、到烈士陵园开展革命传统教

２月１８日，整合了原县工商局、食药局、质监

育等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看望慰问困难党员。班

局、物价局价格监督所和科技局知识产权等职 子成员根据各自业务领域和本单位近期重点工作
能，对外加挂永登县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永 等内容开展专题调研，完成调研报告９篇，并开
登县知识产权局牌子，承担着市场综合监督管

展调研成果交流。通过印发征求意见建议的函、

理；市场主体统一登记注册；组织指导市场监管

召开座谈会等方式，即知即改，立行立改问题

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监督管理市场秩序；产品质
量安全监督管理；宏观质量管理；特种设备安全
监督管理；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协调；食品安
全监督管理；药品、医疗器械和化妆品质量管

理；管理计量工作；管理标准化工作；管理、监
督和综合协调认证认可工作；贯彻执行国家保护
商标、专利、原产地地理标志等知识产权的法律

２２条。
【＂放管服＂改革】 深入推进＂多证合一＂改
革。１６个部门５０项备案事项实现＂多证合一＂，
通过信息共享，真正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
腿。继续深化＂先照后证＂改革，除法律和国务

院决定保留的３２项前置审批事项外，其他事项一

法规和方针、政策；办理县人大、政协有关市场
监督管理方面的议案、提案等工作，现有正式在

律不作为登记注册的前置审批事项，降低市场准

职干部１６５人。

＂办照容易办证难＂＂准入不准营＂的问题。实施

入门槛。积极推进＂证照分离＂改革，重点解决

注册资本实缴改为认缴制改革，促进了小微企业

【党建工作】严格落实县委组织部关于机构改
革单位机关党的建设相关要求，撤销原工商局党
总支、原食药局党委所属各党支部，按工作职能

及属地新组建机关支部、退休支部、各所支部等
１２个支部，并做好党员组织关系转隶工作。把意
识形态工作纳入综合目标考评，与业务工作同部
署、同落实、同检查、同考核。定期分析研判意
识形态领域情况，对重要局情民意中的苗头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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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推广无纸全程电子化登记，２０１９年办理全程
电子化登记２３２户。在市局通报中，永登应用率
达到５０？？走在全市的前列。积极推行电子营业

执照应用，推送领取３７２个。压缩企业开办时间
至３个工作日内，９７？？办件实现在１个工作日
内办结。积极推进简易注销登记改革，注销市场

主体１２４８户。优化特种设备使用登记和开工告知

经济管理与监督
行政审批流程，不断提高审批效率。办理安装告

通过省局快检平台完成快检３６４８批次，认真排查

知１２３件，办理使用登记２０２件（含车用气瓶１１２ 食品安全隐患，有效防控食品安全风险。
件）。食品经营许可证实行电话预约，上门收
件，内部流转审批，送证到店服务，新办食品许
可证６７２户。精准服务，助推小微企业发展。引
导和支持个体户转型升级为企业１３８户。以动产
抵押、股权出质为抓手，搭建银企融资平台，帮

【药品安全监管】 ２０１９年检查医疗器械经营使
用单位２２５家次。其中，第三类软性角膜接触镜
及护理液专营单位１０家次；第二、三类医疗器械
经营单位６５家次，医疗器械使用单位１５０家次。
对全县２家药品批发经营企业、５８家药品零售企

助企业盘活存量资产，有效解决企业发展＂融资
难＂问题。办理动产抵押登记２０起，抵押合同金 业进行了重点检查，查处从非法渠道购进药品零
额１．８亿元；办理股权出质１５件，出质股权４．０５ 售企业１家。对全县乡镇以上医疗机构、城关镇
亿元。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市场新活力 医疗机构药械购进使用开展监督检查，对存在不
新动能。新发展各类市场主体２６７３户，新增注册
资金３２．０５亿元，全县共有市场主体３４４２１户，注

册资金４１１．６３亿元。

按要求储存药品等不规范行为的１４家医疗机构责
令限期整改。完成中药饮片监督抽检３３批次。开
展疫苗等冷链药品专项整治。跟踪检查药品零售
企业１３家，违法违规被撤销《药品经营质量管理

【食品安全监管】 开展对学校食堂、营养餐及

规范认证证书》企业１家；飞行检查药品批发企

校园周边食品安全、春节期间、农村集体聚餐、
重大活动期障等食品安全整治工作。监督检查学
校６６３户次、周边餐饮单位６９２户次，责令整改
２２户次。检查春节期间承办宴席的餐饮服务单位
户数为１１３户，承办宴席总桌数１９３５６桌，参加

业１家，药品零售企业６家，医疗机构２０家。飞
行检查抽验药品４７批次，其中成药１４批次，中
药饮片３３批次，未发现非法渠道购进药品等违法
行为，药品抽检覆盖范围更广，覆盖药品经营企
业、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及个体诊所。

宴席人数有１９３５６０人。农村集体聚餐户数２４
户，农村集体聚餐桌数３２２桌，参加宴席人数

【特种设备安全监管】 紧盯甘肃省特种设备监

３２２０人。备案率达１００？？保障元旦、春节、＂苦 督管理平台隐患，开展＂精准式、菜单式＂隐患
水玫瑰节＂、连城＂四月八＂、浴佛节、中高考等
重大节日的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任务。与辖区内３８
家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签订《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安
全责任书》《食品生产加工企业质量安全承诺
书》《食品质量授权书》，建立完整的监管档案。
开展以乳制品、食用油、肉制品、豆制品、酒
类、食盐、食品添加剂、儿童食品、保健食品、
清真食品、转基因食品等为重点品种，以农村地

治理，倒逼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落实主体责任，强

化特种设备使用安全管理。完成整改监督检查发
现隐患 １９条，特种设备隐患率为１．４？？组织开

展电站用锅炉、气体充装企业特种设备、大型游
乐设施等重点设备专项整治和节假日、重要时段
及重大活动期间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特种设备专

项检查。检查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２４家，整改

安全隐患２１项，有效消除各类特种设备安全隐

区、城乡接合部、学校周边等为重点区域的食品 患，促进全县特种设备安全运行。对县域内２０１４
安全专项整治，收缴假冒伪劣食品１１０公斤，＂辣
条＂２１０．５公斤，＂五毛食品＂３公斤。对辖区内
特殊食品经营单位（含保健食品生产单位）开展
风险隐患排查。完成食用农产品监督抽样送检
３８２批次，合格率９９．７４？？？肉及其制品抽样送
检２０批次，不合格食品及时上报处置３批次；餐
饮具消毒效果抽样送检１００批次，合格率９５％；

年以后办理使用登记的２２台１０蒸吨及以下燃煤

锅炉进行整治，全面完成县域内燃煤锅炉整治

任务。

【市场监管】 深入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监管，开
展＂两节＂市场整治、校园周边环境安全隐患排
查、非洲猪瘟防控、红盾护农、陇原护老、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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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扫黄打非、打击传销、打击侵犯知识产权 障。为企业创造条件申报专利，稳步提升专利申
和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专项行动。积极开展
非煤矿山安全生产、砖瓦企业、＂大棚房＂、打击
非法集资等重点领域专项整治活动。整治中取缔
无证无照经营烟花爆竹８家，没收非法销售的烟
花爆竹２０多箱、鞭炮１５０多鞭；查扣各类不合格
和过期商品９８０袋（瓶），下架不合格、超范围经
营商品５６０袋（瓶）；排查出１５４个＂大棚房＂问
题；无照经营户７８户，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６２

请量和授权量。全县专利核准量达到４１２件，其

依托甘肃省部门协同监管平台，初步实现市
场监管部门、审批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及其他部
门之间的信息实时传递和无障碍交换。与全县涉
及登记备案的２２个部门实现信息传递，推送备案
信息２３５３条。归集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联合惩
戒等涉企信息５３５９ 条。２０１９年度企业公示率

驰名商标。支持辖区企业和事业单位对他人６件
恶意抢注县域内有知名度的商标依法建议权利人

９６．０６？？？全市系统排名第三；农民专业合作社

【消费维权】 开展＂３·１５＂宣传活动。设立
宣传点１３个，悬挂宣传标语１６条，展示图板２０
块，发放宣传材料４．４万余份，现场受理消费者

中企业发明专利占１０？？上，万人有效发明专利
拥有量达２件。商标培育发展工作取得新成绩，

全县新申请量１６６件，新注册商标１５６件，有效

注册商标９１９件，同比增长３５？？商标管理工作
总体呈现良好发展态势。积极推进＂品牌指导

站＂建设工作，建成省级品牌指导站４个。通过
申请宣告无效恶意抢注＂苦水玫瑰＂＂地理标志证
份，取缔３家。查处经济违法违章案件１５起，罚 明商标８件，并申请国家知识产权局商评委在宣
没金额６８８５６元。
告无效中认定＂苦水玫瑰＂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为

公示率９７．９４？？在全市系统排名第二；个体工商
户公示率９２．９８？？在全市系统排名第一。全县
２１个部门建立计划任务库信息３６条，建立抽查
事项１６７条，建立检查主体名录库５５６８户，建立

提出异议。开展＂双打＂＂铁拳＂＂网剑＂专项行
动，检查生产经营主体３３７户，检查超市（商
场）、集贸市场、批发市场等各类销售场所１２个。

投诉４起，接受消费者咨询 ８００人次。对价值
１８．７万元的伪劣过期食品、假冒伪劣药品进行集

执法人员名录库６７２名，完成＂双随机＂抽查７ 中销毁。开展＂放心消费在陇原＂示范创建活
批次，检查市场主体９２４户，公示率１００？？
动，培育市县级示范单位（店）１５家。＂五级＂
１２３１５消费维权网络体系运行稳定，全国１２３１５

【质量发展】在农业标准化，工业标准化，品
牌战略，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等方面取得新成效。
其中，农业标准化普及率达９２？？上；工业企业

互联网平台上线运行，原质监（１２３６５）、食药
（１２３３１）、物价（１２３５８）、知识产权（１２３３０）四

条投诉举报热线整合为１２３１５一条热线电话，受

标准覆盖率达 ９８？？上，标准数据库建档 理涉及商品服务、质量、食品、价格、药品、知
１００？？？成国家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２个，建成
省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１个，农产品地理标志保

识产权等问题。消费投诉渠道更加完善，消费者
投诉更加便利畅通。２０１９年，受理调解查办各类

护认证１个，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１家；积极开 消费者投诉举报建议３３２起（其中处理全国互联
展永登苦水玫瑰品牌创建国家级品牌示范区项目
建设，相关申报资料已上报至省局。完成＂苦水

玫瑰原产地标记注册＂＂苦水玫瑰证明商标注

网１２３１５投诉举报 １８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１２３１５中心分派的投诉举报建议１６１起；１２３４５民
情热线１４０起；基层所自行受理１３起），办结３２７

册＂和＂苦水玫瑰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积极 起，办结率９８？？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４９．５２
参与制定《无公害农产品——中国苦水玫瑰栽培 万元。根据电价再降低１０？？件精神，对辖区内
技术规程》《无公害农产品——中国苦水玫瑰干
花蕾》等相关技术标准，推动玫瑰产业标准化生
产，为苦水玫瑰知名品牌示范区建设提供有力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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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家商业综合体、物业等转供电单位，涉及终端

用户 ８８８家进行督促检查，退还终端用户降价电

费６３８６４．５元。对２１家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价格

经济管理与监督
及价格收费公示、明码标价以及涉企收费进行重

在重点企业、旅游景点及旅游接待单位、大型商

点检查。对辖区内主要旅游景点门票价格、商
场、超市、农贸市场价格（收费）公示情况、商

超、集贸市场、娱乐场所等人员密集的地方，通
过给企业、商铺、集贸市场、娱乐场所等市场主

品明码标价情况，餐饮点饭菜明码标价等情况进

体发放《致全县人民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一

行检查和督导。检查商家４００余家，规范了明码

封信》、张贴海报条幅、电子显示屏滚动宣传标

标价、消费环境更透明安全。

语等方式，进行扫黑除恶应知应会知识、法律法
规宣传并公示举报电话，提高群众知晓率，切实
做到＂纵横交错、全面覆盖＂。采取深入基层、

【非公党建】 县非公企业党委成立主题教育领
导小组和巡回指导组，制定《实施方案》。分两
个片区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安

日常监督检查、走访等方式开展黑恶势力线索排
查工作，认真摸排易滋生黑恶势力的市场、商

排部署会，推进主题教育深入开展。巡回指导组

场、超市，全面掌握县域内可能存在的黑恶

深入各企业党组织进行巡回督导，指导主题教育
扎实规范开展。并对１３８名非公企业党支部书记

势力。

开展为期一周的集中培训学习。建成并运行党群 【精准扶贫】 成立工作小组，制定《工作方
服务中心，全年共接纳各部门、各乡镇党务工作
者参观学习１２０人次，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

案》，组织１４２名帮扶干部对１６个村共５６５户贫困
户逐户摸底，全面掌握贫困家庭人员情况、劳动
力、生产生活现状、生产技能特长、人均收入、

命＂主题教育支部书记培训会等各种会议６次。
１３８家非公党组织开展对标自查，党支部建设标 致贫原因、就业增收愿望等基本信息情况，确保
准化工作覆盖４０４家非公企业，规范清理联合党 情况清、底数明，帮扶措施精准。对中央脱贫攻
支部４８个。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的入党积极 坚专项巡视反馈农民专业合作社＂空壳社＂问
分子有１２３名，发展预备党员５５名。对不符合条
件的３３个联合党支部进行整改，动员转入党员
１１２名，新建党支部４３个。全县２０个非公企业通
过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技能扶贫等方式帮扶
２１０９ 人，帮扶资金 ９３１．２５万元，解决困难 ５５
件。对１３５家帮扶企业实施＂一企一策＂＂点对
点＂靠前指导服务。在全县初步具备建立党组织
条件的５５０家非公有制企业中，建立党组织１４０
个。其中，单建党组织６２个（西北铁合金党委１
个、党总支２个、党支部３５个，乡镇企业党支部
５个），联合党支部７８个，覆盖非公企业数４００４

家，党组织覆盖率达７３．４５？？共有党员 １４７５
名。其中，女党员２６５人，少数民族党员１７人，
大专及以上学历４５４人。

题，主动认领、深刻剖析，制定整改方案。注销

农民专业合作社２８８户。其中，贫困村未运行的

３５３户中注销１６０户；提升恢复运行１６９户；其余
２４户因负责人外出打工等各种原因未注销。

领导名录
党委书记、局 长 刘万春（２月任）
党委委员、副局长 何连生（２月任）

雷健康（２月任）

华有亮（２月任）

李忠业（２月任）
王喜阳（２月任）

薛永雷（２月任）

苗建国（２月任）

党 委委 员
徐大红（２月任）
【扫黑除恶】成立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
组，召开８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专题工作会议，
及时传达相关会议及文件精神，制定印发《永登
市场监督管理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实施方
案》，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苏 虎）

统计启
【概况】 永登县统计局成立于１９８４年４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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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建制，领导指数１正１副。行政编制８名，事业

＂网格管理＂转变，将工作细分到各个责任主

编制７名。下设行政办公室、综合统计办公室、 体，划分到各个实施阶段，确保全年工作任务落
工业统计办公室、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办公室、商

实的精准化和高效化。严格执行国家及省市统计

贸统计办公室、农业统计办公室、人口和社会统

部门报表方法制度和工作要求，高质量完成一套

计办公室。主要职责为负责贯彻执行国家统计工
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负责全县国民经
济核算，整理提供国民经济核算资料，开展统计
分析研究、指导等各项工作。

表联网直报工作，认真组织完成核算、农业、工
业、投资、能源、商贸、服务业、人口、人员、
劳动工资等领域各项常规统计调查工作。围绕国
家及省市统计制度体制改革，继续推进国民经济

核算、农业、服务业等统计改革，并围绕县域经

【政治建设】 统计局党组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济发展状况，扎实开展十大生态产业以及县域经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
济高质量发展统计监测等相关工作，全面、准
深刻领会学习习近平总书记２０１９年视察甘肃重要

确、客观反映全县经济发展成果。认真贯彻执行

讲话指示精神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丰富
内涵和核心要义，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２０１９年国家和省市各项统计年报和定期报表制

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
中统一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坚定和强化领导班

子的政治定力。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持续深化＂两学一做＂学习

度，严格调查标准，完善数据质量全过程控制体
系，全面完成工业品价格调查、规下工业样本调
查、企业用工抽样调查、妇女儿童监测、小微企
业调查监测以及人才状况统计调查等各项调查

工作。

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建设，扎实开展＂不忘初心、

【经济指标监测】 立足县域视角对全县主要经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坚持以上率下，引领全局

济指标总量与速度进行分析，密切关注宏观经济

党员干部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学以致用。

运行的各项指标变化，对工业、投资、商贸等重
点领域敏感指标进行动态监测，做好跟踪服务。
重点通过同比、环比提升看经济发展成果，通过

【队伍建设】紧密联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统

近年数据增势图看经济发展趋势，由此形成统计

计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市县委关于统计工作指
示精神，咬定发展目标，围绕发展所需、部门所
求、社会所盼，精准研判、精准分析、精准服
务，狠抓班子建设，认真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和
民主生活会制度，严格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
度。班子成员既主动参与集体领导，又认真履行
分管职责，在政治上相互信任，在工作上相互支
持，在感情上相互尊重，增强工作责任感、使命
感，推动新时代统计工作上台阶、上水平。

信息、全县经济发展预警监测报告等送阅材料１２

期（篇）。贯彻县委县政府工作部署，深刻剖析
全县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短板，充分运用统计
数据诠释全县经济发展状况。
２０１９年，改版编印月度《永登县综合统计信

息》１１期、季度《全县经济运行分析报告》４

期，并编印出版《永登统计资料汇编—２０１８》和
《２０１８年永登县经济发展分析报告汇编》等统计

【报表联网】 创新统计工作载体和方式，按照

服务资料。充分发挥各部门统计资源优势，及时
提供部门所需的统计资料，共同研判行业发展趋
势，深挖数据根源，找准数据背后的规律、走

横向到边、纵向到点，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原

势，发掘行业运行存在的问题、困难，形成＂整

则，在全面落实＂ＡＢ＂岗位制度职责的基础

体、协力、互补、共享＂的部门间互助互进良好

上，以年初制定的《２０１９年全县统计工作要点》

局面。继续推行＂三分之一＂调研工作法（即∶

为抓手，持续推进统计任务由＂线条管理＂向

三分之一时间做专业、三分之一时间做调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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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一时间做分析），深入企业、乡镇走访调

年，在省局、市局内网分别发布统计信息３７篇、

研，摸准县域经济发展矛盾短板，帮助基层研究
解决统计难题。重点围绕法制建设、发展重点、
统计工作先后开展＂统计法制建设＂＂工业经济

７８ 篇，超额完成市定目标任务，居全市第二；

运行＂＂投资现状分析＂等各类专题调研，为全

县科学研判经济形势、谋划统计工作提出有价值

的意见建议。

＂永登统计微讯＂刊载信息、分析报告近百篇，

原创率达到９０？？上；＂永登统计＂以及手机
报、＂永登发布＂（今日头条）、县电视台微信公
众号等平台累计发布统计宣传信息２０篇次以上。
严格一套表上报期间统计业务咨询服务机制，有
效利用 ＱＱ群、远程视频指导等方式加强在线监

【经济普查】 认真按照国家人口变动抽样调查 测力度，及时掌握上报数据质量和工作进度。同
步骤、程序和要求，明确前期准备、摸底登记、 时，针对一套表联网直报中存在的问题，采取以
质量控制、事后总结等时间安排，在开展调查宣
传和业务培训的基础上，扎实开展数据核查和质
量管控工作，圆满完成４个调查小区３７３户１４１３

会代训等多种方式累计开展各类统计业务培训１０
场次５００余人次，切实提高联网直报报送效率和

系和监测方案，加强部门联动，强化数据归口管
理，认真做好小康进程数据收集、核实评估、结
果测算、撰写报告等工作，为全县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提供详实的统计数据资料。按照省市普查培

台，推进全县基本单位名录库更新维护工作，实

训要求和流程，制定详细的业务培训指导计划，

务等部门开展企业培育入库，为经济主管部门企

数据质量。在组织乡镇和企业统计人员集中培训
人的入户调查。根据国家和省市统计监测指标体 的基础上，利用＂县企＂两级统计联网直报平
现国家省市县四级＂一库在线＂实时维护的基本
要求，充分发挥基本单位名录库引领各项统计工

作的基础地位和先行作用。配合发改、工信、商

业达标入库工作提供指导和预警。２０１９年，培育
＂掰开揉碎＂剖析讲解、巡回培训１８场次７００余 入库＂四上＂企业和投资法人单位３１家，其中∶
人次。通过＂地毯式＂＂扫街式＂＂拉网式＂、不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３家，规上服务业企业２家、
留余地、不留死角的形式，对各普查小区进行全 限上商贸企业１１家、５０００万元以上在建项目法
方位入户登记，对反馈发现的突出问题认真研 人单位１３家、房地产项目２家。以贯彻落实《永
普查正式登记以来，累计开展逐表式、逐指标

究、上下联动、逐级落实，实现普查正式登记工

作的１００？覆盖。将查遗补漏作为提升数据质

登县乡镇统计基础工作规范化建设实施意见》为
遵循，根据统计站建设＂八有＂标准（有机构、

量的重要举措和抓手，结合正式登记中发现的差
错和问题，通过比对税务、教育、卫生、民政、
编办等部门资料，把数据质量控制措施落实到现

有人员、有场所、有设施、有标识、有公章、有

场登记的全过程和各环节，有效促进经普工作高

年先后验收乡镇统计站标准化建设２个，累计完

质量推进。同时，高质量完成经普审核验收、质
量抽查、数据改错以及数据资料开发等各项

成验收１４个。

工作。

【党建工作】 始终紧抓＂最大主业＂，切实把
党建责任扛在肩上、抓在手上，坚持以基层党组
织标准化建设为抓手，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

【拓宽业务】 重点以做精做细＂永登统计微
讯＂微信公众平台和＂永登统计＂头条号为抓
手，积极探索由＂数字管家＂到＂数字解读＂的
数据发布新模式，及时开展主要经济指标走势、

统计工作动态以及统计知识普及等工作，为社会

制度、有电脑），继续强化乡镇统计站软硬件建

设，确保统计站发挥好统计服务的最大职能。全

堡垒作用，切实担负好教育、管理、监督党员和
组织、宣传、服务群众的职责，引导全局党员发
挥先锋模范作用，切实把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要求
落到实处。２０１９年，组织开展党组理论中心组学

各界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统计信息服务。２０１９ 习１７场次，开展全体党员干部政治理论集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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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余场次，选派党员干部赴北京、成都、郑州学

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规党纪

习３期３人次。严格落实＂三会一课＂、组织生活
会、民主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等制度，持续加

的同时，严格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
切实履行＂一岗双责＂。局党组在＂一把手＂负

强党员思想教育，认真组织党员开展＂学习强

总责的基础上，把具体职责分解到每名班子成

国＂＂甘肃党建＂ＡＰＰ学习活动，筑牢广大党员 员，做到目标明确、责任到人。同时，筑牢全体
干部思想根基，强化党性修养；建立和完善党建 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思想防线，积极配合县委第四
工作制度，以主题党日和党员积分考核管理为抓
手，积极开展党建活动，促进党内政治生活标准

巡察组认真开展政治巡察工作，并组织党员干部
开展榆中张一悟纪念馆、兰州战役纪念馆警示教

化、规范化；严格党员管理，将发展党员工作纳 育活动和党史、新中国史等纪念教育影片观看活
入党建工作要点，认真做好党员发展工作，提升 动，形式丰富、内容突出，切实打通党员干部知

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敬畏守底线的＂最后一公里＂。２０１９年，累计开

展各类谈心谈话６场次７８人次，无违纪违法行为

发生。对领导班子和班子成员检视出的１５条问题

及４条专项整治问题全面完成整改。
【脱贫攻坚】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
工作的重要论述，始终把扶贫工作作为＂一号工

程＂和最大的政治任务，将扶贫帮扶和党建工作

全面融合、统筹安排，扎实有效地制定扶贫方
案，完善＂一户一策＂，落实帮扶责任。根据省
市统计局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核查验收方案要

求，牵头开展全县退出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的业
２０１９年，发展预备党员１名，预备党员转正 务培训及县级验收工作，全面配合完成市级核
１名。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主动权，将意识形态 查、省级抽查工作，切实形成抓扶贫、促发展的
工作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和党员学习教育的范畴 强大合力。２０１９年，为防止和杜绝扶贫工作中的
之中，定期组织召开专题研讨会议，及时分析和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坚持＂一线工作法＂，

党员学习

解决局机关在意识形态落实工作中出现的新情

累计开展贫困户走访慰问６０余人次，为贫困户送

况、新问题。坚持从严从实、从细从精的工作标
准，健全完善局机关识形态工作研判宣传机制，
充分利用统计信息内外网等平台，全方位、多渠
道扎实开展意识形态和宣传思想工作。结合党支

去食用油、大米等慰问品价值约１万元，村委会
阵地建设、道路硬化等帮扶资金４万元。

部建设标准化，认真落实＂守初心、担使命，找

【依法治统】 定期召开党组会对统计法制建设
进行部署，将法制建设纳入年初统计工作要点，

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扎实推进＂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做到环节齐抓、步骤
同推，攻坚克难、主动作为。具体工作中，把学

并以县委县政府两办名义印发永登县《认真贯彻

习教育、检视问题、调查研究和整改落实熔于一
炉，从严从实、精准发力，对每项工作任务均形

域诚信宣传工作方案》《永登县信用信息双公示
工作实施方案》《永登县统计信用＂红黑名单＂

成责任书、时间表和路线图，以表格化、清单化
的形式从五大方面细化２３项具体任务，对表推

管理办法》等文件制度，规范统计法制工作。坚
持学法为上，将《宪法》《公务员法》《统计法实

进。在全面深化学习《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

施条例》《统计违纪违法责任人处分处理建议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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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督察工作

规定〉的实施方案》，先后制定《永登县统计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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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甘肃省统计条例》等法律法规和上级规范

制复核审理股、财政金融审计股、行政事业审计

性文件纳入到日常学习的规划之中，负责编印
《统计法律法规读本》，并组织局内相关行政人员

股、社会保障审计股、基建投资审计股、农业与
资源环境审计股、重大政策审计股。下属事业单

全面完成行政法律法规考试学习。积极参加普法

位永登县经济责任审计分局，事业编制１８个，在

教育宣传，高效开展＂送法上门＂活动、＂七
五＂普法、＂中国统计开放日＂和＂１２·４＂宪法

宣传日等活动。扎实开展统计造假专项整治工

职在编１７人；永登县＂三农＂资金审计中心，事
业编制７个，在职在编６人；永登县财政审计保
障中心，事业编制６个，在职在编６人。

作，重点对＂四上＂企业原始入库资料、税务资
料、统计报表进行了检查比对和质量抽查，对企

【工作概况】 ２０１９年，完成审计项目６５项，

业数据出入大、统计原始记录及统计台账不健全 占目标任务 ３１项的２０９？？其中∶预算执行审计
等问题及时进行指导整改，为全县统计数据质量 ４项，经济责任审计２２项，自然资源资产审计１
保驾护航。同时，结合全县统计法制建设现状，
对一套表联网直报企业扎实开展＂双随机＂执法
检查活动，先后对２０余家＂四上＂企业是否存在
虚报、瞒报、伪造、篡改、拒报和迟报统计资料
以及是否设置原始记录、统计台账等事项进行重

点执法检查，对发现的２条突出问题全面督促

项，财政财务收支审计３项，专项审计１２项，投
资审计２３项。查出违纪违规资金 ４３７６．１５万元，
管理不规范资金３４６８３．３８万元，政府投资项目多
列工程价款１４３７．７９２万元。下达审计决定 １５份，
制发审计移送处理书３份，提出审计建议７５条，
审计整改落实率达 ９０？？审计建议采纳率达

整改。

９５？？

领导名录

【本级财政预算执行审计】以促进规范预算编
报和管理、盘活财政资金存量、优化财政资金增
量、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
和揭露重大违法违纪问题为主要目标，深化财政

局 长 陈文军

副局长 魁建芳
张 宁（３月任）

（张 宁） 预算执行审计，强化对重点领域、重点部门、重

浦计高

点资金的审计监督。完成县财政局、县引大指挥

部、县委办公室等４个部门的预算执行审计。主
要存在基金收入未缴国库、非税收入未缴国库、

【概况】 永登县审计局行政编制１１个，在职在 预算资金以借代支长期挂账等问题。审计查出违
编１１人，领导职数４人。内设∶办公室、法制复
核审理股、财政金融审计股、行政事业审计股、
社会保障审计股、基建投资审计股、农业与资源

纪违规资金３２２８．８２万元，管理不规范资金１２６０３
万元。针对查出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

计法》及《审计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相

环境审计股、重大政策审计股。下属事业单位经 应审计处理，并提出相关建议，为促进财政预算
济责任审计分局，事业编制１８个，领导职数１
人，在职在编１７人。＂三农＂资金审计中心，事

管理规范化、制度化和法治化建设发挥重要

作用。

业编制７个，在职在编６人。财政审计保障中

心，事业编制６个，领导职数１人，在职在编

６人。
【机构设置】 永登县审计局行政编制１１个，在

职在编１１人，领导职数４人。内设∶办公室、法

【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和财务收支审计】以促进
被审计领导干部推动科学发展、守法守纪守规尽
责为目标，重点关注被审计领导干部贯彻执行财
经法律法规及党和国家关于经济工作的方针政策
部署，重大经济决策，财政收支，财政资金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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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活和使用效益，重大投资项目实施及效果，贯

环境保护、工程质量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切

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及遵守有关廉
洁从政规定等情况。完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县
委农办、县财政局、县畜牧兽医局、县质量技术
监督局、县幼儿园等２２个单位领导干部经济责任
审计和七山乡人民政府、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３
个单位的财务收支审计。审计查出违纪违规资金
８７１．９２万元，管理不规范资金４９４１．３５万元。针
对查出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及
《审计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相应的审计

实查深查透，推动及时完善制度、加强管理和堵
塞漏洞。２３项竣工决算审计共查出多列工程价款

处理。

１４３７．７９２万元。
【专项审计】 资产负债审计∶ 根据县机构改革
工作安排，对县国土资源局、县环境保护局、县
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县安监局等六个涉改部门开

展资产负债审计。通过对涉改部门和单位经费、

资产、负债的真实性、合规性、合法性的审计，
认真落实县机构改革方案及实施意见，依法依规
清查国有资产，规范经费资产调整和处置程序，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认真贯彻 严防国有资产流失，妥善处理各项遗留问题，保
落实《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规定（试 障和促进国有资产的完整、增值，促进全县机构
行）》，开展县水务局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
任审计，审计以促进领导干部认真履行自然资源
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为目标，重点揭示
造成资源损毁、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方面的突

改革有组织、有纪律、有步骤推进。民生专项审

出问题，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

县各有关单位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专

计∶ 分别对七山乡 ２０１５年至２０１７年农业农村专
项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审计、永登县惠民惠农财

政补贴资金使用＂一卡通＂情况专项审计、永登
项审计调查、永登县２０１８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

【政府投资审计】 始终坚持突出重点、量力而
行，规范发展、确保质量的原则，以加强财政投
资项目管理、促进提高政府投资效益、确保资金

助资金、基层医疗机构药物制度补助、基层医疗

安全高效使用、增强投资项目质量水平为目标，

等专项审计６项。完成专项审计４项，主要是上

重点关注投资结构和投资绩效，着力反映投资结

川镇、大同镇、连城镇、坪城乡４个乡 （镇）８

构不合理、重复建设、损失浪费和重大违纪违法

式，加大委托审计力度，全面完成投资审计任

个村２０１７年以来村级集体财务运行情况审计、柳
树镇２０１７年农业农村专项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审
计、农林局２０１８年省扶贫地膜采购项目资金管理
使用情况审计等。针对查出的问题根据相关法律

务。先后完成县教育局２０１８年改薄重点项目、县

法规提出相应的处理意见，并提出严格执行财金

２０１６年节水增效高效节水灌溉工程项目、县２０１７

纪律、完善预决算制度和资金使用效益制度、加

年４项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项目、七山乡
２０１７年至２０１８年农业农村专项资金建设项目、
２０１７年农村公路通畅工程项目、红城镇永宁新村

强互助资金管理、规范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

理等建议。

一期工程等２３个项目竣工决算审计。在审计中坚

领导名录

等问题。在工程审计中针对单位工程造价人才短
缺的现状，审计局采用购买社会审计力量的方

持跟踪审计与工程结算审计相结合，一方面关注
政府投资的规划布局和投向结构、计划下达和资
金使用、建设管理和投资效益，促进发挥政府对

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的引导作用；另一方面重点
关注招投标、物资采购、投资控制、土地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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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机构综合改革补助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审

计、东西部扶贫协作项目资金管理使用情况审计

党组书记、局 长 王作仁
党组成员、副局长 王玉强（兼党支部书记）

胡正新

姬文俊

（刘婷婷）

经济管理与监督

应急管理局

１４３．９万元，同比下降２０．１３？？发生火灾７３起，

其中，简易火灾７１起，一般火灾２起，同比去
年，火灾起数下降了２１？？辖区内未发生较大以

【概况】 永登县应急管理局，原永登县安全生 上火灾事故。消防安全形势＂稳中有进、稳中向
产监督管理局，成立于２００１年６月，负责全县非
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建材、冶金等
工矿商贸领域的安全生产监管管理工作，同时承
担永登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的工作，负责全

县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和指导协调工作。２０１９

好＂。

【安全生产】 ２０１９年，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
和分管领导多次带队深入重点行业领域和重点企
业实地检查调研，多次对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工

年２月，根据《永登县机构改革方案》要求，将 作提出明确的任务要求。结合机构改革和职责调
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职责，以及县政府办公 整，县委、县政府与１６个乡镇党委、政府和２４
室（县应急管理办公室）承担的应急管理职责，
县公安局的消防管理职责，县民政局的灾害救

个县级部门签订《永登县２０１９年度安全生产、防

灾减灾、应急救援工作目标责任书》，靠实安全

助、县国土资源局的地质灾害防治、县水务局的 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责任。严把非煤矿
水旱灾害防治、县农林局的草原和森林防灭火、 山复产复工验收关，突出抓好节后复产复工验收
县地震局的震灾应急救援相关职责，以及县减灾 工作，累计验收非煤矿山３３家，其中，经验收合
委员会、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县抗震救灾指挥
部、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县地质灾害应急指挥

格复产非煤矿山１９家，复工非煤矿山１０家，整

改矿山４家，共查出各类问题和安全隐患１５３

部及其办公室的相关职责整合，组建县应急管理 条，限期整改１１６条，立即整改３７条。深刻吸取
局，是县政府工作部门，为正科级。７月，重新
调整县安全委员会、县减灾委员会、县防汛抗旱
指挥部、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县抗震救灾

江苏响水＂３·２１＂事故教训，在全县范围内组
织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提升专项行动，

共成立各行业领域督查检查组３６个，检查单位和

指挥部、县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组成人员。下属
单位永登县安全生产监察大队设立于２００８年，科
级建制，隶属永登县应急管理局，与局机关合署

办公。原地震局２０１９年２月机构改革时一并划转
为下属单位，更名为永登县地震监测服务中心，
实有干部９人。局机关内设办公室、综合减灾
股、矿山监管股、危化品监管股、工贸监管股、
地震监测股，共有干部３５人（行政编制１１人，

实有１１人，工勤编制２人。安监大队参公编制２４
人，实有干部２０人）。地震监测服务中心参公编

Ａ众Ｅ成息

制１０人，实有８人。

企业培训

【安全事故比率】 １—９月，全县安全生产形势 场所４１４家次，发现隐患１０６６条，责令整改９８０
保持平稳，安全生产四项指标实现全面下降。发
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１２起，同比减少３起，同比
下降１８．１８？？？亡９人，同比减少３人，同比下
降２５？？？伤７人，同比减少３人，同比下降
３０？？？成直接经济损失５７０．８万元，同比减少

条，责令停产停业企业２６家，行政处罚１１９３

万元。
结合＂清明＂＂五一＂＂中秋＂＂国庆＂等重

点时段安全生产工作特点，聘请安全生产专家，
深入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冶金、工贸等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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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演练
行业领域开展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工作，检查各类 率达到１００？？持证上岗率达到６０？？对辖区基

生产经营单位５７１家次，查出各类问题和安全隐 层网格员进行新版网格化系统培训２次，开展消
患３２５１条，整改完成率９２？？行政处罚２１家， 防安全检查数和消防宣传数均在稳步提升。完成
罚款金额６９．２万元；没收非法违法烟花１８８个、 消防产品处罚案件４起，下发不合格通知书６
爆竹３９８挂，暂扣１家烟花爆竹点《烟花爆竹经

份，函告市场监管局５ 份，检查微型消防站 １０

营许可证》；积极开展＂遏重＂双防机制建设。

家，微型消防站抽样送检５件，其他抽样送检５
件，罚款金额共２．２万元。

按照＂依靠专家查隐患，严格执法促整改＂的工
作思路，畅通政府购买第三方服务的渠道，充分
发挥专家在检查指导、隐患排查中的技术优势， 【水源地整治】认真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关

于城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环境综合整治

借力提升监管执法的专业性、权威性和实效性，
多轮次聘请安全专家对全县重点行业领域（危

的部署要求，对位于一级水源地保护区内的＂永

化、冶金、建材、非煤矿山）和人员密集场所开

登液化气供应站＂先后调配１０台大型机械设备和

展＂解剖麻雀＂式的督查检查，对全县２４３家企 ５０名民工对该站２个５０立方米卧式储气罐和１个
业完成风险信息采集辨识工作，累计发现问题隐 ５０立方米液灌进行安全调离，累计拆除库房、泵
患１５１３条。县安委办按照＂三管三必须＂和＂属

房、充气室、旱厕等建筑约４８５平方米、２０米高

地管理＂的原则，及时将查出的问题隐患细化分

避雷针２个、围墙３７０米、硬化路面１１００平方

解给相关部门和属地乡镇，明责限时、督促整改
落实，切实提高辨识管控风险、排查整治隐患的

米，清运拆除物６３车约１２００余吨，并对该站场

能力和水平；全力排查火灾隐患。

地进行地面平整和地貌恢复工作，高标准完成关
闭取缔工作。依法对骆驼蓄电池（原万里电瓶，

【健全消防设施】２０１９年，县消防大队共检查

盐酸洗车点）经营门店进行关闭取缔，督促永登
潞阳气体有限公司和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

单位２４１２家，督促整改火灾隐患或违法行为

司甘肃兰州销售分公司中堡加油站规范设置生活

４４６２次，临时查封１３家，责令＂三停＂８家，罚
款３８．４万元，拘留２人。同比去年检查数上升
２８？？督促整改火灾隐患数上升５４？？临时查封

污水和生活垃圾收集桶，认真做好生活污水和生
活垃圾的收集与处置工作，确保饮用水水源地不

数上升 ３５０？？拘留数上升 １００？？罚款数上升

受污染。

１００？？总队＂蓝盾＂行动督察组督察问题全部 【普及应急知识】 组织开展应急管理大排查、
整改完毕。提请县政府挂牌重大火灾隐患单位销
案１家。督促２家投入使用的高层建筑全部签订

大宣传、大培训＂百日活动＂，＂５．１２＂防灾减灾
日、全国第１８个＂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永

维保合同，１３家设有自动消防设施的单位全部接 登行＂等宣传教育活动，充分运用各类媒体资源
入消防物联网四系统；安装联网型独立式感烟探

和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广泛普及安全生

测器１９１个，现有１４家设有消控室的单位，注册

产、防灾减灾和应急管理知识。消防大队组织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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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文员开展消防知识讲座１０余次，宣传培训

１０００余人，辖区４个社区均设立消防宣传大使，
１９３所学校全部完成消防进课堂要求；全县多家

高层建筑签订联播终端安装合同，共安装联播终
端６０个。积极参与＂全国危化品及全民安全应急
知识竞赛＂和＂全国首届应急管理普法知识竞
赛＂活动，最终分别以４６万余分取得全省第四、
全市第二和１４３万余积分取得全省第五、全市第

二的优异成绩。

改革后各成员单位的防汛抗旱工作职责，重新修
订了汛抗旱应急预案。对各乡镇防汛应急物资及
重点水库和塘坝进行检查，督促各乡镇、相关部

门严格落实汛期领导带班干部值班２４小时值班值
守制度，对监管企业、部分乡镇和部门开展值班
督查，确保汛期２４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得到有效落
实。严格执行领导带班值班和值班人员２４小时值
班值守制度，县应急管理、自然资源、水务、气
象等部门积极对接会商建立自然灾害监测预警工

作机制，及时发布预警预报信息，及时报告灾情
【应急管理统计】 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关于防灾减
灾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印发《关于全面开
展应急管理调查统计工作的通知》，重点围绕涉

信息，及时传达上级指令，及时反馈响应措施。
通过电话、微信、短信、广播等方式将预警信息
迅速传递到乡镇、村社及社会公众，确保灾情信

息通畅，指令准确传达。

及甘肃省的８项重点工程，全面开展应急管理情
况调查统计工作，全县摸排自然灾害风险隐患点

【防灾减灾】 对各乡镇储备的防灾减灾物资进

２６２个，山洪灾害预警信息员２３２名，重点生态
功能区１个、占地面积５８４６．７３平方公里，地震易
发区房屋面积８９．５万平方米，水库塘坝４２个，地
质灾害避险移民搬迁工程点４处，应急救援指挥
系统２个，自然灾害监测预警系统８５个，行政事
业单位应急机构４０个，应急救援队伍６０个，应

行核查检查，并认真做好地质灾害报灾、查灾、
核灾、救灾等各项工作，各乡镇共上报灾情７

急救援专家５０个，应急救援预案建设１３４个，应

２．４５万元，家庭财产损失４１．０６万元，积极与乡
镇及人民保险公司协调，及时核查房屋受损情

急救援物资 ５５４类，应急救援大型设施设备

１１５个。

期，经核查评估，全县１４个乡镇，９６个村，
６１６４户，２４７９６人不同程度受灾，造成直接经济
损失３６５４．３４万元，其中，农业经济损失３４０２．８９
万元，基础设施损失２０７．９４万元，公益设施损失

况，为４８ 户房屋受损户理赔４３．２１万元。对因洪

涝、风雹等灾害造成部分农户农作物减产减收情

【建立灾害数据库】 积极组织相关部门开展本
行业领域风险隐患点排查摸底和各类安全隐患数

况，积极做好灾情评估工作，制定冬春救助工作

据库共享应用工作，把有关城市内涝、地质灾

制定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扶贫（民生）领

害、危房等危险源数据和极端气象数据应用于灾

域监督信息系统录入工作的紧急通知》，召开专

种风险评估和灾害评估，摸清灾害风险隐患底

题会议对系统录入工作进行细化安排部署，明确
责任分工，倒排时间任务，并适时对各乡镇信息

方案，建立冬春需救助台账。

数，全面掌握重点区域抗灾能力，建立完善分区
域、分类型风险隐患点数据库，制定风险评估防 报送情况进行通报。２０１２—２０１９年冬春困难生活
范措施，实施动态监管。全县摸排出隐患点共
２９２处，其中，重点防治点９２处，一般防治点
２００处。对重大地质灾害隐患点２处致函县自然

资源局进行治理。

救助金共计３６７２．４万元，录入３５９６．７４８万元，因

原始数据丢失未录入７５．６５２万元；２０１２—２０１９年
自然灾害生活救助金共计９７０．３２１８万元，录入
９５２．０１１万元，因原始数据丢失未录入１８．３１０８万
元。针对无法录入的丢失数据，责成相关乡镇向

【防汛抗旱】 积极对接相关部门起草全县防汛

抗旱指挥机构的成员及职责调整文件，明确机构

报送书面情况说明。
重新统计摸排自然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建设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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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核查登记县内宏观哨，针对１１个宏观哨实际

情况，按照宏观哨人员、经费、观测项目＂三落
实＂标准，加大宏观哨建设，确保宏观异常信息
及时、有效上报。重新登记各乡镇＂三网一员＂
队伍成员２１０名，切实加强地震群测群防工作。
坚持上报震情信息和会商意见１０期。根据放管服

工作相关要求，梳理四办清单，将２项行政许可
的办理时间由１５日压缩至３日，安排专人进驻政

树屏镇毛茨村）进行实地勘查，并协调相关部门
出具核查证明函。协助兰州观象台对位于武胜驿
镇黑林村的观测点进行升级改造，确保地震监测
仪器的正常运行。对全县地震应急避险场所指示
牌进行维护，充分发挥地震应急避难场所的作
用。对县区内自２０１６年６月新一代《中国地震动
参数区划图》（ＧＢ１８３０６－２０１５）标准实施以来的
建设工程进行检查，确保区划图的有效执行，维

务服务中心大厅窗口统一受理。认领权力事项１１ 护国家强制行标准的权威。
项，其中行政许可２项、其他依法实施的行政权

力９项，并全部上传至甘肃政务服务网永登子网 领导名录
站。重新梳理行政审批事项，及时将审批工作纳 局 长黄永信（２月任）
入《兰州市行政审批系统》，今年办理审批事项１ 副局长 蒲焕成（３月任）
项。积极配合省地震局做好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
杨 军（３月任）
预警工程甘肃子项目永登境内基准站建设的前期
工作，对县域内两个建设点（七山乡苏家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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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Ｔ３ＴａｔＴＸＴａ６３Ｔ－ＭｒｘＴｔ－ｒＴ１

江业和信息化局

７．５？？占全县ＧＤＰ 比重达到５６？？节能指标完成

情况∶ ２０１９年全年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综合能
耗１９１．８０万吨标准煤，同比下降 ３４？？单位工业

【概况】 永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以下简称∶ 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２２．８？？
工信局）成立于２０１９年２月。三定方案中永登县
工信局机关行政编制１１名。设局长１名，副局长
２名。永登县节能监察中心（参公）实有人数１
人，永登县中心化验室（事业）实有人数１５人。

【节能监察】 配合省市节能监察部门对县域内３
家水泥企业、１家电解铝企业进行阶梯电价监察，

对３家铁合金企业进行能耗限额监察；培育中铝连

城分公司、甘肃隆辰实业、甘肃永固特种水泥有限
【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２０１９年工业总产值
完成８５．７８亿元，工业增加值完成１７．０３亿元。工

公司、兰州红狮水泥有限公司、甘肃鸿瑞铝业有限
公司等清洁生产企业，大力实施节能高效项目，

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情况∶ １０月完成固定资产投 推广应用先进节能技术；针对全县煤炭市场混乱
资上报数１１４５４万元，１—１０月累计完成固定资 现象，制定《永登县煤炭市场清理整治工作实施
方案》，成立永登县煤炭整治市场工作领导小

产投资上报数１９０４３８万元，增速约为１２０．３８？？
重点项目建设情况为∶永登县众联水泥有限

组，积极联合生态环境局、国土、市场监管局对

责任公司的干粉预拌砂浆生产线项目，完成投资

建设不规范、手续不齐全的煤炭市场和网点进行

５６００万元。完成主体工程、设备及辅助设备的安 整治，下发整改通知书；完成建设标准符合土地
装，工程建设基本完工；兰州红狮水泥有限公司
的兰州红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１３万吨／年，工业

布局规划二建网点布局６２家，一级网点布局３家。

固废水泥窑协同综合利用项目，计划总投资 【非公经济】 ２０１９年初，召开促进非公经济发
１０５００万元，完成投资７０６１万元。完成地平面以 展专题会议；年中，召开非公经济产融合作政银
下 １２米建设、地平面建设、＋０米土建、车间仓 企对接会；年末，召开非公企业代表座谈交流
库等项目，设备陆续进厂进行调试安装；腾达西

计划总投资６００３万元，完成投资５４７８万元。完

会，为全县非公企业发展保驾护航。１月—９月，
全县共有注册民营企业 １０６２４家，被命名为市级
民营示范企业３家、荣获全市非公企业先进单位
１家、拥有高新技术企业 １６家、省级专精特新企
业８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４家、省工业精品１

成工程建设、一季度土建工程、钢结构加工制
作，主机设备进厂安装、地磅基础建设、安装电

个、全县民营企业年产值过亿元的企业发展到９
家、年产值过２０００万元的发展到２９家，实现营

气柜２台、安装１０１ＴＢＯ５２条、安装１０１ＢＣ０３等项

业性收入４０亿元，完成税金０．９亿元。

北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的电炉烟气余热发电及环

保配套项目，完成投资５１７６万元；永登祁连山水
泥有限公司的年产二百万吨机制骨料建设项目，

目。非公经济指标完成情况∶２０１９年１—１０月，
全县实现非公经济增加值４６．０２ 亿元，增速

【环境保护整治】根据中央省市县有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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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积极作为，主动担当，扎实开展水源地保护

死灰复燃现象；对新发现的树屏镇甘家沟一无证

专项行动，对负责的２７家水源地企业开展集中整
治，经过几个月的整改、复查复核２７个点位全部
整改到位，未出现问题反弹和新的环境问题。其

违法经营企业立即关停，所有生产设备全部清运

搬离。

中，一级水源地企业８家全部搬离；二级水源地

【工业项目和战略新兴产业】 全县工业固定资

企业１９家，３家企业搬离、４家煤炭销售点关停

产涉及５０００万以下６２个项目、５０００万以上７个

清理、１２家企业关停。

项目，完成投资１９０．４３８万元，增速为１２０．３８％；
２０１９年续建项目６个，投资总额５９８０３万元，累
【安全生产检查】 全局始终坚持＂安全第一、 计完成投资 ２３１９９万元。前三季度战略性新兴产
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认真落实＂一岗 业增加值占ＧＤＰ比重４．２？？战略性新兴产业增
双责＂＂层级管理＂＂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的规 加值增幅６．５？？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３．４６亿
定＂，全面掌握和分析分管行业或单位内的安全 元。承接产业转移项目涉及１１个，总投资额
生产工作现状和形势。１—３月，对２家民爆企业 ９５２０１万元，截至９月底累计引进资金到位５２５１６

及部分冶金、建材企业节后复查开展安全生产大
检查和隐患大排查；４—７月，对直管的甘肃久联
民爆器材有限公司兰州金城分公司和久联民爆器

材销售有限公司及６家金属冶炼企业从安全生产
管理责任落实情况、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急管
理情况等几方面进行专项检查；８—９月，对２家
民爆企业从制度规程、安全管理人员和特殊工种
持证上岗情况，通风、防雷、防静电、供电等设

万元。
【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及拖欠农民工
工资】 制定《偿还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

款实施方案》，成立县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
业账款工作领导小组、县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
企业账款联席会议办公室、建立健全县清理拖欠
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施设备运转情况，企业对员工＂三级＂安全教育培 《定期碰头会议制度》《月度报告制度》《月度会
训落实情况、企业内部安全管理机构和安全责任 商制度》《月度通报及重点调度制度》《投诉举报
制建立及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对７家金属冶炼企 制度》。从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工作
业、４家建材企业从新、改、扩建的建筑项目严 的会议召开、问题研究、工作落实责任追究等方
格执行＂三同时＂制度，电力、压力容器等特种
设备运行状况及地下管道、地坑、暗沟等有限空
间作业情况进行了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截至１０月
初，检查企业１４家，排查各类隐患２３条，整改

面进行规范和约束，明确工作任务和秩序。全县

２２条。对西北铁合金余热发电厂进行春季、冬季

为农村公路建设项目资金。属于县级财政支付的

两次电力安全检查。

资金１３笔１１９５．９７万元，占总金额的８．０４？？主

共涉及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８５家，涉及账
款９４笔１４８２２．５３万元，其中，市级及以上项目资
金３２笔７７１３．２３万元，占总金额的５１．８８？？主要

要为农村公路建设项目县级配套资金；属于乡镇
【＂散乱污＂企业整治】 对中堡、武胜驿、城 和县属单位所欠的账款工５０笔５９１３．３３万元，占
关、上川等乡镇的＂散乱污＂企业进行整治，对
不符合生产条件、手续不全、乱排乱放等企业下
达整改通知书，要求限期整改、补办相关手续，
问题企业在自查自改完成后具备生产条件的向工

总金额的 ３９．８９？？按照国务院关于拖欠账款
２０１９年底前清偿５０？？目标要求，２０１９年，偿还

信局申请，经验收后方可生产；积极开展永登县

会议办公室安排，全县成立四个专项工作督导组
对各部门清欠工作进行督导检查，重点检查各欠

热加工铸造企业排查工作，对全县已关闭的１０家

拖欠账款７７２６．６万元，占总额５２．１３？？
根据县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联席

＂地条钢＂＂违规生产企业加强监管，确保不出现 款单位资金来源、数据真实性以及已拨付部门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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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拨付情况等，督促各部门及时下拨欠款，并对
排查结果建立台账，如实报送县清理拖欠民营企

方案问题８个，全部整改；列入检视问题清单１６
个（其中，班子检视问题３个、班子成员检视问

业中小企业账款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汇总。成立 题 １３个），全部整改落实。
永登县工信局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
组，紧密结合永登县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
账款工作，督促企业在部门欠款拨付后及时优先
支付农民工工资。

【信息化发展】 对接辖区三大运营商及规上工
业企业开展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数据备案填报工

作，主要针对单位网站和工业控制系统。组织辖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区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在甘肃省两化融合评估系

统自行注册或使用往年注册账号登录，开展企业 【脱贫攻坚】 本着办一件实事，暖一片人心，
两化融合评估诊断和对标引导工作，同时组织辖 主动为农户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结合
区内符合条件的企业开展资金申报工作。对本辖

帮扶单位的实际，与村两委班子召开帮扶对接座

区内注册的有关信息和网络方面的６５家企业进行

谈会，针对村上急需解决的困难和问题，提出发
展思路和办法。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对帮扶的四

电话沟通或走访摸底，根据企业的主营业务，按
行业分类筛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４家，其
中１家运营相对乐观的企业注册到省工信厅的
＂信息产业运行监测平台＂，企业负责人加入＂兰

州电子信息企业群＂。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按照县委主
题办的工作要求，严格将＂学习教育、调查研

泉村、黄茨滩村、刘家湾村进行１０余次集中入

户，主要开展＂一户一策＂、脱贫户脱贫收入计
算表、脱贫人口＂回头看＂核查表、阳光洒满农
户庭院等表格的填写工作并及时了解帮扶群众的

急难愁盼问题，力求做到＂走村不漏户、户户见
干部＂，入户率达１００？？结合规上工业企业与帮
扶户进行结对帮扶，为帮扶的村提供５０吨水泥进

行村道维修。

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穿始终，切实做到
抓思想认识到位、抓检视问题到位、抓整改落实

【党的建设】 按照县委组织部安排部署，组织

到位、抓组织领导到位，保证主题教育扎实有序 全局党员每周一开展党的建设学习，主要围绕党
开展。围绕规定的学习篇目，举办为期５天的读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三中、四中会议精神，习近平

书班、中心组学习１４次、班子成员开展学习交流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章党规党纪，

全面学习中央省市县关于反腐倡廉建设重大部
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学习心得、 署，认真执行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的规定
３名班子成员形成３篇调研报告、２１名党员形成 和要求。召开研究部署会议４次，主要领导讲专
研讨９次、发言４０人次、２１名党员干部形成４２

组织生活会个人检视材料 ２１篇、其他干部职工
１２人形成１２篇交流发言。调研时，班子成员确

立调研主题３个，完成调研课题３个，梳理出突
出问题５条，建立整改台账并明确整改措施及时
限。召开调研成果交流会２次，班子成员讲党课
３次。重点开展好＂五对照五检视＂，班子及班子

题党课４次，开展集中学习４０余次。按照学懂弄
通做实的要求，引导全局党员干部增强＂四个意
识＂。按照党支部标准化建设要求，设立专门的
党员活动室，每个月定期召开会议，通过集中学
习、领导讲党课、观看纪录片等多种形式，对标
进行支部标准化建设。

成员共检视问题１８条，全部整改。列入专项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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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工作】 深入持续推进转变作风改善发展

环境建设年活动，推动全局干部树牢＂四个意

识＂、强化责任担当、切实转变作风、优化发展
环境。确定一名工作人员专门负责文明城市创建

【推动商务经济】 出台永登县商贸企业扶持奖
励办法，通过与相关部门衔接沟通，重点加强对
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企业的培育。对２０１９

年摸底筛选的３５家企业进行关注培育，重点对发

工作软件资料归档整理，组织单位全体职工于每 展潜力较大的成长型企业进行培育，配合统计部
周五开展包片区域环境卫生整治；做好单位工作 门，做好相关跟进服务，２０１９年，完成上限入库
宣传工作，全年共发布手机报３０余次，编写工作 企业１１家。健全完善限上企业台账，定期深入企

简报１０余篇。扎实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先
后多次与天津宝坻区进行当面衔接沟通，组织辖
区企业赴天津开展学习２次，积极宣传工业强县
战略，提高全县工业企业发展知名度。积极配合
县上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由单位主要领导亲
自抓，悬挂宣传标语，建立健全机制。认真开展
＂扫黄打非＂工作，配合公安等部门对辖区企业
开展专项宣传。扎实开展禁毒工作，在单位楼
道、楼下政策宣传栏制作禁毒宣传专题框，印刷
禁毒宣传彩页，积极参加县上组织的各项宣传活

业调研指导，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指导、鼓

励重点零售企业开展＂消费促进月＂活动。利用
＂五一＂＂十一＂等节假日，组织限上商贸企业开

展系列促进消费活动。昊锐等汽贸企业采取优惠
促销、分期付款等方法，激发消费潜力，拓展消
费市场；在全县重点超市、商场开展打折优惠、

换季服装、流行品牌等促销活动； 以＂特色美
食、健康餐饮＂为主题，组织餐饮企业积极开展

动，取得显著生效。

信用消费推广活动，促进消费升级，突出保供稳
市。通过节会经济、商务展销，直接和间接拉动
消费，确保消费带动三产发展。

领导名录

【安全检查】 ２０１９年初，商务局召开商务领域

局 长 朵田礼（２月任）

安全生产工作会议，成立安全生产工作领导小

副局长 康永礼

王永年

党军恒（３月任）

商务局？

组，制定下发《永登县商务局２０１９年安全生产工
作实施方案》和《全县大型商业综合体消防安全
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对全县重点商贸企业、成
（谢 敏） 品油市场、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安全生产进行隐患
排查和整治。重点对华东综超、西太华超市、万

泽生活超市和嘉佰乐超市等消防安全进行检查，
查阅安全工作和相关的台账，并向存在安全隐患

【概况】 ２０１９年２月，根据《永登县机构改革
方案》，将永登县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的商务工

的超市下发整改通知书。规范成品油市场经营秩

作职责，和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永登县经济合

车，查处无证无照、证照不全、以次充好等违法

作服务局的职责整合，新组建永登县商务局，作

违规行为，集中时间和人力，先后３次开展成品

序。以严厉打击非法经营加油站点、流动加油

为县政府工作部门。永登县经济合作服务局承担 油市场安全生产专项检查。重点对中石油龙泉
的全县经济技术合作管理方面的行政职能划入永
登县商务局，机构保留更名为永登县经济合作服

Ａ、Ｂ加油站、坪城三元加油站等进行检查，对
未办理《成品油市场零售经营许可证》的坪城乡

务中心，由永登县商务局管理。永登县市场管理 三元加油站，责令停止营业；会同市商务局对树
所机构划入永登县商务局，更名为永登县商务服 屏加油站、武胜驿农机加油站等进行联合检查，
务中心。永登县商务局为行政单位，科级建制，
一正三副。下设两中心为事业单位，科级建制。

对树屏加油站、武胜驿农机加油站当月购进销售

成品油的数量进行盘点；同时联合安监、消防等

部门对全县加油站点进行安全检查，对违规经营

·１８０

工业 商贸
的加油站点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令其在规定

农特产品网络销售额（含电商平台采购额）同比

的时间内进行整改。２０１９年，先后两次对全县城
区再生资源回收经营企业进行安全检查，对无证

增长３５？？上，全县电子商务交易额同比增长

３０？？上。

无照经营的再生资源回收经营户，告知其违法事
实，并要求他们立即停止无证无照经营行为。对 【物流供应】 ２０１９年，永登县商务局积极推动
清查出来的问题，逐一登记，建立整改清单，做 通道物流生态产业发展。推荐甘肃陇源生态农业
到一边清查、一边整改。检查再生资源回收企业 有限公司参与全市流通领域现代供应链体系申报
共５３家，下达整改通知书５３ 份。同时，积极开 高原夏菜及冷链综合型供应链体系试点建设项
展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备案管理，先后备案再生资 目。围绕＂四化、五统一＂的总体思路和要求，

源回收企业 １８家。

坚持＂市场主导、政策引导、聚焦链条、协调推
进＂的原则，积极组织该企业参加全市供应链体

【电商中心建设】 继续加快永登县电子商务公
共服务中心的建设和招商，引导鼓励电商、快
递、金融等企业入驻，推动电商集约化发展，鼓

系建设培训，不断强化推进项目实施责任意识。

的体验式智慧商圈。为强化各站点合伙人的线上

务部门的中期评估验收。推荐永登鑫锋农业科技

全年拨付项目扶持资金１３８万元，该公司建成高
原夏菜种植端集配服务平台、高原夏菜产品端服
励拓展智能消费新领域，构建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务平台等工作，该项目初步通过商务部及省市商
实操能力，兰州征国电商在永登县电子商务中心 有限责任公司等２家企业积极申报参加全市流通
组织开展站点负责人线上实操培训。通过培训巩 领域现代供应链体系试点项目。重点关注金鹏源
固前期学习的知识，解答近期运营出现的问题， 建材综合物流园项目及兰州恒畅铁路运输有限公

不仅提升线上的操作能力，还获得更多的前沿电 司、甘肃盛瑞泰物流有限公司等３个通道物流企
商信息，提高整体的运营水平。通过召开座谈
会、电商发展推进会等形式，推进电子商务进农
村综合示范工作，积极协调电商企业适时举办

＂爱心助农、跌马沟村大接杏爱心购＂活动，通

过永登县高原电子有限公司进行线上线下销售活
动，销量达１５０００余件，共计７８０００余斤。

业的建设和运营情况。金鹏源建材综合物流园项
目总投资２．５亿元，占地２６０亩，到位资金近２亿
元，建成１８米Ｘ６０米钢结构仓储库房１２０间，加
工、装卸、仓储等功能区初步形成。该项目被列
为全市十大类生态产业通道物流发展重点项目。

２０１９年，培育电子商务骨干企业 １０家，示 【特色产业】 围绕服务升级和促进特色产业发
范性网店４５家，网店总数达到３５０家以上，每个 展，继续加强市场体系建设，加快以增强配送能
村级电商服务点至少带动３家网店，开展电子商

务的企业（网商）年均增长４０？？上，县规模以

力、拓展服务功能、培育骨干企业为重点的商贸
物流项目建设，配合市商务局对２０１９年市场体系

上企业电子商务应用率达到３０？？上，中小企业

建设４个项目逐个进行现场督导检查。重点督促

电子商务应用率达到６０？？上，开展电子商务应 指导甘肃菜彩侬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特色农

用企业的网上销售占销售总额的３０？？上，主要 产品冷链物流体系项目建设，该项目被列为省级
服务业发展资金扶持项目，完成投资 １３８７万元，

建设蔬菜保鲜库一座，占地面积１２．９亩，库容
５１６０立方，建设蔬菜标准化种植基地７１２亩。同
时，对 ２０２０年市场体系建设项目进行征集和审
核。配合县政协对全县现代服务业发展情况进行

调研，指导服务业主体大力发展以休闲度假、养

电商培训

生养老、农耕体验等为内容的乡村旅游业。

·１８１．

永登年鉴（２０２０）

切实加强外贸工作，先后为阳光碳素等企业
积极申报外贸专项资金，完成２０１８年外贸专项资
金绩效评价工作。加强肉菜追溯体系建设推进工

力发展农产品电商、生物医药制造和节能型建材

产业。

紧盯近三届兰洽会签约项目，编制《近三届

作，邀请浪潮公司负责肉菜追溯技术的工作人

兰洽会签约未开工项目推进任务清单》。按照任

员，深入永登县爱萍食业有限公司、永登伊清苑
餐饮有限公司等３１家节点企业，进行肉菜追溯系
统维护和设备维修，重点维护设备故障排查，帮

务清单计划，积极帮助企业完善各项手续，及时
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存在的问题，加快项目开工
建设进度。实行＂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套班

助解决节点企业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深受节点企

子、一抓到底＂的推进机制，全程做好跟踪服

业欢迎和好评。经过调试和维修，先后维护网络
设备１４家，排查故障９家，现场培训运营人员３１

务，着力推进有投资意向的目标企业，明确合作
内容，形成合同项目。针对线索项目推进中存在
的各类问题，加快问题解决，全力推进招商引资
线索项目转化，切实提升招商引资项目签约率。

人次，使３１家节点企业的网络设备和电子秤恢复

正常工作状态。
【招商引资】梳理招商引资地块１５宗，总面积
约２５５３亩，制定完成《永登县２０１９年度招商用

产业园玫瑰精深加工产业园等招商引资项目２０
个，投资总额１６１亿元，建立２０１９年度招商引资
项目储备库，编制完成《２０１９永登县投资指南》。
紧抓＂工业强县＂战略，围绕十大生态产

【项目管理】 深入推行县级领导干部包抓项目
责任制，建立重点项目联系推进责任清单。各包
抓领导牵头抓总，责任单位具体负责，定期或不
定期召开项目督办会、推进会，协调解决项目建
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确保重大项目顺利推
进。对省市列重大项目，按照＂一企一策一团
队＂模式组建项目建设管理团队，及时解决项目

业、特色农产品、传统支柱产业、文化旅游、外

存在的＂难点＂和＂堵点＂问题，着力提升项目

向型经济发展、民生领域短板等方面谋划一批规

的履约率、开工率和资金到位率。完善招商项目

地目录》；包装凝炼铝产品综合开发、庄浪河川

模优势突出、功能定位清晰、集聚效应明显、辐 凝练储备机制和评审论证机制，定期推出一批项
射带动力强的战略型大项目、好项目。
农业方面∶重点围绕苦水玫瑰、一月红提、

高原夏菜、七山肉羊、鲑鳟鱼、中药材和枸杞等
特色产业，凝练引进一批特色农产品深加工

项目。

目建设内容明确，投资要素齐全，符合产业发展
规划、土地规划，落地条件成熟的招商引资项
目。建立线索项目跟踪对接机制，切实做好线索
项目的跟踪对接工作，定期研究推进机制，提出

工业方面∶重点围绕能源、建材、冶炼、采

推进意见，协调各有关部门统筹推进。深入推进
＂五定包抓＂责任管理机制，对重点推进的招商

矿、深加工、建筑六大传统支柱产业，通过产业

引资项目，实行＂定人员、定项目、定责任、定

链招商，凝练引进一批下游相关产业项目，特别
是铝材加工和碳化硅精深加工项目。
文化旅游方面∶ 重点围绕连海地区生态和土
司文化、苦水玫瑰、树屏丹霞、武胜驿原生态草
原等旅游板块，积极搭载并融入兰州大景区建设

措施、定时间＂的五定包抓责任管理机制，通过

规划，引入战略投资者，发展全域旅游、新型旅

游模式。

＂时间倒排、任务倒逼、责任倒追＂的方式推进

项目建设。
【兰洽会签约】 第２５届兰洽会在省市兰洽办的
统一领导下，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精心安
排，县直有关部门、乡镇全力配合，团结协作，

现代服务方面∶ 重点围绕电子商务、生物医

圆满完成任务，取得可喜的成绩。兰洽会期间，

药、环保节能等新业态、新产业，招商引入一批
发展潜力大、吸纳就业能力强的创新型企业，大

永登县除参加省、市组织的各项活动以外，还单
独组织举行永登县项目推介暨专场签约仪式。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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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项目涵盖工业制造、商贸物流、文化旅游、建

题工作计划，对每项工作任务形成时间表和路线

筑建材、畜牧养殖、新能源、城市综合体、中药
材种植加工、农业综合开发等诸多领域，产业带

图。其中，在问题检视过程中，局班子成员坚持
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的

动性强、经济效益明显。会上，永登县人民政府
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行签订《金融

原则，坚持教育与实践并重，直接奔着问题去，

合作行动计划》，还与兰州大学县域经济研究院
签订《合作意向书》，天津市宝坻区经济开发区
管委会和兰州树屏产业园区管委会签订《合作协

以解决问题来检验主题教育成果。２０１９年，对领
导班子和班子成员检视出的１０条问题，提出详细
的整改措施和落实要求，将按计划持续进行整
改。班子成员紧密结合分管领域，确定３个调研
专题，通过上门走访、蹲点调研、座谈交流等方

议书》，对推进县域经济发展、提升对外开放水
平具有重要意义。项目推介情况。坚持突出重点 式听民意、找症结、谋思路，并将调研出来的问
区域、重点产业、重点企业，从特色经济上下功 题列出问题清单，逐一整改。
夫，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从区位优势、历史文化、
招商领域、重点招商项目、政策支持、投资要
素、办事流程图、办事机构名录等方面编印《永
登县２０１９年招商引资投资指南》，并在会议期间
发放。同时，筛选１５个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在会议
期间进行推介。本届兰洽会，永登县共签约项目

３５项，签约总资金是１１２．３７亿元。其中，市专场
签约项目１１项，签约总资金５２．３亿元，县专场签

约项目２４个，签约总资金６０．０７亿元。舆论宣传

【党建工作】 全面落实从严治党要求，大力提
升党支部组织力，强化党支部政治功能，确保党
支部建设标准化各项任务落到实处，提升机关党
建工作质量，县商务局按照组织部的相关要求，
及时召开党支部标准化建设安排部署会，并制定
《党支部建设标准化工作实施方案》，依托＂学习
强国＂、＂甘肃党建＂手机ＡＰＰ等媒体，组织开展
在线学习，实现线上线下良性互动。各支部严格

情况。精心组织各级媒体通过报纸、电视台、网
站、微信、微博及客户端，多角度、全方位、立
体化宣传我县特色产业、招商项目、投资环境、
重点项目建设等，扩大永登县在全省乃至全国的

按照党支部＂三会一课＂程序，落实＂三会一

知名度和影响力。

部组织开展＂三会一课＂４０次，＂主题党日＂１４

课＂制度，并将支部党员大会、支委会、党课和
＂主题党日＂活动的召开时间、内容、记录等资
料上传＂甘肃党建＂信息平台。２０１９年，两个支

次。按照《党支部建设标准化手册》和实施方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二批主
题教育开展以来，县商务局认真落实＂守初心、
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密切联系
商务工作实际，周密部署、统筹推进。主要负责

对标自查，查问题、找原因、提措施、抓整改、

促提升，确保党支部各项工作整体达标，确保达
到党支部政治建设、组织建设、组织生活、党员
队伍建设、基础保障、考核评价的标准化。

人充分发挥＂第一责任人＂作用，牵头制定主题
教育实施方案，成立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并建立

【水源地整治】 县商务局结合永登县城区水源

日常统筹部署推进机制。集中举办为期５天的主 地保护环境整治工作，对承担的水源地保护区共
题教育读书班，班子成员带头逐字逐句通读细悟 ９５家企业进行整治，一级保护区３２家，其中清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 理关闭车辆、机械销售行业３家；清理关闭废品
要》《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 收购行业５家；清理关闭零售业５家；清理关闭
论述选编》及党史、新中国史等指定学习篇目和 停车住宿业３家；清理关闭物流业１家，清理关
内容，并围绕学习专题和商务工作实际举行理论

学习中心组交流研讨。制定学习教育工作计划、

闭销售行业１３家；清理关闭租赁行业２家。二级
保护区６３个，要求清理关闭的４家，其中，关闭

调查研究工作方案、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检视问 清理废品回收行业４家，加强管理５９家。累计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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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废旧物资１０００余吨。对城区水源地保护区环境

事项目录清单认领商务领域政务服务事项，县商

整治成效进行＂回头看＂。抽派干部对９５个点位
的商户逐一再次进行耐心细致的宣传，晓之以

务局结合商务职能，主动与省级主管部门和县相

理，喻之以法，严防整治问题反弹。建立比较完

领，并派专人进驻县政务大厅办理相关事项。

善的长效管理机制，定期安排人员对９５个点位的
商铺进行复核检查，现不存在新增水源地环境问
题。对原位于一级水源地的３３家商户的点位和位

【脱贫攻坚】 按照＂两不愁、三保障＂总体要
求，年初制定帮扶工作计划，明确措施目标，责

于二级水源地的４家再生资源点位及时跟进整

任到人，确保树屏镇毛茨村脱贫攻坚工作落到实

治，防止反弹。对位于二级水源地的５８家商户继

处。结合县上脱贫攻坚实施方案和贫困人口脱贫

续要求其加强管理，严禁污水外排。

计划，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县商务局

【扫黑除恶】 ２０１９年，根据市局和县政府扫黑

帮扶干部和驻村工作队同农户一道深入分析致贫
原因，认真商讨脱贫路径和方式，仔细算清收入

关部门进行沟通，通过全省政务服务事项进行认

支出账，用写实叙事的方式，结合村情户情制定
企业、５家集贸市场和２８个加油站点悬挂横幅６０ 了切实可行的到村到户帮扶计划和及时更新＂一
除恶工作要求，先后在５家大型商超、３７家限上

余条、张贴市商务局扫黑除恶举报电话６０余张，
组织企业开展扫黑除恶知识竞赛收回答卷３０余
份，在县电视台公布县商务领域扫黑除恶举报电

户一策＂精准脱贫帮扶工作计划，做到底数清、
任务清、问题清、对策清、措施实，为贫困户如

期脱贫提供时间表、路线图。同时积极筹措资金
话，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开展商务领域非法集 列支单位经费５万元用于毛茨村基础设施建设。

资风险专项排查整治和保健品市场乱象整治百日 加强与县扶贫对口帮扶的天津市宝坻区有关方面
行动等集中整治，改善营商环境，切实提高干部 的联系，积极对接产业转移项目，为打赢打好脱
职工履职尽责的积极性。

贫攻坚战奠定基础。

【环保督查】 针对永登县保障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查工作协调联络组交办第１７批信访投诉问

题，县商务局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
信访举报问题办结要求》，统筹协调县住建局和
城关镇认真开展排查检查，经调查了解，该废品

帮助村民装箱大结杏

收购站无营业执照，且存在经营场所前环境杂乱
等现象，责令关闭并清空所有收购的废旧物品，
８月１３日，永登县永窑路海德寺对面的废品收购

领导名录

站全部清空关闭。

副 局 长 鲁卫升（３月任）

【＂放管服＂工作】 坚持＂精准问题、精确需
求、精简审批、精致服务＂的原则，扎实推进
＂放管服＂改革各项工作。建立和完善＂双随机
一公开＂执法制度，并认真贯彻落实，２０１９年，

党委书记、局长 杨儒顺

李万忠

安栋

（毕 娟）

国网永登县供电公司》

对加油站、再生资源回收网点、超市商场等商务
部门监管领域的相关企业的证照是否齐全、安全
生产管理措施是否到位等情况进行随机抽查和执

【概况】 国网永登县供电公司前身为县政府下
属的农电管理局，２０１５年整体上划至国网甘肃省

法检查共４０家（次）；按照省发的县级政务服务 电力公司，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完成＂一县两公司＂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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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恒

合。承担着县内１６个乡镇约５６２２平方公里范围

杨凡

内３５千伏及以下电网的规划建设、运行维护和供
电服务工作。公司下设办公室、安全监察部（保
卫部）、生产技术部（生产管控中心）和营销部

（火兴运）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连城分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４个职能部门。设置１个业务机
构，即∶ 供电服务指挥分中心（县配调控中
心）。另设置１０个乡镇供电所，分别是∶ 城区供

【概况】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连城分公司

电所、柳树供电所、红城供电所、苦水供电所、

（以下简称∶连城分公司）现有电解铝产能５４万

上川供电所、坪城供电所、武胜驿供电所、民乐
供电所、河桥供电所、连城供电所。公司现有职

吨，碳素产能３５万吨，合金铸锭产能３１万吨。
主导产品有重熔用铝锭、各种合金锭、铝扁锭、

工合计３８９人。

铝棒材、碳素制品等十多个品种规格。２０１９年末
总资产３３．６６亿元，在册职工２０５０人，产值劳动
生产率１００．３５万元／人。全年生产铝产品１５．５２万

【思想教育】 ２０１９年，国网永登县供电公司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和指
示精神，在省电力公司、兰州供电公司的坚强领
导和永登县政府的关心支持下，扎实投入＂不忘

吨，同比减少６４．５９？？？产阳极炭块１４．８万吨，
同比减少３９．１７？实现销售收入２１．９８亿元；实
现工业总产值２１．３６万元； 上缴税收５９００万元；

亏损４．７８亿元。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加快企业高质量发

优质供电服务。

【机构设置】 公司设管理部室７个∶ 人事行政
部、党群工作部、纪检监察（审计）部、财务

【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开展＂防风险、保安

部、企管发展部、安全环保健康部、装备能源
部。业务中心４个∶ 生产运行中心、营销采购中

全、迎大庆＂、春、秋检等应急演练，排查治理
电网隐患２５２项，圆满完成春节、中、高考、国

心、质量检验中心、综合服务中心。生产单位７
个∶ 电解一厂、电解二厂、碳素一厂、碳素二

庆等１３项重要保电。围绕城市建设、脱贫攻坚、

厂、熔铸厂、动力厂、检修厂。托管兰州连城铝

＂煤改电＂等，投资９５２．９４万元改造１０千伏及以

业有限责任公司下设３个单位（部门）∶ 综合管理

下配电线路２１．３３公里、变压器４台，更换老旧客

部、兰州中铝工业服务有限公司、连铝陇兴

户表计２．６０９７万只，实施电能替代８．２６７万千瓦
时。深化配电和营销业务融合，推行＂设备主人

宾馆。

制＂＂台区经理制＂，提升客户用电响应速度。永

【生产经营】 ２０１９年，连城分公司５００千安电

登县政府及所属部门，在保护电网安全、维护供
电秩序、电网工程建设等各方面，帮助我们解决
了很多制约发展的问题，加深政企合作，为今后
发展打造更好基础和创造更好的环境。

解系统３８万吨产能停产，２００千安电解系统１６万
吨产能保持运行。运行产能通过精准施策，多措
并举，始终向行业最先进水平对标，取得环保达
标、质量稳定、高效高产、指标优化的成效，其
中，电流效率同比提升０．０３？？可比交流电耗同
比降低１９千瓦时／吨，氧化铝单耗同比降低１．２千
克／吨，阳极毛耗同比降低３千克／吨。

展，为永登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电力保障和

领导名录
经 理 张 斌（６月任）
副经理 洪 鎏（６月任）

张重荣

王 栋

【安全、环保、质量三大攻坚战】 夯实安全环保
管理，以＂两抓两查严监管＂工作为主线，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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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ＨＳＥ精准管理体系贯标达标，稳步实施安全环

托劳模创新工作室和创新型班组，积极开展相关

保攻坚战项目，运用日常督促检查、周检查周通
报、月考核月兑现、单位季度考评、中层领导安
全履职季度考评等手段对安全绩效进行测量监
控，促进安全环保目标任务的完成，保持全年安
全环保风险可控和总体形势的稳定。其中，全年
聚焦短板和弱项，梳理并整改确保安全生产１０个
方面的７４项问题；不间断开展危险源辨识和风险

岗位创新成果的研发和推广，累计取得创新成果
３６项，获得国家专利５项，创效１２００余万元，培
养各类人才２３人；年度征集上报中铝集团＂金点
子＂、＂银点子＂合理化建议１６个，其中《双碱脱
硫净化系统精细化操作法》获得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度
中铝集团＂银点子＂合理化建议，《铝用炭阳极
焙烧炉焙烧石墨电极技术的推广应用》、《灰槽泵
在碳素粉料输送系统的应用》、《焙烧多功能机组
卸灰流程做减法，节能降耗、改善现场环境》三
个项目获得２０１９年度中铝股份＂银点子＂项目。

评估，辨识危险源４４８３项，同时制订管控措施；
开展电解槽漏炉、气体库消防灭火、导热油泄漏
着火、动力电失电应急、危险物品泄漏５次较大
规模的应急演练；以＂整治形式主义、扛起安全

责任＂为主题，集中治理安全管理中的形式主义 【党建和精神文明建设】连城分公司党委始终
问题１０７项；完成渣场风险管控、成型净化升级 坚持党建＂双百分＂考核，加大对平时表现、访
改造等项目建设，提高环保风险管控能力；加大
环保日常监督管理，全年检查和整改环保问题

谈、书记引领作用的考核权重，全年各直属党总
支、直属党支部考核得分均在９８．５分以上，标准

２１９项，污染物排放达标率为１００？？推进质量攻

化党支部创建合格达标率达９０？？上，并从８月

坚，提升产品质量。其中，重熔用铝锭９９．７０以

份开始实施党员＂双提升＂积分制考核，实现党

上率累计完成１００？？原铝液Ａｌ９９．８５？？上槽比 员量化考核。积极推动＂两带两创＂活动，围绕
例累计完成１５．１？？预焙阳极一级品率累计完成 解决生产、安全、设备、现场管理中的痛点问
５５．９２？？预焙阳极二级品以上率累计完成

题。２０１９年，实施＂两带两创＂项目６７个，其

９９．５０？？合金锭（扁 锭）成品率累计完成 中创效项目３７个，创造直接效益５０３６万元，创
９８．５？？出厂合格率１００？？持续开展企业内部挖 新项目３０个，创直接效益３０万元。在《今日连
潜，通过管理降本、生产降本、市场增效、税收 铝》微信公众号发布微信新闻２１８期，微信短讯
增效等专项措施，全年对比年初实现降本１１１９４

９６３条；在《今日连铝》报刊发２１期，登载稿件

万元。同时，积极争取政策，２０１９年实现税费减

５０３篇，制作电视新闻简讯３３０条、铝市行情２１０

免和稳岗补贴共计３４８７万元。

条，制作班会专题片、原始记录、活动实况、快
闪等作品２０部；在《中国铝业报》《中国有色金

【科技成果】 连城分公司着力提高知识产权创
造能力，申请专利３８件，其中，发明专利９件；

属报》《中铝网》等报刊和网站发表稿件共２９篇。
开展企业文化建设，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宣传中铝集团和股份公司发展战略，宣传

授权专利３３件，其中，发明专利７件；申报甘肃
省有色金属冶金协会科技进步奖５项，获奖５ 劳模、先进典型，推进文化陋习和＂四个坏习
项，其中二等奖１项、三等奖４项；在２０１９年中 惯＂治理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持续推动。在纪念建
国技能大赛—＂中国铝业杯＂第十三届全国有色 国７０周年，连城分公司党委组织参加中铝集团
金属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国家级二类）中，连城 ＂我和我的祖国＂快闪视频拍摄、老照片征集、

分公司一名职工获得第１４名的优异成绩；发动职 中铝故事征文等＂六个一＂活动，并获得中铝集
工开展合理化建议和创新创效＂金点子＂活动， 团评比的最佳组织奖；在国家第六个扶贫日，连
引导鼓励职工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和改革发展献计

城分公司２１８１名职工群众积极开展爱心助学捐款

献策，２０１９年，征集到合理化建议３０８条，采纳

活动，共捐款８４９９５．１６元；加强工作微信群管

１９４条，实施１６８条，年度创效３５７４余万元；依 理，发现负面舆情积极处置，把负面影响化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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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芽状态； 每月编辑一期《形势任务教育简

和不尽责不担责现象剥茧抽丝，寻根探源，列举

报》，及时向每位干部员工传达中铝集团和连城
分公司重要会议精神、领导讲话和主要生产经营

危害，提出改进措施，部署开展安全管理形式主
义专项治理。１８日，下发《连城分公司＂５３６＂

情况。各直属党组织还利用＂三会一课＂和各种

标准化班会实施方案》，启动＂５３６＂标准化班会

会议，积极传达学习中铝集团和连城分公司重要
会议精神和决策部署，加强政策宣传，做好一人

创建工作。２４日，中铝集团党组第四巡视组巡视

连城分公司党委工作动员会召开，启动对连城分

一事的思想工作，在困难时期确保职工思想

公司的巡视工作。６月６日，启动＂不忘初心、

稳定。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委书记何文建主讲＂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辅导第一课。１４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连城分公 日，２００ 千安碳素焙烧烟气净化系统升级改造项
司根据中央和中铝集团党组的决策部署，９月１０

日启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在学
习教育中，采取领学、听讲座、讲党课、研讨等
形式，重点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目通过竣工验收，焙烧烟气净化系统投入正常运
行，进一步降低碳素生产环保风险。２８日，召开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８周年暨＂一先两优＂表彰
大会，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８周年。７月３

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 日，中铝股份党组第四巡视组正式进驻连城分公
命＂的重要论述，对照党章、党规，坚持集中学

司开展巡视。１１日，中铝集团副总经理冯贵权，

与自学相结合，确保中层以上党员干部全部达到 来连城分公司指导调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７天以上集中学习的要求；调查研究过程中，围

主题教育情况。８月１２日，连城分公司召开党委

绕八个方面问题，深入一线班组调研交流，取得 扩大会，研究审议中铝集团第四巡视组反馈问题
一批实际成果；检视问题过程中，所有党员对照 的整改落实方案。９月１０日，召开＂不忘初心、
党章党规找差距，接受党章党规知识和党员意识
的再洗礼；整改落实过程中，开展集中治理，共
整改问题１１０余项，为民务实解难题３３项。
【大事要闻】 １月６日，中铝集团党组书记、
董事长葛红林新年伊始到连城分公司慰问调研。
７日，召开２０１９年安全环保质量攻坚战动员大
会，党委书记、总经理何文建作动员讲话，并代
表公司与各职能部门、二级单位签订２０１９年安全
环保责任书，启动２０１９年度安全、环保、质量攻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动员部
署会，启动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１０月１３日，连城分公司八家庄渣场环境
风险控制工程通过市有关环保部门的验收，消除
固废环保风险。１１月１８日，巡视反馈的２８个问

题４７个子项，除１个子项因条件不具备未完成整
改外（报请中铝股份公司党委同意），其余全部
完成整改。２９日，召开２０１９年度第五次安委会
及安全生产集中整治动员会，启动安全生产集中

整治行动。

坚战。２５日，召开劳模先进代表表彰座谈会，表

【省部级以上奖励】
任务目标，强化党的基础建设，开展＂不忘初
集体荣誉
彰２０１９年度推进连城分公司转型升级、扭亏脱困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安全生产，指标争先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连城分公司获得２０１９

等工作取得突出成绩的模范单位、模范班组、劳

年中国技能大赛——＂中国铝业杯＂第十二届全

动模范、优秀管理者和优秀科技工作者，同时颁 国有色金属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国家级二类）团
发总经理特别奖。３月１日，召开２０１９年党风廉
政建设工作会，全面部署２０１９年党风廉政建设工
作。４月１６日，召开＂整治形式主义扛起安全责

体优秀奖。

任＂专题研讨会，对安全管理中存在的形式主义

织单位。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连城分公司获得２０１９
年甘肃省百万职工职业技能素质提升活动优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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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荣劳模创新工作室获得第三批＂甘肃省冶
金机械行业示范性劳模创新工作室＂。
曾岩东青年创新工作站获得甘肃省冶金机械

行业第二批＂创新型班组＂。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连城分公司碳素二厂

甘肃省百万职工职业技能素质提升活动优秀

组织者∶李万国
兰州市第三批＂金蓝领＂高技能人才∶郭庆
炜、陈建新、杨韩璟、何建明、常鹏翔、梁迎
文、刘国梁、王立志、祁建梅

成型煅烧检修班获得甘肃省创新型班组。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连城分公司电解一厂 领导名录
电解六班获得甘肃省工人先锋号。
党委书记、总经理何文建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连城分公司电解一厂 纪 委 书 记 罗天元
电解六班获得甘肃省＂安康杯＂竞赛示范班组。
副 总 经 理 张得教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连城分公司《多规格
张维民
铝用碳阳极生产线开发》团队荣获第十二届甘肃

张生凯

省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三等奖。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连城分公司碳素二厂

（王冬生）

《供销合作社

成型煅烧检修班获得兰州市创新型班组。

个人荣誉

中央企业劳动模范∶梁吉清
【概况】永登县供销系统在册干部职工２８７
中国技能大赛——＂中国铝业杯＂第十三届 人，退休人员４２８人。机关内设机构办公室、党
全国有色金属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国家级二类） 建办公室、人教科、财审科、业务安全科。共有
铝电解工（铝电解用碳素焙烧方向）决赛第十四 ７个公司、１８个基层供销社。

名∶孙海旺

中国技能大赛——＂中国铝业杯＂第十三届
全国有色金属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国家级二类）

＂优秀教练员＂∶蒲逸
甘肃省冶金机械行业＂金牌工人＂∶谈永明

【完成指标】 ２０１９年，全系统完成商品总销售
７．０６亿元，消费品零售额４．８６亿元，农业生产资
料供应总值完成０．８２亿元，完成农副产品收购

１．１７亿元。

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三八红旗手＂提名

奖∶关文丽
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劳动模范∶ 陈荣

【农资供应】 富农公司和各基层社门店，大力
开展县基农资连锁经营，巩固供销社农资市场占

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班组长综合管理技能

有率。严把农资质量进货销售关，积极开展质量

培训比武优胜奖∶梁山河、史建辉、康淑娟

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优秀班组管理法∶ 史

承诺、送肥上门、农资科技等服务活动，赢得农

建辉、康淑娟

民群众的信赖。全系统供应大小化肥共３．２万标
吨，供应农药１２４．９吨，农膜１１１．２６吨。

有色金属行业技能大赛——＂宁夏能源杯＂
第二届中铝集团青年职业技能大赛电工竞赛优秀

【农副产品收购】 通过网上查询，掌握市场供

奖∶吴彦宁、许开杰

求信息，与运销大户、农副产品收购加工企业联

＂中国铜业杯＂全国有色金属行业班组长综
合管理技能竞赛二等奖； 吴跟年；三等奖；潘宝

林、梁山河、康淑娟
甘肃省技术标兵∶ 杨旭、李海兵、韩建军、
王立志、孙亮红、吴跟年、蒋美年、许开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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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等方式，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运用分购联
销、自购自销等营销方式，组织管理人员、门店
职工大力开展收购。苦水供销社领办的永登兴农

玫瑰种植专业合作社，担负起服务＂三农＂的责
任，大力开展玫瑰鲜花、玫瑰花蕾收购工作，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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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收购玫瑰鲜花４０万公斤、花蕾２０万公斤，在后一公里＂。

解决农民＂卖难＂、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发挥了应
有的作用。柳树供销社领办的柳树惠农蒜苗专业
合作社，针对当地高原夏菜种植面积大、收购交

【积极探索＂开放办社＂】针对基层社班子成员

年龄普遍老化的突出问题，在柳树供销社选聘热

售点少、农民卖菜不便的实际，积极筹措资金８ 爱供销合作事业、懂经营、会管理的社会能人担
万元，平整３５００平方米场地，安装一台３０吨电
子磅秤，新建１８０平方米简易收菜大棚，将闲置
的柳树供销社大院改造成小型农贸市场，开展高

任基层社副主任，有效解决部分基层社负责人到
龄退休后无接班人的问题。

原夏菜收购销售业务，高峰期每天收购发运蒜 【水源地环境整治】 根据县委县政府对回收公
苗、松花、红莴笋、西兰花、荷兰豆等蔬菜３万 司废金属市场清理关闭、恢复耕地的要求，抽调
多斤，交易金额达５万元左右。
县社机关干部协同回收公司领导班子，现场值守
指挥加班加点，连续奋战４５天，清理搬运废金属
１４８８ 吨，拆除所有彩钢房设备工棚，清除所有

垃圾杂物，恢复为耕地并种植晚熟的油菜籽，保
证水源地整治工作的顺利完成。
【脱贫攻坚】 为帮扶村龙泉寺镇官路沟村三分

之一的种粮户无偿送去复合肥５．７吨，户均供应１
袋，减轻农民种粮负担，发挥供销社在农村脱贫
攻坚中的优势地位；利用天津市宝坻区供销社消
费扶贫考察团考察来永对接东西部消费扶贫工作

机会，供销社协同县农业农村局与考察团人员进
行座谈交流，初步达成蔬菜联销协议，首辆直供
天津宝坻区的３０吨蔬菜直通车于６月７日发往宝
苦水供销社开展玫瑰花收购工作
坻区，价值１５万元，向宝坻区超市供应七山乡羊
【村级综合服务社建设】根据市社和《县政府 肉等农产品３００余万元，为开拓全县农产品省外
工作报告》提出的改造建设１７个村级供销综合服 销售渠道、东西部消费扶贫打下良好基础。
务社的要求，按照省市社的建设标准，保质保量

完成综合服务社建设工作，做到室内亮化、硬 【职工民生】 积极争取工会、人社、组织部等
化、净化，室外统一门头、统一标牌标识。

部门困难职工补助资金９３５００元，利用县社困难

【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县供销社联合中国电信
永登分公司，为６３家标准化村级供销综合服务社
安装电信宽带，为农民群众提供存取款、话费充

值、微信支付、银行转账等服务的同时，实现

＂Ｗｉｆｉ＂全覆盖，县社每月给村级综合服务社补助
４０元网费，全年补助费用３１２９０元。解决村级供
销综合服务社网络信息不畅问题，方便周边农民

的网络需求，使他们在＂蹭网＂的同时也促进消
费。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打通为农服务＂最

主题党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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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救助基金利息２万元，春节前共慰问困难职
工９２人，让职工真正感受到组织的关怀和温暖；
组织全系统职工在＂五一＂劳动节举行象棋、拔

河、爬山等文体活动。展示供销新风貌，增强广
大干部职工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在＂七

一＂建党节组织６个支部３２名党员赴甘肃省爱国
教育基地——会宁会师楼纪念馆开展＂不忘为农
初心，牢记服务使命＂主题党日活动，增强党员
干部职工的凝聚力和使命感；为庆祝中华人民共
在职党员开展志愿服务工作
和国成立７０周年，国庆节前夕，县社组织全县供
销系统干部职工在供销商场门前广场举行＂不忘 完善＂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
为农初心，牢记服务使命＂文艺演出活动，充分 谈心谈话、民主评议党员等制度；着眼于规范权
体现出供销人对祖国的热爱和集体凝聚力，展示 力运行，防范廉政风险，不断完善县社各项规章
供销社全系统干部职工的精神风貌；加强职工的 制度，保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做到不留盲
区，不留死角。加强对各类专项资金使用管理，
确保专项资金发挥最大效益。加强社有资产监
管，严防社有资产流失，确保社有资产保值

增值。
领导名录
主 任 张立虎

副主任陈培禄

（王有梅）

烟草专卖局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文艺演出

【概况】 永登县烟草专卖局内设综合办、专卖

培训学习。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策略，上 科、客户服务中心３个部门及３个稽查中队。现
半年分批分次组织全系统干部职工赴外地培训学

有在职员工３５人，其中党员１３人。辖区零售客

习３０余人次，参加贵州＂脱贫攻坚＂能力提升

户２０６１户。

班、瑞金革命老区参观学习体验班、珠海财务人

员业务培训班、天津宝坻区扶贫对接考察学习班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牢固树立

等培训活动。

＂抓好党建就是最大政绩＂的观念，持续抓好全
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在基层落实落细，抓出实

【党建工作】 县社党总支与各支部签订《全面
从严治党责任书》、《２０１９年党建工作责任书》和
《２０１９年意识形态工作责任书》，以促进各公司、

效。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各党组织的党建工作；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

节＂的要求，高起点谋划、高标准推进、高质量

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积极推进党支部建

落实，严格将＂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
题、整改落实＂贯穿始终，切实做到抓思想认识

设标准化，加强党员积分考核管理工作，坚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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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紧扣＂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
实＂总要求，按照主题教育＂不划阶段、不分环

工业 商贸
到位、抓检视问题到位、抓整改落实到位、抓组

织领导到位。主题教育期间，举办＂微党校＂学
习班１期，开展集中学习研讨１０场次、专题调研
３次、调研成果交流１次、收集意见建议４２条、
形成检视问题３８个、对应量化措施５５条，措施
量化率及整改率达到９０？？上、开展各类主题教
育７场次，切实实现了全体党员理论学习有收
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

２．０３万元，同比增长 １．６４？？？条值８１．０１元／
条。其中，一类烟销售 ６６１．３６箱，占总销量的
５．７２？？二类烟销售 ２１９８．５９ 箱，占总销量的
１９．０３？？三类烟销售 ５３０９．７１箱，占总销量的
４５．９６？？四类烟销售 ３３８０．２８ 箱，占总销量的

２９．２６？？创新品类卷烟（细支、爆珠、短支、中
支卷烟）销售４４６．２７箱，占总销量的３．８６？？重
点品牌销量１１４５０．９８箱，占总销量的９９．１１？？

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
【营销基础】依托营销网建标准体系，加盟终
【基层党组织建设】 拓展升级＂全员教党史＂

端、现代终端、新入网客户、自律互助小组等工

特色活动，全年开展主题讲授１２场次，形成讲授
视角由多样化到专一化的全面转化。提升队伍建
设水平，吸纳职工群众一起听党史、学党史，扩
大参与范围，营造良好党建文化氛围。持续提升
党建标准体系执行质量，全面规范＂三会一
课＂、主题党日、党员教育管理、基层党组织换

作有规范可依、按标准执行，标准体系执行率达
到１００？？营销基础工作质量稳步提升。对营销

队伍进行转型升级，按照岗能匹配原则，对终端
经理、客户经理进行服务片区调整，激发工作积

极性。客户服务质量显著提高，探索提出
＂３４３＂客户拜访模式，有效解决服务不足与服务

届选举等工作，切实提升支部标准化执行力度， 过剩之间的矛盾，有序开展客户经理服务片区轮
党建工作标准化、规范化水平不断提升，标准意 换工作，轮换比例达到７５？？提升客户拜访质
识、规范意识在全体党员中突出体现。巩固拓展 量。客户服务方式初见成效，探索形成工作方式
＂党员责任区＂＂党员示范区＂建设。在前期建设
的基础上，支部深入发挥责任区、示范区党员积

由线下单点服务向线上、线下立体互动服务转

变，实现客户信息系统基础数据和客户经理信息

极性，切实引导党员在精准扶贫、困难户帮扶等 系统数据维护率和准确率均达到１００？？
工作上发挥冲锋带头作用，推动责任区、示范区

各项工作往深里走、往实里做，党员在各自责任

【营销网建】 营销网建工作质量持续提升，现

区、示范区内争当先进意识更加强烈。不断强化
党风廉政建设，着力推进各岗位廉洁风险防控梳
理排查工作，做到全员岗位职责明确、岗位风险
自知、防控措施到位的良好局面，切实营造廉洁

代终端建设体系架构逐渐健全，全年验收通过新
现代终端６８户，加盟终端完成建设，新扫码系统

使用达到既定目标。探索提出＂五种能力、五个
支撑、五种意识＂自律互助小组建设模式，持续

自律工作新风尚。

推进自律互助小组建设由量向质转变，小组建设

经验在全市系统推广。全年建成小组１２７组，城

【意识形态】 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牢牢 镇客户覆盖率达１００？？乡村客户覆盖率９１．２３％
的领导，积极贯彻落实行业意识形态工作的决策
部署和指示精神，从严管阵地把导向，维护意识

以上。文明吸烟环境建设初具规模，２０１９年，建
成吸烟点５０处。＂陇之情＂＂新商通＂＂微商盟＂
三大平台持续推进且运行状态良好，实现活跃状

形态安全。

态消费者数量稳步提升。

把握正确政治方向，着力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

【卷烟营销管理】 ２０１９年，营销部共销售卷烟
１１５５３．５３ 箱，同 比下 降 ０．０２？？？售 收 入

【专卖管理】 以＂打击食药农环烟专项行动＂

２３４２３．０３ 万元，同比增长１．６３？？？箱销售额

作，行动期间共查获假私非卷烟案件５９９３．３５万

和＂昆仑行动＂为契机，强化＂烟警＂执法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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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案（标）值２１．６９万元。其中，符合市局标事事求精益＂的良好氛围。大力鼓励员工立足自

准局域网络案件１起。对＂互联网＋物流寄递＂

身岗位，通过专题创新、ＱＣ活动、合理化建

环节实行＂线上＋线下＂常态化监管模式，积极

议、一点课等形式开展不同层级的精益管理工

参与市局物流寄递环节专项治理行动，全年查获

作，不断提升工作能力。组织开展职工趣味运动

假私卷烟累计５．９２ 万支，案（标）值１１．０７万
元。强化市场监管。继续保持非流卷烟治理高压

会、爱国主义观影、地质博物馆探秘、甘肃７０周
年改革成就展、消防安全知识培训等活动，丰富
员工文化生活，营造积极、团结、向上的企业文

态势，全年查获非流卷烟共９３．１５８万支，位居全

市第一位。增强市场控制力，全面落实Ｒ－ＡＰＣＤ 化氛围。狠抓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对重点部位、
市场检查法和＂双随机、一公开＂市场检查机 重点区域、重点环节开展安全大检查，做到安全
制，市场净化水平持续提升。落实预警筛选排查 管理＂不走过场、不留盲区、不留死角＂，做到
机制，全年未发生内部人员违法违规经营和大规 全年安全工作零事故。
模卷烟外流情况。有序推进中小学周边零售户清

理整顿工作，加强学校周边经营户监管，净化校 【队伍建设】 开展＂转观念、有担当、重实
园周边环境；积极开展＂３·１５＂等法制宣传活 干、谋发展＂思想作风教育活动。按照要求，及
动，增强全员尊法知法守法用法意识。深化＂放

时制定实施计划并组织召开思想作风动员会，对

管服＂改革，＂五日办结制＂和＂最多跑一次＂
实现率均达到１００？？＂不见面审批＂比例稳步增
加。顺利完成零售点合理化布局修订工作，优化

活动重点任务进行安排部署，确保各项活动任务

落到实处，使全员在思想观念、担当作为、纪律
作风、能力素质等方面得到提升。充分发挥内训

市场准入机制。开展＂市场管理满意度提升 师作用，定期开展专卖、营销知识培训、思想作
季＂，满意度超２０１８年同期２．４８个百分点。营销
部＂创优争先＂工作顺利通过省局验收。

风教育及技能鉴定、执法证考试＂一对一＂帮
扶，不断强化全员能力素质。

【综合管理】 适时组织开展标准化体系内容培 领导名录
训，严格按照体系文件要求落实日常工作，并在 局 长 刘显龙
每季度末进行体系自查，切实保障体系的有序运 副局长
长翟景乐
行。按照市局精益管理相关要求，通过宣贯动员
等方式，积极营造＂人人学精益、时时讲精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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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 火兴举

（王全槐）

农业 水务

农业水务
农业农村局
【概况】 ２０１９年３月国家机构改革，将县农林
局更名县农业农村局，撤销县畜牧兽医局，划出

林业入自然资源局，将县委农村工作办公室、县
发改局农业投资项目、县财政局农业综合开发项
目、县国土局农田整治项目并入县农业农村局。

县农业农村局为县政府职能部门，宣传、贯彻执

发展规划股、农村经营股、农业机械化股、农田

基本建设股，编制２５人，实有职工２２人。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制定下发
主题教育实施方案，按照＂不划阶段、不分环

节＂的要求，牢牢把握守初心、担使命、找差
距、抓落实的工作总要求，以深化理论学习为基
础，抓实调查研究为载体，深入检视问题为契
机，狠抓整改落实为驱动密切联系实际，坚持问

行党和国家关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一系列方针、 题导向，努力把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
政策、法律、法规、条例；研究制定全县农牧业
和农村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和措施，引导农牧渔业

题、整改落实四项重点措施贯通起来，有机融

合、统筹推进，领导班子带头读原著、学原文、

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农牧渔业资源的合理配 悟原理，集中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中国共产
置和产品品质的改善与提高；指导农牧业社会化 党章程》《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服务体系建设；组织协调粮食及菜篮子等重点工
程建设，负责农畜产品商品生产基地、产品和农
牧业生产资料市场体系建设和农畜产品加工、销
售等龙头企业发展；制定农牧业科研、教育、技

话和指示精神等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并理解其核
心要义和实践要求。组织开展中心＂不忘初心、

术推广及其队伍建设的发展规划等十七项工作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集中读书班、专题党课、调

重要论述选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学习纲要》、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

职责。

研成果交流会等专题活动。全体党员干部做好学
农业农村局下属十三正科级事业个单位∶ 县 习笔记，撰写学习心得，组织部分单位参观永登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县博物馆、高台县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战役纪念
县农机服务站、县种业监督中心、县农村经济指 馆和甘肃省建国七十周年成就展等，及时向甘肃
导站、县玫瑰研究所、县水产工作站、县农村能
源建设办公室、县动物卫生监督所、县新农村建

党建ＡＰＰ上传＂三会一课＂信息，通过丰富党内

场、县农业区划委员会办公室、正式职工２７４
人；中国共产党永登县农业农村局委员会，辖机
关支部和十二个局属单位党支部，玫瑰研究党员
所由机关支部管理；局机关内设办公室、种植业
管理股、畜牧水产股、财务股、科技教育信息

中心、专业合作社以及服务对象中对各单位领导

生活，激发干部职工的工作热情采取多形式、多
设办公室、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县良种繁殖 渠道广泛征求意见，从单位职工、乡镇农技服务

股、农产品质量安全办公室、产业发展股、扶贫

班子和个人征求到意见表３５８份。１２月５日，召

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组织生活会、党
员民主评议及领导班子成员专题民主生活会，开
展党员民主测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取得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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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农业经济及指标】县域粮食作物主要有

基地，围绕蔬菜、玉米、马铃薯三大主导产业筛

玉米、小麦、洋芋、豌豆、大麦、蚕豆、扁豆
等；经济作物主要有油料（油菜籽、胡麻）、蔬

选２５个主推品种，推广２０项主推技术。１０２名驻

菜、玫瑰、林果、药材、饲草；畜禽养殖主要有
猪、羊、鸡、牛、马、驴、骡、兔。２０１９年全县
农业增加值计划达到１２．０１亿元，比上年增长
５．３？？全县农业增加值年底可达到１２．１亿元，同

村农技员走乡进村、包片定点开展主导品种和主
推技术的推广，３０６名科技示范户经过培训，达
到规范种植、精心管理。驻村农技员和科技示范
户紧密合作，开展试验、示范、联合培养新型农
民，并采取技术优势宣讲、化肥补贴等方式带动

比增长６．６？？全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划 新品种的试种，新技术的采用。
达到１１５６８元，比上年增长８．８？？全县农村居民
旱作农业项目。技术推广部门早行动早安
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底可达到１１６７１元，同比增长 排，结合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目
９．６？？全县农业农村各项资金投入２９８５５万元。

其中，中央资金 ９８３２万元，省级资金２７３５万
元，市级资金 １３０３１万元，县级配套资金 ４２５７

万元。

的培训计划，聘请旱作农业项目方面的专家，对
全县基层农技人员就全膜双垄沟播技术推广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专题培训。抽调２５名技术人员
组成４个技术服务队，深入现场开展形式多样的
技术培训和技术指导。全县供应地膜共计

【种植业生产】 农作物播种面积９４．７１万亩；

７７９．６５１吨。其中，省级地膜１１１．８０１吨，市级地

粮食作物５５．４１万亩，经济作物２９．２５万亩，饲草

膜３９３．９７０吨，县级配套地膜２７３．８８吨。协调供

１０．０５万亩。其中，全垄双膜沟播技术１９．５１６万
亩、脱毒马铃薯１５．０１万亩、蔬菜１４．６４万亩、燕
麦种植面积５．３万亩、中药材２．９５万亩。粮食产
量１７．５７万吨，比上年增长０．０５？？？菜产量５２
万吨，比去年增长９．５４？？？药材产量１．５８万

销等部门及时将籽种、农药、化肥等农资供应到

吨，比去年增长３４．４７？？

任务。全县建立万亩连片示范点４个，示范面积
４万亩，在示范点上开展各类试验４项，试验面

【种植业重点生产项目】 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
革与建设项目。县农技推广中心一方面完善＂包
村联户＂的工作机制和＂专家＋农业技术人员＋科

积１０亩，开展各类示范４项。在保证大面积技术
推广的同时，在示范点上开展新品种引种筛选、
玉米套种黄豆、不同降解膜覆盖等试验示范。围

技示范户＋辐射带动户＂的技术服务模式，积极
利用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农业科教云平台、农业科

绕旱作农业开展技术培训９３期，培训农民０．９万

技网络书屋等信息化服务手段，通过中国农技推

次；印发各类技术资料１万份（其中明白纸９０００

广ＡＰＰ、云上智农ＡＰＰ和农技一点通ＡＰＰ，积极

份、技术手册１０００份），为技术推广工作提供人

基层，全力保障旱作农业项目的顺利推广。今年
旱作农业项目下达永登县全膜双垄沟播技术任务
１９．５万亩。其中，省级任务１８万亩，市级任务
１．５万亩。完成铺膜面积１９．５１６万亩，１００？？成

人次；开展现场演示２１场次、指导农民０．４６万人

回应农民需求，推进农业科技进村入户，努力提 才和技术保障。
高技术到位率。依托兰州市园艺学校对 １０２名驻
高效农田节水技术项目。全县灌区高效农田
村农技员分层分类分批完成专业技术培训。其
中，县外培训５１人，县内培训５１人。另一方面
加大对主导产业的技术服务，配合其他项目，整
合资源，推广种植新品种，配套病虫害绿色防

节水技术推广主推技术主要包括垄膜沟灌和膜下
滴灌两种模式，主要以垄膜沟灌蔬菜、玉米、马
铃薯和膜下滴灌蔬菜为主。全县完成节水任务面

积２１万亩。其中，膜下滴灌４．２万亩，垄膜沟灌

控、标准化生产、测土配方施肥、节水灌溉等技

１６．８万亩。

术，建立武胜驿镇金嘴金忠养殖种植专业合作社
和柳树镇鹏国祥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综合示范

【畜牧渔业生产】 各类畜禽存栏２７３．２４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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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匹）。其中，生猪４２．３万头、肉羊８１．３万

只、家禽１４７．６万只、牛１．４９万头（其中奶牛存
栏０．３２万头）、大牲畜０．５５万头、养鱼水面３８３８
亩，（冷水流水池塘８４．５亩）；肉蛋奶产量４．７９万

吨、水产品产量０．１２６５万吨（其中∶鲑鳟鱼４９５
吨、其他７７０吨）；完成新改扩建养殖场１８个、
黄牛冻精改良０．３万头、肉羊改良３．５万只。

【农业机械化工作】 ２０１９年，全县农机总动力
３６．３０７万千瓦。在册的各类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

【马铃薯脱毒种薯】 县种业监督中心针对困扰
全县马铃薯适口性的问题，完成马铃薯原原种生
产３００万粒、原种扩繁１６００亩、一级种薯扩繁

４０００亩；生产原种约５１０万公斤，可一级种薯扩
繁３４００亩；生产一级种薯１１２０万公斤，可种植
７４６００亩，满足全县籽种需要并对外县供种。建
设千吨种薯贮藏库建设任务１座、５００吨种薯贮
藏库建设任２座，其中∶龙泉寺镇大涝池村建设

完成１０００吨种薯贮藏库１座；民乐乡漫水村建设

机１２４１５台、联合收割机３１台。各类配套农机具

完成５００吨种薯贮藏库１座；武胜驿镇富强村建
设完成５００吨种薯贮藏库１座，改善马铃薯种薯
的贮藏条件，规范种薯贮藏，减少贮藏过程中的

２４５７１台（套），动力机械与农机具配套比１∶１．６，

损失，保证种薯质量。

１５４６２台。其中，轮式拖拉机３０１６台、手扶拖拉

农机装备结构不断优化；全年完成机耕９９．４５万
亩、机播６０．３５万亩、机收３７．９５万亩、机械化深
松１３．５万亩、机械化铺膜９万亩。综合机械化水
平达６１．８６？？市上拨付农机购置补贴资金１００万

【农村能源】 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项目∶在祁
连山自然生态保护区内的坪城乡、武胜驿镇、民
乐乡、连城镇等乡镇推广太阳灶、节柴灶各１４３８

元。补贴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七大类农业机械 台／套，完成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项目资金 １８７

共６８台。受益农户４２户。农户自筹购机资金 万。项目的实施对调整保护区范围内农村生活用

３９０．８５万元。

能结构、降低该地区农户对灌木、林木、枝条等

发放２０１８年农机燃油补贴２９４．３１５万元，涉
及１４１５６ 台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１１月底，将

生物质能源的燃烧需求，减少碳排放，保护生态

农机燃油补贴政策效益，以政策杠杆作用为抓
手，引导农机户自觉接受车辆入户、挂牌、持
证、检审验管理，推动全县农机事业平安、健

日发电量８１６度，年总处理粪污量１．７万吨，年正
常产气量９．４万立方，可代替标准煤７５吨，年产

环境发挥一定作用。
燃油补贴准确打入农户＂一卡通＂。根据２０１９年
种猪繁育场大型沼气工程项目∶ 龙泉万荣良
农机检审验及持证情况，将２０１９年度燃油补贴 种猪繁育场大型沼气工程２０１６年开工建设，２０１９
２６１．９２５万元上报上级主管部门。通过充分利用 年１１月完成市级验收。项目在半负荷的状态下每

康、持续发展。

沼渣肥０．４万吨，沼液肥１．４万吨，沼肥利用面积

组织全县４２家农机合作社、农机大户开展深

达到２０００亩，在节能增效减排方面效益十分明
显。在节约企业生产成本的同时，生产的沼肥主

松整地作业工作。全年完成深松任务６．２６万亩。

要用于周边农户和永登富源专业合作社有机蔬菜

其中，补贴４万亩，合计补贴资金８０万元。全年 生产使用，效益十分显著。
累计投入深松机具６５台套，安装深松测试仪４７
台。强化对农机深松整地技术的宣传推介，改善
耕地质量，增强粮食生产能力，确保粮食安全。
检验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１４７８２台，其中拖拉机
１４７５２台，联合收割机３０台，检验率９５．６？？拖
拉机和联合收割机驾驶人审验换证１３２９ 人。其
中，拖拉机１３２８人，联合收割机１人，审验率９７？？

【农业新型经营主体】 ２０１９年，全县有农民专
业合作社１７５８个，合作社成员总数２１６３０人，带
动非成员农户３６３１８户。其中，国家级示范社９
个、省级示范社４１个、市级示范社１０１个、县级
示范社１８３个；全县有家庭农场达到７２个。其

中，省级家庭示范农场６个、市级家庭示范农场
４８个、县级家庭示范农场５个；国家支持奖励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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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专业合作社１１个，支持资金１５０万元。其中，

用技术的目标；贫困村致富带头人培训４００人。

国家级４个各２０万元、省级５个各１０万元、市级

第一期赴天津宝坻区培训４０人、第二期赴四川崇

２个各１０万元；国家支持奖励家庭示范农场３

州区培训 ２７人、第三期赴陕西宝鸡区培训５３

个，支持资金各８万元。

人、第四期由永登县职校培训２８０人。

【土地流转】 继续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规
模流转。全县流转面积累计达３７．７３万亩，占全

【农药市场管理】 抓好农药经营负责（从业）
人员培训工作，全面提高农药科学使用技术水
平。通过农药知识系统讲解和发放《国家禁限用
高毒农药名单及违规处罚规定》宣传单提高从业

县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９２．６４万亩的４１？？

【清产核资】 ２０１９年，全县村、组两级农村集
体资产核实资产总额１１１７１８．２８万元。其中，资

人员的素质。全面落实农药登记备案制度，加大
市场监管力度，不断规范市场经营体系。严格资

金总额２５８２．３１万元，资产１０９１３５．９７万元；核实

格审核条件，完成年度审验和换证工作。４月，

资源性资产２２８．２２万亩，通过省级检查验收。

积极做好农药经营许可证的换证工作。对全县
１３２家农药经营门店进行严格审查，对符合条件

【农业特色产业稳步发展】 ２０１９年，全县苦水

的９６家经营门店核发新农药经营许可证，其余

玫瑰种植面积１０．１６ 万亩、高原夏菜种植面积
１４．７万亩、双垄玉米种植面积１５．５６万亩、优质
马铃薯种植面积１５万亩、中药材种植面积２．９５万

３６家经营门店勒令限期整改或关门歇业，从而规

亩、红提葡萄种植面积１．０６万亩、优质牧草种植
面积达到１０．４万亩。全县肉羊养殖量８０．５万只，

质量经常查＂的指导思想，在用药高峰期，集中
查处五种违法行为∶即生产、经营未登记和假冒

鲑鳟鱼养殖基地水面规模 ８４．５亩。根据市场需

登记的农药产品，制售假劣及禁用农药、标签不

求，大力发展肉驴、马铃薯北繁南种、山楂、草
产业，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建成肉

规范的农药产品。全年出动车辆４８台次，执法人
员２４０人次，检查经营门店３２４家次，对个别门
店存在的问题进行勒令整改，没收高毒农药１２．５

驴养殖基地２个，养殖量达到１２００头；建成马铃

公斤，没收过期农药３５．２５公斤，假冒伪劣农药

莓、藜麦、樱桃、菊花，鲜切花等新型特色种养
薯北繁南种扩繁基地１２个，种植面积６５００亩；
山楂种植基地１个，种植面积２０００亩；草莓设施
种植基地 ４个种植面积１００亩；藜麦种植基地２
个，种植面积１５００亩；樱桃种植基地１个，种植

范农药经营单位经营行为，整顿农药市场秩序。

坚持＂高度农药全面查，农药标签重点查，产品

２２公斤。
【农产品质量安全】全县县级站点１个、乡镇

面积２００亩；菊花种植基地２个，种植面积３００

站点１６个，基层农业生产主体追溯站点３个，监
管员主要抓农业投入品的监管１３２个。全年完成

亩；鲜切花种植基地１个，种植面积２１０亩。

例行监测１３００个菜样，合格率为９９？？１６个乡

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服务中心完成检测２１７９１

【农村人才培训】 ２０１９年，农业农村局培训 个菜样，合格率１００？？１７个基层站点完成检测
１．００３万人，完成市县培训任务。其中，局属各
单位根据各自业务培训８９８０人；新型职业农民培

２４０００个菜样，合格率１００？？完成率为 １００？？
定量检测完成 １００个，完成率为１００？？抽取草莓

育９期４００人，完成培训资金６０万元；建档立卡 样 ６３个，小番茄９个进行农残检测，合格率
贫困户＂一户一个科技明白人＂全覆盖入户培训 １００？？９月，市农业农村局、市农业执法大队、
２５０人，由农技中心、动物疫病控制中心、种业
监督中心采取＂集中培训与入户指导＂的方式开

市农监中心在县龙泉寺镇、大同镇、中堡镇等抽

取１０个高原夏菜样进行检测，合格率为１００？？

展培训，实现建档立卡贫困户掌握１－２项农业实 农业部、省质检处、市农监中心对县高原夏菜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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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取１６个、３０个、１２０个菜样进行例行检测，合

犬病疫苗４０００头份，分发到乡站开展免疫注射工

格率均为１００？？

作，免疫犬３００余条。

【非洲猪瘟防控】 ３月、９月开展养殖动物春、

【规范检疫、屠宰管理】产地检疫∶ 加大对生

秋两季重大疫病集中免疫工作。完成生猪牛羊口
蹄疫、禽类高致病性禽流感、羊小反刍兽疫、猪
瘟等重大动物疫病免疫３８６．７万头（只）次，免
疫密度９０？？全县有生猪规模养殖场户８７４个，
规模养殖场存栏１４万头。面对非洲猪瘟防控的严
峻形势，实行专业技术人员包乡和乡站人员＂一
对一＂包场的排查监管制度，对县内生猪养殖场
防控工作进行检查指导，督促养猪场户修建消毒

产经营者的主体责任及产地检疫申报制度的宣
传，严格甘肃省出栏动物健康保证书的填写，建
立完整的产地检疫工作记录。全年产地检疫猪
１８．９８３８万头（５９９７批），羊７．７３６３ 万只，牛
０．１２３３万头，禽４８．９４７２万羽。屠宰检疫∶屠宰
厂官方兽医依法履行检疫和监管职责，严格按照

池和消毒室，配套消毒设备，严格落实封闭饲养
和门禁制度，加大消毒频次，提高疫病防控能
力。开展＂大清洗、大消毒＂活动，对规模养殖
场（户）、屠宰加工场等重点区域多次开展清洗
消毒工作，发放消毒药品８吨，清洗消毒面积约
３１００余万平方米。组织非洲猪瘟防控技术培训３８
期，培训１６００余人次，向养殖户发放非洲猪瘟防
治技术手册１０００份，疫情告知书８００张。全年排
查生猪１７４余万头次。储备一定数量的应急物资。

【人畜共患病防控】 全年完成羊布病采样２．２

规程开展屠宰检疫并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监督
屠宰厂查验生猪产地检疫证明和健康状况，严把
入场查验、待宰巡查、同步检疫、宰后处理和无
害化处理监督＂五个关＂，确保屠宰动物检疫
率、出证率、检出病害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
理率达到１００？？２０１９年，屠宰检疫猪７．３３５２万
头，牛０．２９万头，羊２．８万只。其中，检出病害

猪３３头，全部进行无害化处理。

【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 全县各种作物秸秆产
生量为２７．４５万吨，综合利用２２．８５万吨；尾菜产
生量为１３．３２万吨，回收利用４．６６万吨；废旧地
膜产生量１８６０吨，产生废旧农膜１３１３吨，回收

万只，检测２．２万只，检出阳性羊１２只；奶牛布
病采样１５００头，检测１５００头，检出阳性奶牛３

秸秆１０５０吨；养殖业粪污产生量３２万吨，还田利

头，对检测出的阳性羊、奶牛全部进行无害化处
理，并对阳性羊场、奶牛场进行跟踪监测。对全

垫付料利用０．２３万吨。争取市级补助资金３５５万

用３万吨，堆肥１８万吨，能源化利用１．１万吨、
元开展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示范。其中，秸秆

县３万多条犬每月驱虫一次，要求畜主做好犬粪 综合利用补助资金１３０万元，用于秸秆饲料化、
处理，犬驱虫覆盖率达到８０？？上；在武胜驿 燃料化、原料化利用示范，通过机械集中收割、
镇、坪城乡等牧区放牧羊群中，随机采集羊血液

样品３６０份进行包虫病抗体检测，检测结果为阳

性８只，阳性率２．２２？？？牛羊屠宰点开展家畜
包虫病现场调查５１３只，经查阳性数４３只，阳性
率为８？？深入贯彻落实《兰州市养犬管理条

例》，制定《永登县规范养犬精致管理工作实施

捡拾、打包收贮秸秆５．８９２万吨；尾菜处理利用
补助资金１５５万元，用于尾菜饲料化、肥料化利
用示范，回收利用蔬菜尾菜３．５４万吨；废旧农膜
回收利用补助资金１００万元，建成废膜回收站点
２０个，地膜使用重点乡镇实现回收站点建设全覆
盖，全县８０？？上的废旧农膜得到回收。

方案》，先后５次在县委广场和人民公园组织开展
＂文明养犬从注射疫苗开始＂为主题的宣传活 【大棚房问题专项整治】按照中央省市的有关
动，现场向群众发放《兰州市养犬管理条例》 会议和文件精神，通过七轮排查，共排查出＂大
８００份，免费给宠物犬投服驱虫药、注射狂犬疫

苗，倡导群众养成文明养犬好习惯。统一采购狂

棚房＂问题１５个，违法违规占用一般耕地总面积
１４１．０８亩，涉及７个乡镇１０个村。针对排查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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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个＂大棚房＂问题，分类整治，对于擅自改变

县蔬菜冷链物流企业达到２３家，储藏能力超过

项目批准用途的，责令其严格按照农业种养殖标
准对其进行整改，恢复种养殖条件；对于直接在耕

１３万吨，年高原夏菜加工量达到４０万吨，项目

地上违法建设非农设施的，责令其彻底拆除非农

果蔬保鲜库扶持资金折股量化，带动９６户贫困户

设施，并恢复原土地地貌，恢复土地地力。

通过分红增加收入，年户均增收７２５元。移动式
冷藏车扶持资金折股量化，带动７个贫困村壮大
村级集体经济，每个村年增收９０００元；制定《永

【脱贫攻坚】 ２０１９年，农业农村局包村１６个

资金带动社会资本投入６００余万元。同时，通过

登县特色产业培育及大宗农产品销售工作方
案》，搭建线上线下产销对接平台，组织全县农
访和入户帮扶。针对不同致贫原因，实行＂一户 产品生产加工企业参加全国各大城市农产品产销
一措施、一人一办法＂进行帮扶。围绕提质增效 对接活动，推动大宗农产品顺畅销售。重点组织
共３７５户。为落实精准扶贫方针政策，实行局系
统单位各包１个村、每人包１￣２户，定期上门走

的发展目标，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发挥优

参加兰州市＂中国农民丰收节＂、永登县＂中国

势、突出特色的原则，在庄浪河灌区发展露地蔬 农民丰收节＂、中国玫瑰之乡兰州旅游节、甘肃
菜种植，在民乐、武胜驿、坪城突出冷凉绿色蔬 特色农产品贸易洽谈会、陇西中药材订货会、成
菜种植，种植规模达到１４．７万亩；在七山、通
远、民乐等乡镇发展全膜双垄玉米产业，全县种

都国际都市现代农业博览会、中国寿光国际蔬菜
科技博览会、上海美食节、中国国际商标品牌

植规模达到１５．５６万亩；在民乐、武胜驿、坪

节、特色农产品消费扶贫展销会等产销对接活

城、上川等乡镇发展优质马铃薯、中药产业，植

动，有效解决农产品＂卖难＂矛盾。与天津市宝

规模达到１５万亩，中药材产业达到２．９５万亩；在
民乐、武胜驿、坪城、七山、通远等西北片山区
发展草食畜产业，种植规模达到１０．４万亩，肉羊

坻区对接，积极开展消费扶贫活动，将特色产品
销售到北京、天津、上海等中东部各大农产品交
易市场，有效提高永登县特色农产品的知名度和

养殖量达８５万只；在国道３１２沿线发展苦水玫瑰 市场占有率，带动当地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增
产业，种植规模达到１０．１６万亩；在满秦公路沿 收。通过参加消费扶贫活动销售七山羊、高原夏
线发展红提葡萄产业，种植规模达到１．０６万亩；
在城关、柳树、龙泉、苦水等乡镇发展鲑鳟渔业

产业，养殖水面达到８５亩。
鼓励支持贫困户发展多种增收产业。实施建

菜、马铃薯、特色驴肉、中药材等各类农产品２０
多种，销售额达２２７５．３万元，有效带动建档立卡
户１０１１人脱贫致富。督促指导各乡镇和村两委不
断探索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路子，创新发展模

档立卡户＂种养殖奖补＂政策和＂五小＂产业奖
补政策，并按照＂先种（养）后补、先建后补＂
的方式进行补助。２０１９年全县落实产业奖补资金

式，通过盘活资产资源开展股份合作、村企共建
能人带动、培植主导产业发展特色种养产业、物

（含＂五小产业＂补助资金）９２５．３６万元。通过

资金入股等方式，有效加快村集体经济发展步

业租赁、电商助推、乡村旅游带动、光伏扶贫、

产业奖补政策和＂五小＂产业扶持政策的实施， 伐。督促乡镇及村两委严格按照农村集体资产、
有效地激发建档立卡贫困户发展产业的动力。全

财务管理的相关法规政策，落实村集体经济重大

县共培育各类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７２家。其中，
省级龙头企业１０家、市级龙头企业３１家，与龙
头企业有效对接的各类中介组织１２０个，专业市
场２家，建立基地２８．７万余亩，农产品种类达
１３０余个。建成保鲜库５座，移动式冷藏车７座，
投入财政资金２２１万元，年化分红收益率为６？？
每年产生收益１３．２６万元。通过项目建设，使全

事项村民大会集体讨论决定、公开公示等制度，
不断提升村集体经济规范管理水平。２０１９年，全
县农村集体经济总收入８６０．４６万元，村均收入
４．３万元。其中，贫困村总收入６５１．１６万元，贫
困村村均收入６．３８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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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品种１６个。其中，中央品种４个（玉米、马

铃薯、能繁母猪、奶牛）、省级保险品种６个（肉
牛、肉羊、高原夏菜、设施蔬菜、育肥猪、

鸡）、市级品种６个（肉羊、玫瑰价格指数、生猪
价格指数、中药材自然灾害、设施农业、高原夏
菜自然灾害）。全县完成农作物保险１３．０４万亩，
家畜家禽 １６．２２ 万头 （只），实现签单保费
１２８８．６３万元。其中，省级农业保险中投保建档
立卡户１６７３户次，实现签单保费３９９．８６万元。同
时，积极督促相关保险公司及时开展理赔工作，
切实保障农民利益。２０１９ 年，兑付理赔资金
８７０．７１万元，受益农户１１２０８ 户。

动群众参与１６１３１６人次，创建清洁村庄１６０个；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的要
求，结合实际制定下发《永登县２０１９年农村生活
垃圾分类方案》，在１６个乡镇各选择１个村探索
开展垃圾分类试点，为全面推开垃圾分类打好

基础。
【农业环境保护】 ２０１９年，各类作物播种面积
９４．７１万亩，农作物秸秆资源量为３０．２万吨，可
收集２７．４５万吨，回收２２．８５万吨，回收利用率达
到８３．２？？其中，秸秆饲料化利用量１９．１２万吨，
肥料化利用量３．４万吨，燃料化利用量０．１３万

吨，原料化利用量０．２万吨。种植高原夏菜产生

【城区饮用水源地保护区环境综合整治】５月
１５日起，对城关、中堡两个乡镇涉及城区饮用水
源地保护区内的养殖场４６家、屠宰场２家、农机
销售门店２家，进行为期近两个月的宣传动员和
督促关停、搬迁、拆除等工作。经宣传、动员、
督促，拆除６家养殖场（一级）的７座养殖棚、
关停１１家养殖场（二级），关闭２家农机销售点

尾菜１７．５万吨，尾菜处理利用６．１３万吨，无害化

（一级），其余２３家督促搬迁关闭，并做好日常粪

广大农户的环保意识显著提高，大部分秸秆得到

污清理工作，对拆除搬迁的进行清除垃圾、回填

妥善堆放和广泛利用，避免环境污染，推进农村

土方、恢复原状等工作。

生态建设。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筹措资金 ９３５５．８１万
元，建成农户卫生厕所 １６５８７座。其中，水厕
９２４２座，卫生７３４５座，配合完成１０４座公厕建
设，配备粪污车５５辆；实施５５００个农村改炕、
８００个农村改灶、４个美丽乡村示范村、２５个环
境整洁村、４个美丽乡村示范行动连片整治示范

领导名录

区和１１个城乡融合环境整治项目；开展村庄清洁

行动，组织各乡镇开展＂春节战役＂＂春季战
役＂＂夏季战役＂、＂百日攻坚＂＂秋冬季战役＂对
照＂三清一改＂的标准要求，集中整治农村环境

处理率３５？？上。全县地农膜用量１８６０吨，产生
废旧农膜１３１３吨（部分地膜一膜两年用），回收废
旧农膜１０５１吨，废旧农膜回收率８０？？上，地膜

使用重点乡镇实现回收站点建设全覆盖。局系统
各单位划片巡查秸秆和荒草禁烧，对秸秆燃烧的
危害和秸秆综合利用知识进行了宣传和普及，使

局 长、党委副书记 赵克勤（３月任）

长 苗成祖（３月免）
己
党委书记、副局长 谭永军

副局长 王国盛

李世云

李全业

（芦琛山）

水务局

脏乱差问题，累计清理农村生活垃圾３５５３１吨，
清理村内水塘１３１口，清理村内沟渠８７６公里， 【概况】 ２０１０年，中共兰州市委办公厅、兰州
清理村内淤泥３１８６吨，清理畜禽养殖粪污等农业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联合下发《关于印发永登县人
生产废弃物９９０３吨，清理乱搭乱建，依法拆除烂
房烂墙烂圈、废弃厂房棚舍等１５０６处，整齐堆放
秸秆、柴草、农机具等生产生活资料５０１３处，发

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兰办发〔２０１０〕
４７号）文件、中共永登县委办公室、永登县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永登县人民政府机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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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实施意见的通知》（县委办发 〔２０１０〕４４

调整项目∶实施２０１８年市列脱贫摘帽调整项目５

号）精神，设立永登县水务局，为县政府工作部

项，总投资８００万元，项目于２０１９年９月开工建
设，主要建设内容∶河桥大渠、西坪渠、登丰渠、
鳌塔大渠和河水渠、苦水镇大沟渠引水口维修改
造工程，工程完成投资２３８万元，１１月底完成建

门。２０１９年事业单位改革下属７个基层单位，分
别为∶ 供改水建设指导站、水保站、给排水所、
防汛抗旱指挥中心、西坪水管所、登丰水管所、
河桥水管所。机关内设有１０个机构，分别为∶办

设任务。

公室、财务股、计划审批股、水政办、水管站、
质监站、治河站，工程股、河长办、橡胶坝管理

【重点项目】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清零专

站。各下属单位及内设机构，各司其职，密切配
合，相互协作，共同完成各项水利工作。

项）∶实施大同镇等５６项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完成项目】 小水维修∶全县小水项目维修
５３２项，其中∶渠道险段加固３２０处，机井维修
３２眼，提泵站８处，各类建筑物１７２座，投入资
金 ３８８万元。全年清淤干支渠道１２条，３５８公
里，投工１２０００个工日，完成工程量１７．９万立方

工程（冲刺清零），工程总投资９８０万元，改造管
道９２．２８公里，闸阀１５７个，维修泵房６座，更换
闸阀８２３个，新建水池９座，更换自动控制设备
２８套，消毒设施９套，水池防护栏３８处等。工程

于７月初开工，９月中旬完工，受益大同镇、龙
泉寺镇、红城镇、上川镇、坪城乡、民乐乡、通

米，全部完成小水维修项目；农田灌溉∶全县灌

远乡、武胜驿镇、七山乡、树屏镇、连城镇、河
桥镇、中堡镇、柳树镇、城关镇１５个乡镇，１４５

区水利工程在完成春检春修、除险加固、维修改

个行政村的６２０９８户、２５０９８２人（其中贫困户

造的同时，依据市、县年初下达的灌溉目标任 ２７２２ 户、７４０２人）。安装水窖净化设备１７１套，
务，完成春灌３．０２万亩、占目标任务１００？？夏

工程于７月份开工，９月底完工。覆盖民乐、通

灌４９万亩、占目标任务１００？？秋灌１４．２万亩，

远、七山、坪城４个乡镇、１７个行政村、６４个自

占目标任务 １００？？冬季灌溉工作有序开展全力 然村的１７１户、５９３人。
推进；两河治理∶完成大通河治理项目前期准备
实施冬季冻管维修工程。３月份抢修农村饮
工作。委托甘肃创新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编制 水安全工程２１项，改造冻管１１．８公里，总投资
完成《大通河兰州市永登段防洪治理工程环境影 ７６．４３万元，工程全部完成。
城乡供水补充水源工程∶永登县城乡供水补
响报告表》，９月２７日，由市生态环境局永登分
局（兰永环审〔２０１９〕４０号）文件批复。实施大 充水源工程总投资２９６８．８８万元，于２０１８年９月
同镇贾家场—红城镇进化村段维修加固及局部河 ２０日，开工建设，经过历时一年多的建设，截至
道疏浚工程，投资３９．９万元，完成水毁河堤维修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４日，全面完成工程建设任务，工程

加固７１０米，工程于２０１９年１０月底全面完成；农
业水价综合改革∶ 实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项目，

主要完成建设内容∶新建容量９．９万立方米澄清

池１座，安装敷设引水管道２．０４公里，输水管道

完成面积５．４万亩，其中自流灌区２．４万亩，提灌 ２．６公里，修建各类闸阀井１３座；新建管理房１

灌区１．２万亩，井灌区１．８万亩。项目总投资６１６ 座，建筑面积１２１．５５平方米；架设８０千伏安变压
万元，于２０１８年完成所有前期准备工作，２０１９ 器１台，１０千伏输电线路２．０公里；安装水池视
年５月开工建设，完成项目建设任务；城区供排

水管网二期改扩建∶改造维修城区地下供排水管
网２．６０８公里。其中∶给水管网１．９８５公里，污水
管网投资０．６２３公里（资金为县政府筹资）。项目

总投资５２６．１４万元，２０１８年完成项目前期工作，
２０１９年４月开工建设，完成建设任务；脱贫摘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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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监控、安全监测及运行管理系统各１套。工程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０月底调蓄大通河水，通过城关自
来水厂净化处理送到千家万户，使县城及周边群
众饮用大通河水的愿望得以实现。
国家重点水土保持工程∶实施２０１９年国家水

土保持重点项目永登县武胜驿民乐项目区工程，

农业 水务
工程总投资１２８５．４４万元。其中∶中央财政投资

度。结合＂四察四治＂专项行动和＂不忘初心、

９００万元，地方配套及群众投劳折资 ３８６．４４万

元。完成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３２．０８平方公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强化责任担当，改进工作
作风，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不断

里，其中∶营造灌木林８９４．０公顷（１．３４万亩），

把造福人民的水利事业推向前进。

封禁２３１６．０公顷（３４７４０亩），建设谷坊１２１座，
涝池１２座，堤岸防护１００米，排水渠９．８公里。项
目于２０１９年５月开工建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同

【从严治党】 结合巡察整改工作，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勇担政治责任。召开全面从严治党主体

时，完成全年行政征收水土保持补偿费共１０．８８万元。 责任专题会议安排部署工作，传达学习中央和省
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建设∶完成监测、预警系 市县委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文件、重要会议
统补充、县级监测预警平台和群测群防体系完善 和重要讲话精神；局党委负责人与局属各单位签
等项目。完成山洪灾害调查评价工作，建成自动 订《全面从严治党重点工作责任书》，严格遵循
雨量站９８个，预警广播１５２个，简易雨量站１６０
个，图像站５个，视频站２个，水位站２４个。

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实落细党风廉政建设约谈
工作，确保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取得实效。完善

２０１９年汛期以来，共发布预警短信７０００余条，

＂三重一大＂决策运行程序。严格贯彻民主集中

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防汛监测预警网络。

制，加强会议职能，规范议事决策程序，确保
＂三重一大＂事项决策合规合理。

【理论学习】 贯彻执行《２０１９年水务系统政治
理论学习计划》《中共永登县水务局委员会理论
中心组２０１９年学习计划》安排，加强政治理论学
习，提升综合素养。坚持每周一的集体学习制
度，要求广大干部职工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不

【意识形态】 ４月初，局党委与各支部签订意

识形态目标责任书，层层落实意识形态责任。把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
和各级党委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安排部署纳入中心

断提高综合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准确把握宏观 组及干部职工理论学习计划，积极推进、主动开
大局，深入分析及时掌握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各 展。落实谈心谈话制度。分管领导与分管联系单
项政策精神，力促理论知识与业务能力的＂双提

位领导进行谈话，落实意识形态工作，及时掌握

升＂，按照生态环境保护赋予水务工作的新内

党员干部思想状况。

涵、新任务和新要求，结合我县的客观实际，转
变思路，主动作为，提高准确执行政策方针的能

【河长制度】 ２０１９年，是河长制湖长制从＂有

力，开创工作新局面。

名＂到＂有实＂的关键之年，也是河长制制度落
实的最成效显著的一年。按照《关于永登县＂携

【党的建设】 深化＂两学一做＂制度化常态化
学习教育。高度重视党建工作，凝聚战斗力量。
认真学习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首要政治
任务，纳入政治学习教育全过程，自觉用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批示精神武装头脑、
指导行动，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结合
党支部建设标准化，严格执行党日制度。坚持把
党建工作和水务工作同安排、同部署、同落实。
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规范党员管理。严格执
行党员积分日常考核，建立党员缴纳党费日制

手清四乱保护母亲河＂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永

检会发字〔２０１９〕１号）文件精神，集中解决河
湖存在的乱占、乱采、乱堆、乱建河湖＂四乱＂
突出问题，展开不定期的巡查督查。成立河长办
与县检察院联络室，召开联席会，针对重点沟道
的违法行为进行为期半月的联合执法，对武胜
驿、中堡、上川、坪城等乡镇的２０余家非法采沙

厂进行了依法拆除，有效打击破坏生态环境及违
法建设的势头。对河湖＂清四乱＂暗访发现的问
题，建立问题台账，实行挂号销账，发现一处，

处理一处，销号一处，确保整改落实见效。对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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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驿镇武胜驿村、中保镇清水河村、大通河河桥

生的强劲有效措施，也是监管单位履行监管职责

镇河桥村等河段两岸种植苗木 ２８０亩，２ 万余
株，做好生态恢复工作。

最直接的途径，为更好更有效地预防安全事故发
生和落实上级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全年实施各类

【防汛抗旱】 年初与各成员单位责任人签订
２０１９年防汛岗位责任书，与各水库签订安全责任
书，完善防汛抢险救灾工作领导机构工作职责。

安全生产检查２８次，涉及全县城关水厂、玫瑰水
厂的危化品安全使用管理的专项检查、西坪水管
所、河桥水管所、登丰水管所的渠道安全运行检
查、县域内九座小型水库的汛期安全检查、永登

发挥监测预警系统作用，快速传递预警预报信 县城乡供水补充水源工程和２０１９年永登县脱贫攻
息，自４月份进入汛期以来，落实２４小时值班， 坚人饮安全巩固提升工程的施工安全生产检查。
及时对灾害性天气的监测预报情况进行上报，并 下发整改（建议）通知书２８份，对存在有安全隐
对全县预警设备进行检查维护；把水库防洪保安

患问题的已责令其限期整改，并在随后对各项安

作为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严格执行水库、水电 全隐患进行复查验收整改完成，切实落实闭环式
站、淤地坝、尾矿坝防汛安全属地管理制度，修 安全管理。
订完善调度运用和应急抢险等各类预案，科学合
理调度，确保防洪安全。开展汛前防汛安全大检

【扫黑除恶】 为深入推进水利行业扫黑除恶专

查。对编制水库防洪调度计划情况，抗洪抢险队

项斗争工作，成立水务系统扫黑领导小组，制定

伍和物料储备情况，河洪道隐患清理处置情况，
非工程措施落实情况进行汛前检查，排除隐患。

永登县水务系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方案，根

据相关科室职责，划分责任。召开动员会、推进

【生态维护】 办理中央、省市环保督察交办问

会，部署工作，分析形势，查找工作中存在的薄
弱环节，研究解决办法。通过张贴横幅、自媒体

题转办单，配合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赶赴现场查

等形式广泛宣传。认真排查黑恶线索，建立问题

看，通过实地核查，走访了解等方式核实信访投

线索台账，完善基础材料和工作台账，确保扫黑

诉问题，坚持边整边改、立行立改原则，推进环 除恶工作扎实有效开展。
保整改工作取得新成效。协调环保、发改、国土

以及连城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等多家单位，根据实
际情况拟定上报永登县水电站分类处置方案，并
指派专人负责甘肃省水电站引泄水监管平台的日
常协调工作，督促水电站严格落实最小下泄流
量，保障引泄水在线监控设施作用最大化，实时
监控数据上传稳定，保护河道及水生态安全。

【深化放管服】 全县取水许可证到期约３０余
套，新发取水许可证１０套，换发３０余套。将水
土保持方案的审批纳入县发改项目审批的前置程
序，督促生产建设项目单位积极编报水土保持方
案报告书（表），下发《限期编报水土保持方案
通知书》２８份，６家项目建设单位完成方案的编

报和审批工作，其余２２家也正在积极编报。
【水资源费征收】 根据国家及省市关于实行
２０１８年度最严格水资源管理考核制度的相关要
求，１０月份整理归纳２０１８年度水资源管理方面
的各项资料，组织开展水资源费的征收工作，全
年征收水资源费５０万元，对部分企业下发水资源
费缴纳通知书，收缴金额２０万元，全面完成水资
源费的收缴工作，足额完成年度收缴目标任务。

【水利安全督查】 监督检查是预防安全事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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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发展】 按照习总书记强调∶＂保护生态
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
产力。＂坚持统一思想认识，转变工作思路，牢

记主责主业，敢于担当负责，全力以赴抓好砂场
治理、排污口清查等工作。以＂依法依规、因地
制宜＂的原则，科学确定了河湖管理范围划界标
准，完成大通河、庄浪河两条省级河流的划界工

作，共安装界桩１４８０个，其中庄浪河９２５个，大

农业 水务
通河５５５个。通过＂世界水日＂＂中国水周＂活

【其他工作】 加大党建、保密、信访、环保、

动，在县城四大街及乡镇重点河洪道发放河长制
宣传手册２００余份、悬挂宣传横幅等方式，全面

精神文明建设、依法行政，社会综合治理、保障
农民工工资、机构改革等方面的工作，并按照年

开展河长制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努力引导群众

初签订的各项目标管理责任制一一对照完成。

关心、支持、参与、监督水务工作的良好氛围。８
月底１０月初，按照水利部通过省水利厅分配任 领导名录

长贾庆云
务，重点对全县生产建设项目区域遥感监管的４９４ 局
个图斑一一进行实地复核，全面完成复核任务。
副 局 长 陈得文

张延海

毛永平

【脱贫攻坚】 把贫困乡村作为水利扶贫攻坚的
主战场，突出农村饮水安全、农田灌溉保障、防
洪抗旱减灾、水资源开发利用与节约保护、水土
保持生态建设五大重点，补齐水利基础设施短
板，改善当地发展条件，积极响应全县干部下基
层号召，开展联系帮扶暨强基础、抓产业、建强
县活动的总体要求，广泛发动水务系统广大干部
深入农村基层，了解民情，反映民意，解决民困。

（施卫军）

大灌区田间工程建设管理处
【概况】 永登县引大灌区田间工程建设管理处
于２００７年在原永登县引大灌区建设指挥部的基础
上改建，事业性质，县级建制，隶属县政府领

导。业务归口县水利局，２００８年经兰州市水利局
【给排水管网维护、水费收缴】县域水源地担
负着县城及柳树部分村生产和人民生活用水的重
任，城区敷设供水管网共７８公里，排雨污水管道
共５１公里，各类井室共４５５２座。全年供水总量

批准，正式将县引大建管处纳入兰州市水利管理
单位。内设机构＂一室四科＂，即办公室、计划

约３４０万立方米，平均日供水量约９５００立方米，

供水人口约１５万人。水厂中心化验室坚持每日将

名，科级干部８名，科员９人，办事员１名，高级
工程师３名，工程师１２名，助理工程师４名，技

出厂水常规九项进行检测化验，并于每月将出厂

术员４名，工人２９名。主要职责是编制灌区水利

财务科、工程建设科、水利管理科、经营管理
科，现有干部职工７０名，其中县级领导干部３

水送第三方水质检测中心进行检测，检测项目３６ 发展规划和流域规划，拟定年度计划，协调省、
项，全年进行水质检测二次全分析，检测结果全 市有关部门争取资金，落实计划并组织实施，负
部符合国家饮用水卫生标准，结果对外公开。扩 责灌区田间节水工程的管理工作，负责县城东西
大城市供排水供应区域，填补城市供排水空白区
域，２０１９年，投资５２６．１４万元，城区供排水管网

两山绿化管理和上水工程建设管理工作、引大灌
区秦王川流域沟道治理和部分水利重大项目工程

改造３．１公里，工程竣工并正常投入使用，确保 建设管理工作。负责组织实施高效节水灌溉工程
全区域的不间断持续供水。全年收缴水费４３１万 建设管理工作和农田节水灌溉新技术、新措施的
元，其中居民生活用水１９７万元，非居民生活用
水２３４万元（包括代收污水处理费１７２万元），水

推广应用。配合县水务局做好小型水利工程管理

费收缴率达９８？？上。

管组织，积极培育农民用水合作组织，负责做好

体制改革和田间工程建设管理工作，指导灌区群

灌区小型调蓄工程建设。
【提案答复】 ２０１９年，人大、政协意见建议和
提案共１２件，全部分解落实到各股站室、各下属
单位，完成答复工作，将答复意见函送至各代

表、委员手中。

【项目建设】完成２０１８年高效节水灌溉工程扫
尾工作。按照２０１８年永登县高效节灌剩余工程建
设任务，制定方案，督促施工单位及时解决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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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登年鉴（２０２０）
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加大协调督促力度，完成龙

活率。制定《永登县引大灌区田间工程建设管理

泉寺镇费家湾、河西、水槽沟三村经济林滴管带
铺设１６５公里，做好工程竣工验收各项资料的准
备工作，完成法人合同完工验收和项目竣工验收
工作。工程移交有关乡镇、村社、种植大户或经
营公司负责运行管理，确保工程正常发挥效益。

处应急预案》及机关安全预案，加强责任区域内
森林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培训，普及森林防火知
识，严格执行林区防火管理，加大巡查力度，确

【生态绿化】 完成２０１８年续建西山片（仁寿山
—香炉山）绿化任务，完成造林２６８０亩，栽植各
类苗木１２万株，基本上全面完成２０１８年县城东
西两山生态建设水利配套工程和造林工程建设任
务。配合县绿化办组织开展全县机关干部义务植

保林区安全。完善原有造林区域内基础设施，完

成青龙山补充水源工程上水管道５９３米，仁寿山
旧管道更换３．７公里，新建仁寿山片管护用房２处
４７平方米，安装刺丝围栏２７６０平方米，为原有

林木管理创造条件。
【青龙山公园基础设施建设】 全面启动青龙山公
园基础设施改造提升工程。完成《永登县青龙山

树活动，完成义务植树７５６８ 株，挖树穴 １０６３６ 公园基础设施提升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个，参加义务植树１８３２人次，完成投资３０万元。 主要建设内容为扩建园路总面积１７１６平方米４４３
全力实施２０１９年县城东西两山生态绿化工程造林
项目，１０月２０日基本完成工程建设任务，１０月２５
日上水灌溉。１１月底完成水平台６８６公里，开挖

米，广场改造总面积２２７５平方米、建设公厕三座
２９４平方米，投资５２４．６７万元。工程于９月１２日
完成招投标，三座公厕主体工程完工，投资

１１９．７万元。完成公园道路改造２７５米，铺设人行
道砖５２６平方米，并结合道路铺设，对路旁林

带、边坡进行整修。对永宁寺—钟鼓楼路边林
带、公园门口及钟鼓楼前花园进行改造，种植景

观树木及各类花卉苗木 １２．６万株，改善公园环
境。完成公园监控设施，安装监控探头１５个，投
资３０万元。加强景区管理，落实各项安全、卫生
保洁、服务质量等管理制度，规范景区管理，整

顿公园秩序，加大青龙山公园环境整治力度，探
索公园管理办法和途径，为市民创造良好的休闲

全县义务植物
鱼鳞坑和树穴２２．８万个，完成冬灌１５００亩。

娱乐环境。

完成２０１８年生态绿化工程试点片和２０１８年 【项目资金】 ２０１９年，落实项目建设资金３５００
生态绿化项目西山片（仁寿山）水利工程合同完
工验收及工程决算工作、２０１８年生态绿化项目西
山片（仁寿山）生态绿化工程１－３标段年度完工

多万元。重点落实县城东西两山生态绿化工程建
设资金，积极协调争取２０１９年两山生态绿化工程

水利配套资金列入县财政预算，落实县财政生态

验收工作。经过验收，２０１８年上半年试点片造林 建设水利配套项目建设资金２１００万元。向省市县
成活率达到９５？？２０１８年下半年生态绿化项目西 林业部门汇报，争取省林业生态建设资金５００万
山片（１－３标段）造林成活率达到９０．４５？？根据
树木生长情况，适时做好灌溉工作，确保灌溉次

数达到５次以上，累计上水２０．９万平方米，灌溉
面积１．６３万亩次，灌溉覆盖面积达１００？？加强
病虫害防治和林木的补植补栽工作，确保林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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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市林业生态建设资金 ５００万元。协调落实青
龙山公园基础设施提升改造资金 ３００万元。争取
高效节水灌溉和灌区田间工程建设维修资金３０万
元，义务植树资金３０万元。

农业 水务
【水利管理】 深入灌区，指导开展好田间工程

众急难愁盼问题，并抓好整改落实。通过深入

管理运行，努力解决灌区群众灌溉中存在的困难
问题，落实灌区田间工程和高效节灌工程管护主
体，靠实管护责任。对２０１８年水毁工程城关镇满

系统开展自学和扎实开展集中学习研讨，引导

城村红沙川水塘和赛和林业有限公司水泵房设

施、蓄水池、输水管道进行维修，完成工程投资

３０万元。

党员牢记党的根本宗旨，爱岗敬业、履职尽
责，服务灌区群众，推动主题教育与建管处各

项工作深度融合，确保党员干部忠诚干净担
当，发挥表率作用，在县城东西两山生态绿化
建设和灌区建设管理工作中作表率、当先锋，
达到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

【脱贫攻坚】 利用春节全面走访贫困户，确保
＂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给每个贫困户送去慰问
品。组织帮扶干部进村入户，开展各项帮扶工
作。对脱贫的脱贫户，进行全面回头看，夯实稳
定脱贫基础。对照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反馈意

创业敢担当、为灌区群众服务解难题、清正廉

洁作表率的目标。
【党的建设】 认真落实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严
格执行党内政治生活制度，领导班子坚持民主集

见，认真梳理存在的突出问题，制定整改方案，

中制，采取民主决策机制、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

并按节点要求及时组织帮扶干部认真学习《习近
平扶贫论述摘编》等惠农政策，同时进村入户宣
传教育，完善＂一户一策＂帮扶工作。积极协调
市林业局争取苗木１４００株（４万元），完成村庄

度及请示报告制度，坚持＂三会一课＂、民主评
议党员、党员党性定期分析等制度。坚持处党委
会议、处务会议议事制度，对重大事项、干部选

绿化。发挥建管处帮扶领导小组办公室驻村工作

集体研究决定，保证会议议事的规范化、制度

队作用，做好驻村帮扶工作，２０１９年甘露池村脱

化，提高领导班子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通过

贫户顺利通过县上验收。

举办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栏、观看党风廉政教育电
教片、参观警示教育展览、召开党风廉政教育座
谈会等多种形式，开展了宣传教育活动。要求党
员干部在从严治党总体部署、制度建设、检查考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积极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按照全面把
握＂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
求，重点围绕建管处中心工作，着力推动解决县
城东西两山生态绿化建设管理、灌区建设发展突

拔任用严格按程序全部提交党委会议或处务会议

核、责任追究等方面履行好主体责任，为各项工

作开展提供坚强的作风和纪律保障，形成用制度

管人、按制度办事的管理体制机制，从源头上防

出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紧迫问题和灌区群众期盼 范不廉洁行为的发生。
问题等开展主题教育。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四中
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精
神，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认真查
找问题，深刻检视反思，着力解决改革发展稳
定突出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紧迫问题和灌区群

领导名录

党委书记、处长 杨学礼

副 处 长 张万科

何富祥

（陈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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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通信
《交通运输局

ｕＣ话｛

划完成３９７万元。截至１２月完成投资１．９亿元。
完成接转２０１８年项目Ｘ１３０秦川镇至马家坪
（永登段）１６．１６４公里路网改造工程，项目投资

【概况】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永登县人民政府设交 ７３１６．１６２６万元，于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０日建成通车；
通科，随着政府机构变更，交通工作先后由县工 坪城至中堡公路等改造工程，路线全长２１．７４１公
业交通局、县经济委员会等主管，２００２年工业和

里，工程总投资１０５６１．２７７５万元，完成投资５３００

交通机构分设，原永登县工业交通局更名为永登 万元，计划 ２０２０年 １０ 月建 成通车；投资
县交通局，专管交通。根据中共兰州市委办公 ２７７８．３３７４万元，完成树屏镇至徐家磨公路维修
厅、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永登县人 改造工程。路线全长２３．２１１公里，项目于２０１９年
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兰办发 〔２０１０〕
４７号）和中共永登县委办公室、永登县人民政府
办公室《关于印发永登县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

９月２５日建成通车；投资４２００万元，完成满城至
秦川公路修改造工程。路线全长３２公里（其中，

实施意见的通知》（县委办 〔２０１０〕４４号）精

目由Ｇ３４１线景泰至中川至永登一期工程项目办
代建，２０１９年 １１月，路面铺油工程已全部完

神，设立永登县交通运输局（简称交通局），为
县政府工作部门。现有核定编制９人，内部机构

设置为党委办、安全科、综合科、财务科、行政

甘家庄至满城２４公里、上川至秦川８公里）。项

成；完成河桥四渠桥危桥改造１座，项目投资

３９７万元。

审批科和办公室６个科室。
工作职责是道路运输行政管理，交通客货运

输管理，农村公路建设、养护和路政管理，汽车
站场管理，县城交通秩序整治，城乡公交一体化
改革等工作。全系统共４个单位，其中行政单位
１个，永登县交通运输局；事业单位２个，分别

是永登县公路服务中心、永登县交通运输综合行
政执法队；企业１个，永登公共交通服务有限公

司。全系统共有职工３９３人，其中在职职工２６４
人，离退休职工１２９人。交通局设党委，下设党

支部３个。
【基础设施建设】 ２０１９年，永登县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完成共５项，计划完成总投资２．５３亿
元。其中∶完成道路改造维修４项９３．１１６公里，

计划完成投资２．４９亿元；完成危桥改造１项，计

·２０６·

【为民兴办实事】 ２０１９年，永登县交通运输局
承担县政府为民兴办实事１件∶ 完成农村公路路
网改造工程４５公里。截至１０月底，完成农村公

路路网改造工程７１．３６公里，项目投资 １９５９４

万元。

【农村公路养护】 ２０１９年，完成农村公路养护
４９５条共２１１１．９４６公里（县道５条１４５．５６９公里，
乡道５条１１５．３９５公里，村道４８５条 １８５０．９８２公
里），重点养护线路１１条共１４７．１１１公里；投资
６８．９万元对庄浪河、大通河两河４６座桥梁进行日

常养护。其中∶ 投资２６．３万元对部分桥梁栏杆、
扶手、安全带及伸缩缝经行维修；投资４２．６万元
对进化庄浪河桥附属工程维修，９月１６日全部完
工；投资２０．７３万元，完成永窑路养殖场至红沟

交通 通信
公路、通大公路、通七公路、土石公路水毁路段

应急抢修。

【党的建设】 根据县委＂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工作安排部署，交通局全体干部职
工提高政治站位，扛起政治责任，以高度的政治

【路政管理】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

责任感，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树牢＂四个意

法》《甘肃省公路管理条例》和《公路安全保护
条例》，组织路政人员参加专业培训１４人次，出
动执法人员４５０人次，处理路面问题２９７．７８平方
米／１０起，处理划坏划伤路面问题６２０米／７起，处

识＂、坚定＂四个自信＂，对照＂守初心、担使
命、找差距、抓落实＂的要求，严于律己，艰苦
奋斗，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认真有序地
开展好主题教育。抓好经常性教育，以＂学习强
国＂＂甘肃党建＂等手机学习平台为载体，组织
干部职工每天深入系统学习。发挥主观能动性。
因人施教，精准施策，提高党员积极性、能动

理路基路肩问题４５．４８立方米／４起，处理公路用
地及建筑控制区案件７起，处理损坏公路标志及
公路安全设施案件２起，处理路政案件１起、收

缴赔偿费５０４７０元，案件查处率达１００？？案件结 性。全面深刻检视问题，结合调查研究，召开座
案率达 １００？？？交通执法队联合永登县交警部 谈会，发放征求意见表等形式，检视问题。力求
门开展联合执法，加大超限超载车辆和危害交通 整改落实到位，做到即知即改。在＂不忘初心、
安全的整治力度，综合运用行政、法律手段依法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结束前，组织开展生活会，

对永登县交通运输货运车辆进行全方位、多层面
执法，执法队采取上街宣传、路面突击检查与流
动巡查的方式，向车辆运输经营户发放《致全县
驾驶员的一封信》等资料３０００余份。路面检查各
种车辆５５０台，整治违法违章行为３５起，整治工

达到＂红脸、出汗、排毒、治病＂的良好效果。
推动全局上下树牢＂四个意识＂，强化担当意
识、转变工作作风、改善发展环境，确保省市县

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提

供有力的交通运输保障。

作取得实效。
【重点建设项目】 国道Ｇ３４１线白银至中川至
永登一期工程（中川至永登段）∶项目总长７５公
里，总投资１０．０４亿元，永登县境内长４３公里，

【脱贫攻坚】 全县１６个乡镇通上等级油路，畅
通率为１００？００个建制村通上水泥路（油
路），公路通畅率达１００？８８个建制村通公交
或班车，１２个建制村采取预约响应式开通，具备

计划投资５．７５亿元，主体工程全部完成，进行标

条件的行政村通车率达１００？？？登县２０户以上

志标线等安保收尾工程。

１２６１个自然村全部有可以通行农用机动三轮车的
道路，通达率１００？？？县具备条件的贫困村

景中高速公路建设项目∶ Ｇ１８１６景泰至中川
机场段高速公路，起点位于白银市景泰县城东，
途经兰州新区北、中川机场、兰州新区南，终点

接兰州至中川机场高速公路。线路全长１１９．７２公

（建制村）村委会或学校有与邻近的任一国、省
道或县、乡道等线路都有便捷相衔接的硬化路，

通村公路实现全覆盖，在省市脱贫攻坚考核验收

里，概算总投资７９．９３亿元，永登县境内长１６．３８ 中均被评定为满分，有效推动永登县精准扶贫、
公里，投资额１１．１０３亿元。
兰张铁路三四线∶永登县境内长４６公里，计

精准脱贫深入开展。

划总投资５４．５７亿元，建设兰张铁路三四线永登 【道路运输市场专项整治】 ２０１９年，出动稽查
段及永登西站，永登西站站地约３００亩，项目完
成初审。２０１９年完成项目批复和施工图设计及永
登县境内征迁工作，１２月底开工建设。
国道Ｇ３４１线永登段∶项目进行前期勘验、

论证、设计等工作。

车辆６００辆次，检查客运车辆１２００辆，查扣非法
营运车辆１３２辆，打击非法营运工作取得成效；
联合路政、交警在永登县城区开展打击货运车辆

超限超载专项整治，通过上路巡查和临时设点检
查的形式，对严重的超限运输行为及时向行业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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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登年鉴（２０２０）

督部门及时反映和沟通，重卸轻罚，勤上路，抓
【 春运、平安春运的目标。

源头，配合牵头部门做好超限超载工作，全力加
强源头监管，杜绝超限超载车辆上路行驶，检查

货运车辆４００辆，暂扣７辆，查扣《道路运输
证》１９本；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县关于在道路运输

行业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相关要求，利用
＂宣传周＂＂宣传日＂活动，通过宣传车、宣传资

【交通运输保障】实现货运量１１８０．５６万吨，
货运周转量２５８７９９．５６万吨公里，分别完成年计
划的１００．２？１０２？？同比增长１．０５？１．１％；
实现客运量６６７万人，客运周转量２７２２８万人公
里，分别完成年计划的１００．１？１０２．３？？同比
增长 ０．９１？０．４４？？？路货运经营业户５４９４

料等告知群众乘坐＂黑车＂的危害性及乘坐正规
出租车的基本常识，发动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打 户、营运车辆６３０１辆（其中４．５吨以下普货车辆
非治违、扫黑除恶＂行动；采取打时间差、不定 ３７３６辆）、危货运输企业５户、营运车辆３７６辆；
时双倒班稽查等办法，深入非法营运车辆经常出
没的地方，对未取得营运证、从业资格及无出租

维修业户１０１户，其中，一类维修业户２户，二
类１３户，三类８６户；驾驶员培训学校１４户。

车经营许可证的非法营运车辆一律严查重罚。

按照＂系统考核＋纸质考核＂的＂双轨制＂
全新考核方式对永登县境内注册从事道路运输生

【城乡公交一体化】 根据国务院、交通运输部

产经营活动的各道路运输企业进行考核，完成对

和省、市人民政府关于城乡公交一体化发展规划
的相关法律规定和政策精神，为贯彻落实公交优

辖区５家危货企业、２８家普货企业、２家一类维
修企业、３家客运企业的＂双轨制＂初评考核及

先发展战略，全面加快新能源汽车在永登县公共

１４家二类维修企业、６９家三类维修企业、１４家

交通领域的推广应用，推动永登城乡公交一体化 普货企业（车辆在５辆以上）的纸质考核；培训
发展，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６日县政府与兰州交通发展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永登

城乡公交一体化工作正式启动。根据协议精神，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９日注册成立＂永登公共交通服务有

从业人员６期共４２０人，完成继续教育 １１期共
６２７人，对从业人员进行诚信考核９０００余人，从
业人员诚信管理达到９８？？上；年审普货车辆
１５３２辆、危货车辆３１６辆、客运班车７０辆、出租

限公司＂，企业性质为国有企业。建成永登城市 车３２６辆。
公交枢纽站和城际城乡公交枢纽站２个场站，共
有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８６台，公交线路六条。其 【机构改革】 根据《中共永登县委办公室、永
中∶ 城市公交３６台，公交线路四条，城际公交 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永登县机构改革方
５０台，公交线路２条。
案的通知》（永办发〔２０１９〕１８号）文件∶深化
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整合组建市场监管、生态环
【春运工作】 ２０１９年，春运自１月２１日开始至 境保护、文化市场、交通运输、农业等５个领域
３月１日结束，共计４０天。为切实做好永登县 综合执法队伍，实行＂局队合一＂体制，强化县
２０１９年春运工作，确保永登县广大人民群众过上 级主管部门行政执法职能的有关规定，永登县交
一个安全、祥和、喜庆的新春佳节，交通局按照 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于２０１９年４月１日正式挂
＂安全、有序、优质、畅通＂的总体要求，坚持 牌。根据永登县机构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
＂以人为本、安全为先、科学组织、优质服务＂ 永登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人员名单的报告
的原则，切实加强对永登县春运工作的组织和协 的批复》，永登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定编

调，确保做到领导到位、组织到位、措施到位、 人员，从永登县公路服务中心转隶９人，从永登
服务到位、保障到位，春运期间共投放运力６２３１
辆，投入加班车２４辆，完成客运量２１．３３万人，

未发生一起旅客投诉和旅客滞留现象，实现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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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运管所转隶２７人（核定编制２７人，实有人员

２３人，空编４人），从永登路政执法管理所转隶
１０人，共有４２人，科级建制，领导职数为一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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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副共３名。

未发生铁路交通事故、未触碰安全红线。

领导名录

【职工生活】 车站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严
格落实带薪休假规定，积极组织体检。为丰富职
工业余生活，车站积极组织开展各类活动，实施
幸福餐桌计划，改善伙食，让职工吃得饱，吃得
好，吃得安全放心。改善住宿环境，修建浴室，

党委书记、局长 王成武

副 局 长

梁国庆

王延恒
薛天理

（苗黎明） 让职工舒舒服服上下班。

灭车钻
【概况】 永登车站建于１９５３年，位于甘肃省兰

领导名录
站 长 王文银（９月任）

支部书记 史永锋（９ 月任）

州市永登县城关镇境内，本站中心里程位于兰新
线自兰州西站起１０２千米，隶属兰州铁路局兰州

（姬海彬）

登联通公司》

车务段管辖。车站技术性质为中间站，业务性质
为营业站，车站等级为三等站。主要办理列车会
让、越行及客、货运业务，担当货场、专用线取

【概况】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兰州市分

送作业等业务。

公司永登县分公司（简称永登联通公司）是中国
联通兰州市分公司在永登县的分支机构，２００２年

【基础设施】永登车站内共有５股股道。其

５月成立。永登联通公司下设县城网格、庄浪河

中，ＩⅡ、３、４股道为办理旅客乘降业务的股道；
Ｉ、Ⅱ股道为正线。车站有行车室、售票室、候车

网格２个网格营销中心，营业网点１２０余个。公
司有员工４０人，平均年龄３０岁，大专及以上学

室，旅客通道、职工宿舍、办公楼等。

历的专业人员占员工总数８５？？

【运输安全】 开展＂查问题、灭隐患、保安全
专项活动＂、＂防风险、保平安、迎大庆＂安消防
安全专项活动、＂严管理、转作风、防错办、防
溜逸，确保车务系统安全稳定＂专项活动、全生
产大检查等各类专项整治活动，解决影响安全生
产的突出问题，转变干部作风，强化职工＂两

【服务宗旨】 永登联通公司主要负责永登县域

纪＂。安全预警和事先防范，严格事故分析及责

迅速。

内联通通信网络发展、工程建设、网络运营、业

务经营等任务。分公司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精心
打造优质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优质周到的服
务。自分公司成立以来，分公司狠抓基础建设，

致力于新技术、新业务的推广，各项业务发展

任追究。全年安全装车３２．７万吨，卸车１１．６万

吨，日均接发列车２２１趟。负责 ６３８物资处、

【市场运行】 永登联通公司聚焦市场发展，实

６７２６中石油、永登货场装卸车取送业务。办理旅

施营销管理改革。压缩管理层级，深化县分公司

客乘降业务的列车有∶Ｋ９６６７／８（敦煌—兰州）、

的网格化营销，经营策略直接落地到区域网格营

Ｋ３６８（西安—敦煌）、Ｚ６２０７／８（张掖—兰州）、

销中心，刚性匹配区域营销资源，实现＂责权

Ｋ９６５３／４（武威—兰州）、Ｋ９６６５／６（武威—兰

利＂统一，信息对称，减少损耗，提高执行力。
建设一支团结高效、充满活力的营销队伍。２０１９

州）、Ｚ６２０１／２（武威—兰州）、Ｋ６６５５／６（张掖—
兰州）、７５０５／６（武威南—兰州）、Ｋ６８０次（西安

年永登联通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比上年增长１２？？

—乌鲁木齐），全年安全发送旅客１７．８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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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建设】 建设通信基站２８７个。其中，３Ｇ

到社会各界的公认。永登移动始终秉承＂正德厚

基站２８８个，主要覆盖八宝川、庄浪川所有行政 生，臻于至善＂的企业核心价值观，以积极的姿
村及附近的自然村，３Ｇ网络速率最高达到４２Ｍ； 态，不断总结经验，紧贴群众需求，服务经济发
４Ｇ基站３１６个，主要覆盖永登县城及各乡镇、行 展，为塑造优秀企业形象和推动地区经济建设做
政村和高速、国道、铁路等交通要道，４Ｇ网络 出不懈努力。
速率最高达到１５０Ｍ。中国联通无线网信号已经
覆盖到县域内每个行政村及乡道、高速、国道、 【网络建设】有线宽带建设方面∶ ２０１９年，完
铁路等交通要道，实现无缝隙网络覆盖。６月６ 成１７４个行政村有线宽带接入，增加１００００多条
日，工信部向中国联通发放５Ｇ商用牌照在县城 宽带接口。移动有线宽带在全县行政村覆盖率达
中心开通５Ｇ 网格。完成ＬＴＥ一、二、三期基站 到９８？？自然村覆盖率达到９２？？接入速率均满
共１５４处４Ｇ。其中诺基亚 ３Ｇ升４Ｇ５７处，华为 足三百兆接入；无线建设方面∶ 延续２０１８年２Ｇ
ＵＬ９００安装９７处有效解决用户投诉热点区域和激 换型工作，完成２Ｇ网络的换型工作，将部分２Ｇ
增区域。尤其是对通远乡民乐乡完成 ４Ｇ升级 站点开通ＦＤＤ网络，改善拓展４Ｇ网络的深度覆

后，用户感知度明显提高。继续对 ３１２国道沿线 盖，使部分无４Ｇ区域得有改善。配合市场政企
乡镇进行深度覆盖，在重点区域满城部队、柳树
部队安装４Ｔ４Ｒ基站２处，扩容１２个，有效解决

协同发展，加强对小型厂矿企业的核实覆盖，提

部队用户的热点投诉。

照优化覆盖党政军的思路，新建 １６个５Ｇ基站，

升网络覆盖率及业务的发展；５Ｇ建设方面∶ 按

完成１３个乡镇府所在地的覆盖，逐步对县城进行

领导名录

连续覆盖，同时完成吐鲁沟国家森林公园、苦水

总经理
里刘亮

（火梅彩）

永登移动公司
【概况】永登县公司于１９９９年正式挂牌运营，
隶属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甘肃有限公司兰州分公
司。公司主要经营移动通信语音业务、数据业务以
及基于移动网的各项增值业务。公司下设综合部、
业务运营部、政企客户中心、建设维护部４个职能

猪驮山景区、红城智慧乡镇５Ｇ网络覆盖。

【市场运行】 加强基础管理，强化服务网点建

设，乡镇主街道建设专营店１００家，行政村服务
网点１００？？盖，加强服务培训，极大的方便客
户通信需求。积极开展进村营销和上门服务，实
施面对面服务，满足农村客户信息需要。积极开
展＂总经理接待日＂活动，解决一线客户诉求，

全年开展３６场＂总经理接待日＂，不断提升服务

中心。现有员工７７人，其中，党员１６名。

水平。积极承担企业责任，响应国家提速降费举
措，落实市县政府精神文明建设要求，全力推进
宽带覆盖，总体覆盖率达 ９８？？在全市处于领

【企业建设】 多年来，永登移动开拓创新，智

先。大力推动农村信息化建设，提高惠农政策落
实和农民安防支撑，极大地拓宽农民应用科技致

部门，１１个片区营销服务中心及３个社区营销服务

慧经营，加快发展，企业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公
司已建成了一个覆盖范围广、通信质量高、业务

富的途径，为农村全面信息化发展做出贡献。针

品种丰富、服务水平一流的移动通信网络。尤其

管理、生产控制和营销服务等多方面开展信息化
建设，量身打造信息化解决方案，通过信息化手

是当前移动互联网时代，公司充分发挥自身优
势，积极把握技术演进，大胆探索新领域，实践
新模式，为广大用户创造＂无处不在、无所不
能＂的信息生活体验，依靠良好的信誉和服务得

·２１０·

对集团行业客户的不同需求，从基础通信、办公

段不断改进生产方式，切实提高政府及集团单位

的综合实力，信息化收入增幅１０．８２？？

支通 通信
【服务理念】永登移动本着＂追求客户满意服

宽带业务 ５２３３户，对家庭渗透率达５７．６９？？发

务＂的经营宗旨，为客户提供优质的通信业务，
细致、体贴和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以客户为

展电视业务４５２０户，装机电视用户对家庭渗透率
达６１．７４？？？企聚焦＂五大行动＂，新型业务持

根，服务为本，没有客户的满意就没有企业的发

续突破∶ 签约并实施完成＂公安禁毒宣传平台＂

展前途。从客户需求出发，持续保持客户满意度
达到行业最高水平。通过追求卓越的服务来提高
企业的境界，塑造企业成功的典范。服务是企业

＂公安宗教场所视频监控＂＂环保局视频监控＂

的根本任务。以服务创造价值既是永登移动的经

物联网＂等新兴业务，＂青龙山视频监控＂＂教育
局视频监控及一键报警＂项目实施当中。

济哲学，也是企业坚定不移的价值信念。公司要
求员工要具备服务客户、服务企业、服务社会以
及相互服务的能力，更好地为社会做出贡献。

【服务社会】 公司积极组织开展＂慰问孤寡老

＂公安局卡扣电路三期＂＂永登回民小学教室视频

监控＂＂西铁中小学教室视频监控＂＂德鑫养殖场

【党的建设】 坚持＂三会一课＂制度和集中学
习与自学相结合，把＂学习强国＂作为＂两学一
做＂常态化制度化的主要抓手，坚持支委委员、
党小组长带头自学；扎实组织开展＂不忘初心、

人，传递爱心正能量＂活动，走访永登县社会福
利院看望孤寡老人，并为孤寡老人送去慰问品，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要求全体党员加强学习、

为老人们住房安装机顶盒置物架，每间住房进行

提高站位，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支部

网络电视调测，为每位老人耐心讲解使用流程，
提高移动网络质量，提升移动服务，展现党员奉

标准化建设做好党建工作；明确责任，全面落实

党建、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责任和重点工作内

献自我，服务社会的精神风貌，继承和弘扬＂爱 容，各党小组组长作为党员责任区负责人，在负
老、敬老、助老＂的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营 责调动责任区党员、员工积极性、激发活力的同
造关爱孤寡老人的浓厚社会氛围，助力全国文明

时，抓好党员责任区内的各项工作；持续开展

城市创建。

＂比学赶帮超＂活动、＂党建翼联＂主题实践活动

及帮扶活动，充分发挥全体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脱贫攻坚】 ２０１９年，公司主要领导牵头，先
后６次对胡家坝１２户贫困户进行入户慰问，送去

慰问品和慰问金，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良好的

基础。

【平台拓展】 以电子校徽、视频监控为抓手，
带动业务发展。细化销售组织，深耕重点市场。
以应用为抓手创新卖点吸引用户；战前准备充

分，精准筛选异网客户资料确保邀约客户质量；

领导名录

邀约关键人提高用户信任度；反复演练会销流

经 理 马永宏

副总经理

杨新颖

李举庆

（９月免）

程，炒热会场气氛，适度逼单、眼快手快，尽可

（９月任）

能缩短用户考虑时间；抓住返销关键阶段，预约
上门比算查降改，借用国家政策打消用户疑虑，

（李 华）ｉ
高调装机雷厉风行，借用摄像头应用增强用户黏

泳登电信公司
【工作成效】 市场份额持续提升∶ ２０１９年，移
动用户累计过网份额达３３．２？？较１８年底增长
０．６６个百分点；用户规模持续扩大∶全年发展移
动业务１５１５１户，对人口渗透率达１９．８８？？发展

性，走访左邻右舍，带动从众用户。细分市场，
加快智慧家庭业务发展。细分市场，针对老人、
小孩、农户产业看护、商铺动态监控等５大场场

景，聚焦天翼看家业务并带动其他智能应用迅速
起量；领导班子高度重视智慧家庭业务发展，中
层领导与客户销售服务部组成五个督导组分片包

区，多次下一线对支局长、网格经理、营维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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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营业员进行培推赋能；要求各支局将订货会智

慧家庭设备的任务量，细分至网格和装维人员，
形成人人有目标、人人会营销的＂比、学、赶、
帮、超＂的良好氛围，加速智家业务发展；辖区
内树立智家标杆户，通过树立标杆带动效果明
显。抓好执行管理，提高工作效率。要求领导班
子、党员干部带头执行、带头落实＂三限六定＂
工作作风，促使各承包单元、各部门加快工作节

工程；完成连铝支局、树屏支局等上报端口扩容

１７０处。

日常维护工作∶ 加强日常基础资料管理，制
定并执行各项维护作业计划，建设考核体系，遵

守维护操作规程，有效地保证网络的正常运行；
定期对各模块点机房进行巡检，根据公司机房整
治等重点工作，完成整治武胜驿、中堡、柳树、
大同、苦水、县局等１２个机房整治工作，将设备

奏，重点工作按确定时间完成；全员要持续发扬 故障消除在萌芽状态，保障设备安全正常运行；
苦干实干加油干精神；通过树立先进典型、帮扶 按照公司＂当日装、当日修、慢必赔＂的工作要
落后单元等方式，营造＂比学赶帮超＂的发展环 求及服务理念维护和预约装机服务，２０１９年装查
目标。以目标为导向、考核为手段、过程管控为

重要指标用户重复申告率有２０１８年底≤８？？降
到了≤６？？？众政企障碍查修由２０１８年１２小时

保障，推动各项工作有序落实。

缩短到８小时；政企专线障碍缩短到了３～４小时

境；强化督导执行，提高执行效率；重落实、抓

【业务完成情况】 截至１１月底，从承包单元来
看，城市板块三个支局整体累计负增长，农村板
块１个支局、政企行业３个承包单元累计同比负
增长。从收入完成情况来看∶３个区域营销中心
均未完成累计预算进度，且红城、武胜驿中心排
名公司靠后；从重点业务发展情况来看∶三项基

完成，同期相比较大提升，宽带、固话查修及时
率达到公司指标要求；加强现场维护分部、装维
分部的支撑能力，主动靠前支撑，人人有指标、

有责任、有考核，各班组相互团结协作。加强线

路的日常维护工作，确保线路质量稳定，每天对
障碍查修进行汇总通报，并安排专人对障碍查修
进度进行管控和督促，保证障碍查修的及时性；

根据公司翼网铸剑行动，完成综合化现场维护的
移动宽带发展排名均靠后，电视业务武胜驿营销 人员及岗位职责划分，按照＂三限六定＂完成市
中心均排名倒一；三项基础业务净增目标来看∶ 公司县分公司的各项维护及服务支撑工作。
础业务发展３个营销中心均未完成预算进度，且

仅连铝中心完成移动业务净增预算进度，三个中

心均未完成宽带、电视业务净增进度。

工程建设方面∶ ４Ｇ建设和 ５Ｇ建设。２０１９

年，新建和优化４Ｇ基站３５个，分公司辖区内站

点累计共３８０个，移动网络用户感知明显提升，
【维护工程】 对前端的支撑∶根据政企业务发 个别区域移动网络覆盖优于友商；光网建设。辖
展需求，完成永登环保局等１２１个政企专线；完

区内２００个行政村端口利用率６８．５３？？覆盖行政

成永登派出所公安卡口、全球眼、宗教场所、青

村１８９个；资源融智工作。根据２０１９年兰州分公

龙山环境安全监测等１９３条工程项目；完成兰州 司＂翼网铸剑＂暨双提升活动＂资源融智＂板块
银行、人保公司、公安局等重要客户中心点同路 资源标签数码化（Ｓ５．２．８）专项工作任务要求，

由隐患整治１０个；完成永登法院以及下属四个点 完成了源设备 ＯＤＦ、ＩＰＲＡＮ设备、传输设备、
位的法院云平台ＭＳＴＰ＋专网升级改造；完成支局

ＢＢＵ、ＯＬＴ等设备共４２９８台数码化标签粘贴，粘

及前端部门通过口袋助理提出的１１２３件协调和宽 贴率达到１００％；
带业务发展支撑工作（包括农民建房、修建公路
等４２６处移杆、线路升高、改道工作）； 完成上川 【基础服务及用户投诉】 响应公司客户服务部
苗联、树屏大田园一期、三期、招远、清水、铁

相关要求，对卖场、支局厅、网格厅、渠道代理

合金安置楼和单身楼、八中光纤进班、柳树初级

点店的基础服务定期检查、督导和安排整改，对
存在的服务问题通过下发案例、集中培训等形式

中学、粮食局等等２０个农村支局的光网扶贫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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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整改，有力提高客户服务感知；用户投诉解

收入完成进度 １０３．３３？？大 同网完成进度

决时间有效缩短，１００００号投诉在２小时内预处
理完成，下派电子流投诉进行实时跟踪，添加处
理管控信息，做到每一件投诉有跟踪、有落实、
有闭环；开展＂政企客户服务质量提升＂＂装维
服务质量提升＂＂越级申投诉压降＂等活动，达
到预期提升效果，工信部投诉较２０１８年下降７

８１．９８？？民主街网点完成进度７９．９８？？金融资
产完成７５９０万元，其中余额２３９０万元，保险新
增６２０７万元，理财保有量下滑１９７２万元，开卡
８９１６张；手机银行７２１１户；布放有效ＰＯＳ累计
１１２台；微邮付累计开通１１４９户；第三方微信支
付累计绑定９３７４户；云闪付绑卡活跃数１６１８户。

件，集团投诉下降２１件，服务态度投诉得到明显
改观；开展＂守初心、担使命全员服务在行动＂ 【寄递业务】 寄递业务收入完成１４８．１８万元，
服务活动，通过总经理讲服务、中层领导服务体 完成年计划任务指标的８５．６５？？较上年同期下降
验、全员服务大讨论、一线培训学习等工作，形 ０．９４？？其中，标快完成４１．８８万，收入同比
２５．０９？？？递包裹完成 １０６．３ 万，收入同比
成全员服务的氛围，提升客户感知。
０．０１？？？包完成 １３．５６万元，收入同比增长

领导名录
里 尤效兵（７月任）
总 经 理

２９．６３？？为发展寄递业务，分公司将土特产寄递

徐 磊（１月任）

工作。分公司累计出口邮件１３３４７５件，同比下降

作为常态化工作抓手，以家乡土特产寄递模式作
为开拓市场的重要手段，加大土特产的宣传推广

副总经理 肖清荣

（施多新）

永登邮政公司》

０．１２？？其中，快递（标快、快包）邮件１２８４５６
件，同比增幅１８．３６？？？包邮件５０１９件，同比

增幅３２．９５？？

【概况】 永登县邮政分公司隶属于中国邮政集 【集邮与文化传媒业务】 集邮与文化业务完成
团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从原有的永登县邮政 ２３２．５１万元，完成计划的１２５？？较上年同期增
局公司改制而来，属于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

长１２．４？？增长绝对值４５．５１万元。

资）企业，经营邮政基础业务，２００８年与邮储银

行业务分离，先邮政分公司也经营金融业务和普
遍服务，至此贷款业务全部规划县邮政储蓄银行
经营，目前永登县邮政分公司开办国家市场监管

【渠道平台业务】 渠道平台业务完成收入９４万
元，完成计划的１０１？？其中，分销业务酒水销
售２６．１１万元；月饼销售１３．４１万元；粽子销售额

部门允许的各项业务，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５日改制为有

２．３２万元；樱桃线上、线下共计销售２１０箱；电

限公司，隶属于市邮政分公司直管，为正科级单
位，班子成员建制一正一副，属国有独资企业，

商业务∶ 办理车险１２０笔，实现收入１．９７万元；
简易险１１２４单，实现收入２２７６２．８元；销售航票

人员编制１５４名。

３０张，实现收入２３９．６２元；代收电费１５４万元，
实现收入１．１５万元；代收话费２０．１４万，实现收

【经营指标】 ２０１９年，全公司共实现收入
２５３０．２６万元，完成市公司下达计划的９６．０３？？

入１３４０．０４元；国税发票 １５５３５笔，代征税款
５２７．４９万元，实现收入１５６７７４．８４元；开通邮乐
小店３４３个，员工开通邮乐小店２０个；代购业务

增长绝对值７５万元。

１０５ 笔，代购金额４３０４元。
【代理金融业务】代理金融收入完成１９８９．４万

元，完成计划进度是９５．７１？？较上年同期增长 【业务采用措施和做法】 基础管理。加强网点
９．１２？？增长绝对值１８７．６４万元。桥头网点金融

厅堂６Ｓ管理，使网点管理规范化。公司定期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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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点监控，加强管控，努力营造良好环境，树立

楼扫街业务宣传。强调人人参与揽收的重要性，

邮政新形象，提升竞争实力；客群建立。策划开

在日常工作中突出以投促揽的工作习惯养成，形
成散户常态市场的持续拓展良性局面。主抓家乡
土特产散户寄递。公司将土特产寄递作为常态化
工作抓手，以家乡土特产寄递模式作为开拓市场
的重要手段，加大土特产的宣传推广工作。重点
开展以＂家的味道－请寄给远方的亲人＂为主
题，抓住给在外地求学子女、定居外地的亲朋好

展绿卡村、重点潜力村等活动，从基础客群抓
起，举行大型活动、入户走访，为扩大基础客群
开展大型活动２１１场。建立绿卡村２０个，开卡
２５８８张；服务礼仪。狠抓网点服务水平，提升客

户满意度，实施挖转工作，提升资产。做好服务
礼仪抽查管控，开展服务礼仪网上公开投票比

赛，拉近客户间关系。总投票３０９７４票，参与投 友邮寄本地特产的心理，将邮寄土特产作为开展
票人数６８２４人，提升影响力；形象提升。加强和 寄递工作的重点抓手。印制宣传单１００００张、投
政府部门的沟通联系，主动融入地方政府。联合

各基层民间组织开展大型广场舞大赛，参赛队伍
２５支，收集客户信息３５２人，提高邮政品牌影响

递车贴１００条，宣传邮政上门取件和国内快递包
裹宣传资费，结合微信朋友圈链接进行广泛宣

传，对家乡特产的寄递资费、时限，且上门取件
力；全力以赴完成跨赛指标。四季度跨赛以来县 和免费提供包装服务，迅速占领县域市场。围绕
域经济发展不景气，加上棚户区改造搬迁等因
素，客户资金多用于新区、兰州购房，导致余额

持续下滑，加之一些异常取款影响员工士气，导

务工人员信息表，建立建档有效客户群３２户，一
对一地向客户进行宣传和朋友圈积极推介，再将
土特产揽收和务工下乡宣传金融知识有机结合，

致工作被动。公司及时调整思路，由盯结果变为 开展农村入户推广、金融知识下乡活动等由金融

盯过程。自１０月２１日起要求网点每周外拓不少 工作人员协助现场推广寄递业务。对家乡土特产
于５次，大型活动每周至少开展１场，厅堂微沙 散户寄递进行每日业绩通报。做到土特产收入日
不少于３场，通过３周的实施，初见成效。为尽
快扭转被动局面，层层传导压力，从１１月１４日

管控。落实网点每日督导人员，对家乡土特产寄

点督导的模式实行管控，对发展稳定的网点实行

乡土特产寄递散户１１７４５件，揽收金额２９．８６万
元。紧盯电商退换货散户宣传。公司因地制宜，
重点关注持续增量的网购退换货市场，特别是紧
盯＂６１８年中大促＂、＂９１９邮政电商节＂、＂双１１

递进行走访和排摸。评比家乡土特产晒单王，对
开始对后进单位加强重点管控，以常规督导＋重 先进经验进行积极复制粘贴和宣传推广。全年家

常规督导，公司盯结果并做好支撑。对发展困难
的网点及每周资产排名后三网点实行重点督导，
通过盯细节和过程等确保完成目标。
开门红保险预约。早安排、早部署预约２０２０
年＂开门红＂保险预约工作，利用线上线下宣
传、电话邀约、上门走访等加大邀约量，为来年
打下夯实的基础。截至１２月２０日预约保险４２００

光棍节＂等进口邮件高峰，利用＂电商退换货＂
政策，针对性地开展散户退换货揽收。从＂以投
促揽＂的角度，培训揽投员在投递时养成＂多说

一句话＂，宣传邮政退换货价格优势，改变客户

＂民营快递更优惠＂的惯性思维。从响应客户取
代理金融业务∶建立基础资料。走村串户、 件速度方面进行强化，持续引导揽投员树立揽收

万元，其中期缴１８００万元。

排摸商户，收集详细完善的客户信息，及时录入

云平台，提高客户属性，客户属性从年初２３？？
升到５６．３５？？？用好云平台每天筛选出价值客户

进行维护，为后期维护做好铺垫。

第一的观念，引导其积极营销退换货。截至１１月
底，退换货揽收１８９５件，收入１．７６万元；加强营

揽投营销队伍建设。散户揽收是体现寄递企业末
端支撑能力优劣的最佳体现，公司高度重视营揽

包裹寄递业务∶动态调整优化揽投网。分公

投人员的能力提升，通过每周例会进行优秀营销

司严控人均投递量，动态调整业务量，保证全体

案例经验分享，加快复制先进个人的成功营销案

人员在结束日常投递工作后有充足的时间开展清

例，增强员工的个人营销能力。制定散户开发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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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激励政策，对揽收业绩表现突出的优秀个人在

全局范围通报表彰奖励，并组织优秀营揽投人员
在各网点召开散户市场营销开发座谈会，对工作
中的先进经验进行共享交流，并针对目前发展瓶

颈问题提出宝贵意见。每月根据散户收入完成情
况，及时组织邮务部、投递队长、所主任参加经
营分析会，针对在业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时研

究、讨论，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队伍建设】 建章立制，狠抓落实，规范管
理，明确岗位职责，强化服务管理，防范经营风
险。对管理人员、网点负责人进行责任划分，加
强监督检查，使网点负责人对本单位的管理工
作、业务发展做到心中有数，服务质量有人管、

天天管，要求各级管理人员严格按制度办事，抓
重点部位、重点环节、重点人员、重点时期，做
到了责任到位、监督检查到位、整改落实到位、

集邮与文化传媒业务∶ 集邮业务。围绕＂建
平台、搞活动、抓重点、压库存＂发展思路，坚

教育处罚到位，杜绝操作风险、规避道德风险、

持邮票展销活动常态化、多样化，拓展重点市

后发现严肃处理转为事前预防，对于检查人员发

场，推进集邮进企业、进校园、进社区、进机
关。新邮预订提前收集老客户资料，积极挖掘新
客户，以个性化服务促进集邮业务稳步发展。通
过集邮展销会，建立集邮协会，对新邮品及时推
介，２０１９年举办３１次集邮品鉴会，邀约客户８００
人次，销售邮品１２．８万元；函件业务。深挖市场
潜力，大力发展函件业务，实行项目联动，抓住
年关送礼活动，结合集邮品鉴会，拓展函件产品
市场，对钱币册等产品进行重点营销。对新媒体

现的问题，及时严肃处理，主管领导承担连带责

防范外来风险；加大日常检查、考核力度，将事

任。加强员工日常教育和培训，不断减少有理由
投诉，提升服务水平；规范基层网点报账程序，

实行事前审批制度，统一报账，规范财务日常管
理；在业务讨论微信群，管理人员牵头，实行网
点轮值制度，对近期业务发展中的亮点和存在问

题进行全面总结，相互借鉴、相互学习，营造良

好的交流氛围。在职工岗位技术培训上，本着
＂加大力度、突出重点、严格考核、注重实效＂

广告结合形象年册对宣传部、房产开发商、婚庆

的培训方针，先后对１５７名人员进行相关的岗位

进行重点推广。开发新区晴忘川邮资明封、片，
实现收入７５００元。

培训和考试，合格率达９０？？上，保障职工教育

学习力度。

报刊业务∶ 完成破续订３３．２８万元，落实市
公司下达目标，完成报刊款欠费清缴工作，做好

【党建工作】 召开党建、纪检专题工作会议，

２０１９年报刊大收订工作，从９月份开始，利用横
幅、ＬＥＤ进行宣传，提前走访学校、幼儿园、企
事业单位，做好２０１９年报刊大收订的启动工作。

与扶贫办、教育局合作收订幼儿画报４００份，实

现流转额 １４．４万元。
渠道平台业务分销业务∶做大做强节庆项目

等营销工作，蔬菜箱、月饼等项目营销成效显

安排全年党建、纪检监察工作，将党建与经营业
务发展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来抓，讨论制定公司

党支部全年重点工作。２０１９年，支部始终把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以及习近平重要思想作为思想建
设的主要任务来抓，支部成员严格遵守学习制
度，做到集中学习与分散学习相结合，交流心得
和实际行动相结合。在制度落实上，做到不准无

著。紧盯酒水等销售不放松，日常分销产品销售 故缺席，有事请假，事后补课。组织全体党员、

稳定。
电商业务∶ 从７月份新系统上线开始全县所
有国税网点收入均呈现正增长，大力拓展双代业
务发展，相较于去年同期提升２５１１．１７？？每日对
简易险进行督导，相较去年同期提升４７３１１？？

列于市分公司前列。

干部按照要求、结合实际，有方法、有效率地对
《党章》进行系统的学习，并在岗位中开展＂向
我看齐、从我做起＂模范带头活动。对职工班组
的学习，支部严格按照上级党委、党办以及机关
工委下发的辅导材料和学习要点，认真落实支部
书记抓政治理论、各相关部室抓业务技术，积极

组织职工学习理论、安全和技术知识，做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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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内容、效果三落实，有效地促进了职工队伍

气进行改造维修。对大同宿舍、地坪和大门进行

整体素质的提高。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充分发挥
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团结带领广大党员、干

维修。公司党支部十分重视对群团工作的支持和
领导，在强化＂维护＂职能的前提下，认真组织

部和职工同心同德、开拓进取，促进各项工作的

论知识丰富的员工参加公司＂岗位练兵，技术比

职工学习贯彻群团文件，选出一批业务技能和理

．顺利完成。

武＂等为内容的竞赛活动。

【丰富职工生活】 制作企业文化宣传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牌、党的十九大宣传栏，全
面、逐网点进行宣贯，使员工熟悉邮政企业文化
内涵精神。开展＂心系一线，关爱职工活动＂，

【安全生产】 时刻树立安全防范意识，加强安
全生产管理，强化金库、送钞车的安全管理，严
格落实一把手责任制，高度重视邮件运输、邮件
处理安全，严格按照省、市公司安排开展的各类

畅通职工诉求渠道，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酷暑

专项检查整治活动，提高邮件、资金、车辆和信

为生产一线职工送清凉３２０人次，＂双十一＂邮件
高峰期，主管领导全程参与指挥调度，全力以赴
做好旺季生产支撑。组织职工参加市公司第五届
职工运动会，组织分公司女职工参加＂书香三
八、读书活动＂，开展＂双十一·劳动者最美＂
摄影作品大赛项目，开展＂情暖金秋、欢度重

息安全管理水平。年初与每个单位签订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责任书、消防安全责任书、资金安全责
任书，制定以应急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每月对
资金安全、邮件安全进行全面检查，晚间对金库
值守进行突击抽查，每月对车辆驾驶人员进行一

次安全教育、时刻保持安全工作警钟长鸣。

阳＂系列活动，请部分退休老职工召开座谈会，
参观营业网点和职工食堂，畅谈永登邮政发展历
史及前景，为公司发展提出好建议。对县局机要
室中川、中堡、连城所进行装修改造，对红城、

坪城所的房顶漏水进行处理，对电厂、中堡所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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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万元。项目完成实施方案的编制、施工图设计及
审查、程量清单编制等前期工作。项目于２０１８年

１０月２５日进行公开招标，中标价２３２．６３万元，
【概况】永登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２０１９ 于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５日开工建设，２０１９年底竣工；
年３月机构改革更名为永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以下简称住建局），与永登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

局、永登县人民防空办公室合署办公（以上２家
单位为挂牌机构），机关行政编制１５名，事业编

永登县域公共厕所建设项目，土地经营中心和乡
镇协调同意建设龙泉高速出口、武胜驿高速出口
及永登高速出口公厕。龙泉高速出口公厕基础完
成开挖、武胜驿高速出口公厕正在处于开挖阶

制７名，工勤人员编制４名。永登县住建局承担 段，永登高速路口公厕由于天气因素计划于２０２０
城乡建设管理、城市综合执法管理、人民防空管
理、房产管理、建筑市场管理、工程质量监督、

年４月开工建设。

县热力公司、永登县建筑市场服务中心、永登县
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永登县墙体材料革新建筑
节能服务中心、永登县污水处理厂、永登县市政
环境卫生服务中心７家科级建制事业单位和永登
县城建开发公司、永登县市政公司、永登县建筑

色防滑砖人行道 １８０７米、铺设甲型路缘石 ６６

重点建设项目 １０项∶
园林绿化、市政环卫、墙体材料革新、污水处理
永登县城南新区支路道路新建工程。建设内
等职责。单位下设永登县园林绿化管理所、永登 容为铺设沥青砼路面２９３２平方米、铺设６厘米彩

工程质量检测中心３家股级企业；局机关下设１８

个内设股室。

米、铺设乙型路缘石１０１８米数设ＤＮ３００１级钢筋

砼管７２米、ＤＮ４００级钢筋砼管２８５米、砌筑雨水

检查井１７座、安装杆高 １０米单杆单挑路灯１７
盏、施划热熔标线１０５米以及安装道路交通标志
牌等，项目投资２５３万元。完成上下水管道安
装、道牙砌筑、水泥稳定层铺设、人行道混凝土

垫层浇筑、１０月底竣工。
【项目建设】续建项目３项∶永登县建筑垃圾

＂三供一业＂分离移交蓝星硅材料有限公司

填埋处理场工程项目。垃圾填埋场总容积１００万

职工家属区楼院维修改造项目。项目对蓝星硅材
料有限公司职工家属区家属楼进行屋面防水改

立方米，平均年处理建筑垃圾８万立方米，设计
使用年限１０年（２０２０—２０２９年）。该项目于２０１９
年２月１８日公开招标，中标价１３５８．５７万元。完

造，住宅楼外立面，楼梯间窗户安装，部分破损
地坪、道路维修硬化，给排水管网改造，安装小

成库区、渣土区及装修区土方工程、绿化工程， 区进出车辆电子门禁系统、监控系统，更换单元
截水沟及进场道路工程，土工布、土工膜铺设 电子门以及破损落水管更换，破损散水维修。项
１５０００平方米，投资１０８６．８６万元，完成总工程量
的８０？？？寿山前门花园生态绿化工程。装修硬
化面积１５３０．５９平方米，景观绿化面积７８３３．９１平
方米，水景面积２７１．４９平方米，项目投资２８３．８

目投资８１６．６４万元，１０月底完工。
＂三供一业＂分离移交甘肃祁连山建材控股
有限公司永登职工家属区楼院维修改造项目。项
目对楼院道路及地坪破损部分维修、硬化，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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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水维修及外墙粉刷、公共空间内墙面粉刷，安

１０日公开招标，中标价５３５．５１万元。完成安砌道

装落水管，拆除散水并修复，楼梯间窗户玻璃更

牙５１００米浇筑混凝土垫层９０００米，铺设人行道
砖８５００米。项目投资３７４万元。以上工程量占总
工程量的４５？？

换，新增垃圾桶、安装监控及大门门禁系统、安
装单元门、给排水管网维修改造，楼梯栏杆刷
漆。项目经永发改备 〔２０１９〕９号文、永住建设
字 〔２０１９〕１号文批准建设，总投资 ２４４７．８２万
元，其中，建安费 ２１００．２１ 万元、其他费用
１５６．６２万元、基本预备费１１６．５７万元，１０月底竣

Ｔ．。

【农村危房改造】 认真开展农村危房＂拾遗补
缺、冲刺清零＂工作，对全县所有农村住房安全
情况进行一次＂过筛子＂式的排查，各乡镇统计
新增危房共８４０户，其中，上报省市５２ 户，其余

＂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国网永登县供电公司 ７８８ 户县级自筹资金予以改造。通过多次入户查

职工家属区楼院维修改造项目。项目对国网永登
县供电公司职工家属区家属楼及职工宿舍屋面维
修、内外墙粉刷、单元门安装，新增楼梯间窗

漏补缺，土木院继续出具鉴定报告３５５２户。与省

维修，项目完成实施方案的编制、批复、备案通

户鉴定、抽查复核、专业复检、挂牌标识＂的做

知、施工图设计及审查、工程量清单编制等前期
工作。于４月１０日招标，中标价为１３９．４１万元，

法，在龙泉寺镇现行试点，对安全住房进行挂牌
标识，对长期闲置、废弃、搬迁遗留的危房，动
员农户拆除或喷涂标识。针对个别危房改造农户
档案质量不高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确保档案

土木院联系再次进行入户鉴定，对新排查认定的

危房在核实身份后及时纳入改造计划及时改造。
户、维修硬化部分破损道路及地坪，上下水管网 按照省住建厅要求，借鉴灵台县＂全面排查、逐

４月１１日签订施工合同开工建设，８月竣工。

永登县城２０１９年主干道道路整治工程。项目
对县域内胜利街、团结街、引大路、祁连路总面

资料与实际一致。

积８４４８平方米更换机非分隔带道牙１２８５３米，原

路面铣创３．５厘米，喷洒０．５升／米粘油层８４４１８平 【特色小城镇建设】 积极争取兰州市特色小城
方米，铺设玻纤格栅８４４１８米，４厘米细粒式沥 镇建设试点专项资金２７５０万元，用于武胜驿镇、
青混凝土单面８４４１４米，机非分隔带丙型道牙拆

苦水镇、连城镇、红城镇四个特色小城镇项目建

除安砌以及全线范围内所有检查井更换提升。项

设。四个特色小城镇全部完成总规实施修编评估

目于９月３０日公开招标，中标价９１６．２２万元。完成
引大路４厘米 ＡＣ－１３细粒式沥青混凝±１８７５４米，
铺设团结街４厘米ＡＣ－１３细粒式沥青混凝土３２４６
米，喷洒０．５升／米，施划标线１４８０平方米，改造
提升各类检查井７０套。项目投资３２０．７万元，完

报告、专家评审，县政府及时召开会议对四个特
色小镇总规实施修编的评估报告进行批复。苦水

成总工程量的３５？？

批复并通过专家评审，待编制评审通过后，进行

镇、红城镇、连城镇总体规划完成修编、专家评
审，报请县政府批准。其中，苦水镇玫一路新建
道路工程、玫一路停车场建设项目完成项目可研

永登县城南新区人行道改造工程。项目改造

招标实施工程建设。苦水镇特色小城镇完成地形

人行道总面积２４１３６米，其中，６厘米彩色荷兰砖
２３３１１米，６厘米芝麻灰防滑花岗岩荷兰砖８２５平方
米，拆除更换路缘石１１４５６米，提升改造各类检

图测绘及苦水镇猪驮山景区专项规划、苦水镇全

元，完成总工程量的７０？？

改造提升项目，完成实施方案和施工图审查，委

域旅游专项规划、地形图测绘，专项规划委托有

资质的规划院编制当中。红城镇特色小城镇感恩
查井４２６套，更换树池８５４个。项目于１０月９日 寺道路建设项目开工建设，拆迁 ３户、征地４
公开招标，中标价５３９．９７万元。项目投资６１５．４万 亩，场地处平整阶段。武胜驿镇＂美食一条街＂
永登县城区滨河路（纬十一路至永登六中）人

托兰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永登分中心完成招投

行道改造工程。总长 ２９９６．９２４米，项目于１０月 标动工建设。连城镇鲁土司衙门生态停车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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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完成地形图测绘、地质勘查、地质灾害评档。配合公检法查封房屋受理案件１３４起，办结

价、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等，施工图设计 率达１００？？

进行当中。
【住房保障】 ２０１９年，住房保障办公共租赁住
房补贴发放３２６户，发放金额４７．０８８万元，公共

租赁住房租赁住户２１５户通过年审，前三季度租
费收取累计１１．１３２万元；泰和居棚户区改造项目
由双方施工方完成工程量结算和相关手续交接，
由新的施工方重新办理前期手续后进行施工；西
苑小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由城建开发公司法人霍发

明与施工方巨宏仁达成以房抵债的协议后，由巨

宏仁继续承建，房屋建造接近尾声；西关小区棚
户区改造项目全面开工；新市场棚户区改造项目
全面完工；西北腾达铁合金棚户区改造项目工程
基本完工，竣工备案消防手续办理当中。

【房产交易】 ２０１９年，实现在建工程抵押、商

【物业管理】对２０１８年老旧楼院改造工程进行
竣工验收、审计后将申请拨付市级剩余配套资金
２５０万。继续摸排２０００年以前建成老旧楼院基本
情况，报县政府确定城建８、９号楼等１０栋楼进
行老旧楼院整体改造。开展兰州市物业企业信用

等级动态化考评和物业小区星级服务测评工作。
参评企业 ２２家，测评物业小区 ３２个，拟推荐
ＡＡＡ企业２个，收到整改通知书３２份，整改问题
１００余条，严格物业企业备案，深入物业小区指
导监督业委会组建、维修资金归集与使用、小区
安全、扫黑除恶、文明养犬、生活垃圾分类宣
传、低洼院落防汛、智慧小区建设、文明城市创
建等工作，督促物业企业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

务水平。

品房交易、买卖合同备案、房屋权属登记以及二
手房抵押、交易等业务全过程的信息化监管。完

【全域无垃圾】 制定下发《永登县２０１９年全域

成商品房产权登记办理住宅９１６ 套。建筑面积

无人机航拍的垃圾点位２０５０个，清理垃圾３５３３２

１０．９６万平方米，成交额３．３２亿元。非住宅２０

吨；投资３９７８．８３万元，实施农村无害化垃圾填

无垃圾三年专项治理行动工作安排意见》，清理

套，建筑面积０．６７万平方米，成交额０．２２亿元。 埋站建设项目２个、无害化垃圾填埋场建设项３
存量房交易住宅５９５套，建筑面积５．２２万平方 个；投资６０００万元，实施县城建筑垃圾填埋场１
５３８．０４平方米，交易额５４６万元。已购公有住房
２３０套，建筑面积１．５８万平方米，交易额０．３８亿

个、生活垃圾填埋场１个；积极对接项目单位，
在兰州连海经济开发区大通河川产业园、连海经
济开发区庄浪河川产业园、永川产业园、永登石

元。现房抵押１２４８件，建筑面积１７万平方米，

化产业园、兰州树屏产业园分别修建污水处理厂

贷款额７８１８１万元。期房抵押７３５件，建筑面积
８．２５万平方米，贷款额２６０５４万元。在建工程１

１座。

件，建筑面积０．４２万平方米，贷款额８００万元。

【城市垃圾处理】 制定下发《永登县城市生活

米，交易额１．７５亿元。非住宅１２套，建筑面积

上半年通过房产交易向税务部门缴纳税额７０４．８１ 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和《永登县２０１９年生活
万元（契税３１２．６０万元、个人所得税１４７．３７万
元、增值税∶ １７６．３１万元、附加税及印花税０．４９
万元、土地增值税２８．７１万元，土地出让金３９．３３
万元）。办理初始登记２４件，分割登记４４件，遗
失补证１４件，更正登记７２件，换发证６件。移交
产权档案１８９５件，修改数字化档案１２０件。开具

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与甘肃驰奈生物能源
系统有限公司签订《兰州市永登县餐厨废弃物收

运意向协议》，与全县４６９家餐饮服务单位签订

《兰州市永登县餐厨废弃物收运协议》，３月底，
收运餐厨垃圾共３５０吨。在全县选取１６个居民小

房屋信息证明５３５０件；协助司法机关查询档案

区、４所学校、１家医院开展垃圾分类先行试点，
覆盖率４３．３６？？居民知晓率７８？？垃圾处理累计

３７０件。纸质档案全部数字化扫描为电子档案存

清运９万吨，洒水５４００吨，突击背街小巷、城乡

·２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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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合部脏源点８０余处，清运垃圾２０００余吨，清

【园林绿化改造】 完成城区行道树和绿化带的

掏旱厕、化粪池污物２００吨，填埋覆盖上场垃圾
场２０次、移动土方３０００余立方米。

缺株断档补植补栽，其中，栽植国槐２０８ 株，垂
柳１１０株，云杉２株，西府海棠３株，日本晚樱３
株，红叶李１９株，各类灌木２００００余株。完成县

【供热改造】 根据《兰州地区大气污染综合治
理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加快推进全市１０蒸吨及以下
燃煤锅炉淘汰取缔工作的通知》（兰污指办

委两侧小花园旧栏杆拆除 １８５米，安装新栏杆
１８５米，翻地、施肥、平整９０平方米，补栽水蜡
３０００ 株。改造仁寿路南侧花园，开挖外运土方

〔２０１９〕１２号）文件精神，为有序推进县城清洁

２６４．６５立方米，填土方２６４．６５立方米，安装护栏

能源供热改造项目，提升县城供热能力，促进节
能减排，不断改善城市居民生活环境状况。计划

１１７米，种植云杉１５株，柳树１０株，红叶李２１
株，榆叶梅２１株，平顶榆 １５株，紫叶矮樱３０
株，黄金榆３０株。仁寿山北侧花园改造，开挖外
运土方７５９．８立方米，回填土方７５９．８立方米，安
装护栏２２５米，种植云杉４１株，柳树１０株，碧桃
５０株，榆叶梅３０株，紫叶矮樱４０株，黄金榆１０５
株，修建自来水井１座。滨河路渔庄厕所边花园
改造，拆除原有花砖２８．２平方米，挖外运土方
９０．７２立方米，回填土方９０．７２立方米，修建道牙
石８４．６米，种植紫叶矮樱５株，红叶李３株，黄
金榆８株，碧桃５株，柳树１０株，种植草坪２２６．８

确定整合２４座既有供热站，以＂煤改电＂＂煤改
气＂方式改造，全面改造完成１５号、５号、良

吉、１号、１４号、蓝星供热站，完成剩余燃煤锅

炉供热站储煤及锅炉辅助设备维修保养工作。
【城市管理】清理取缔占道经营１９４３ 户，店外
店经营１７３１处，查处＂六乱＂２７８处。整治违规

洗车场（点）１５家，下达责改通知书９份，当场

整改６家。及时接受群众投诉并及时整改反馈，
共处理投诉案件１９０余件。数字城管平台派遣各
类城市案件１８２１件，应结案数１８２１件，结案率
１００？？督查执法人员在岗情况１１２次。清理破损

平方米。
【扫黑除恶】组织召开住建系统扫黑除恶专题
部署会议，制定《永登县住建局关于进一步深化
住建系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实施方案》，对全
县房地产开发、建筑施工、农村危房改造、住房

门头牌匾１４４处、面积３８３８平方米，拆除各类违
规户外广告４７０块、面积１６５９．６平方米，签订安
全责任书２０份，下发整改通知书２３份。清理整
治违规设置的各类布幅５００余条、彩旗７０余条、 保障等领域扫黑除恶工作进行全面安排部署，重
标语２０余处。下发各类问题《责令改正通知书》 点就遏制强揽工程、恶意竞标等违法违规行为，规
９份，签订《渣土运输承诺书》６份，查处施工噪 范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承发包活动，
音２０余起、餐饮油烟污染１２０余起、商业噪音３８

余起。

击重点。在建筑施工场地、物业小区、建材生产

义务植树

·２２０·

打击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过程中扰
乱施工秩序和煽动闹事等涉恶涉黑活动，明确打

庄浪河沿岸造林

城建 环保
企业、渣土运输等建设行业企业显眼位置，张贴扫

Ｇ１８１７（西太华房地产公司）土地出让金８４８９．５２

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标语，力争做到全县住建领域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无遗漏、无死角、全覆

万元，Ｇ１８３２（瑞居房地产公司）土地出让金
１９３２．５万元，保障了县上相关工作的资金需求；
完成中心历年来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处置工作数
据采集，并及时上报县自然资源局；完成玫乡路
以南、小康路两侧拟出让宗地截引渠改道的前期
水文勘察；１２月６日，公开拍卖出让Ｇ１９１１号、

盖。确定包抓分管领导，具体经办人员深入企业

及小区进行摸底排查，分析研究问题，研究制定

整治方案，各项整治工作正在有力稳步妥善推

进。

Ｇ１９１２号两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面积为

领导名录

７６亩，实现经营性收入１．５５亿元。

局 长 康成权
副局长 马建勋
丁 林（３月任）
巨明军（３月任）

【拆迁安置】完成幸福大道工程建设范围内８０
户的房屋征收工作；完成小康路建设范围内遗留
３户征收工作，彻底解决拆迁老大难问题，以上

陈千兴

霍立明

两项房屋征收工作共计征收面积近 １．５万平方
米，发放征收补偿金额７６００多万元，征收合同全

（保玉奎）

士地储备经营中心
【概况】 ２００１年４月１９日成立＂永登县城市经
营中心＂，２００７年１１月，更名为＂永登县土地储
备经营中心＂。２００８年４月，由永登县人民政府

部签订并搬迁完毕；积极参与兰州中川国际机场

三期扩建工程永登县范围内拆迁工作。项目拆迁

宅基地约３５８户，其中∶龙泉深沟搬迁点拆迁

１１７户，红城镇２４１户。２０１９年，完成龙泉寺镇
９７ 户、红城镇进化村的１１０户的人口摸底预评估
工作；完成Ｇ３４１线白银至兰州公路一期工程
（中川至永登段）征地房屋征收收尾工作。２０１９

与兰州市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并揭牌 年，柳树镇复兴段三户农户已全部搬迁完毕；完
成立＂永登县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县土地 成树屏镇崖头养殖场征收方案的制定、公告发
储备中心与县城投公司合署办公。根据永机编发
〔２００７〕４６号文件，授权永登县土地储备经营中
心管理永登县人民政府拆迁管理办公室。

布及评估事宜；协助工信局完成涉火箭军某部
的房屋征收、补偿拆除工作，该项目涉及农户１
户，人口４人。经甘肃格致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

【土地储备】 ２０１９年，征收储备土地５３０亩，

公司评估，房屋总补偿３１．５万元；积极参与沙
青福、康国香、尹香兰诉永登县政府的应诉工

主要涉及城关镇南街村、高家湾村土地，支付征

作。配合城关镇完成刘建花诉城关镇人民政府

地补偿款３９３６．８４万元，附着物补偿款１９８７．２４万
元；代表县政府积极参与土地纠纷庭审７次，及
时回复上访、领导留言相关事项５项。

的应诉工作。

Ｇ１８１７（西太华房地产公司）、Ｇ１８３２（瑞居房地

【市政建设】 永登县幸福大道建设工程于８月
１３日开工建设，工程总投资为２．７３亿元，为全县
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也是２０１９年为民兴办的
实事之一。项目位于永登县西城区，是县城西城
区主要干道，工程南起仁寿路，北至永窑路，道
路长３３００米，宽５０米，工程建设内容包括道路

产公司）、Ｇ１８３３（城南新区惠民供热站）国有建

工程、桥梁工程、电气工程、管道工程及景观工

【资产经营】完成Ｇ１７１３（小康路）、Ｇ１８０５
（胜利街延生段）、Ｇ１８０６（团结街延伸段）、
Ｇ１８４３（幸福大道）建设用地划拨工作；完成

设用地使用权国土系统录入工作；积极催缴 程等。工程完成路基土方８．５万方、敷设污水管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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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块，坐凳２０个，健身器４台，垃圾箱５０个，敷
道１６５０米、浇筑桥梁桩基 ２８ 根、预制箱梁１１

片，完成总工程量的２５？？？极配合市建投集团

完成庄浪河立交桥建设工程相关工作，工程将于
２０２０年 ８月建成通车。

设防滑路面１０００平方米，修缮人民公园树穴椅
１１２个，对音乐喷泉广场喷泉进行维修改造。

领导名录

【公园管理工作】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７０周年，营造祥和、喜庆的国庆氛围，利用盘龙
斗拱灯、灯箱制作宣传标语，配合宣传部做好庆
祝活动，保障各类庆祝活动的顺利实施；利用温

馨提示牌，盘龙斗拱显示屏、固定标语等多种形

主 任 蔡世海

副主任 史建德

（康彩凤）

《三州市生态环境局永登分局

式刊播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爱青少年、
家庭美德建设、精神脱贫等方面的内容；组织志 【概况】 ２００２ 年 ６月成立永登县环境保护局，
愿者发放文明行为规范宣传小折页、挂图等１０００ 为县政府主管全县环境保护工作的职能部门，科

余份，增强广大市民讲文明树新风的意识；更换 级建制。两个下属科级事业单位∶永登县环境监
人民公园枫叶情韵灯２４盏、更换维修其他景观

察局和永登县环境监测站。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３日，按

灯、照明灯改用ＬＥＤ节能灯共计５６１盏、更换盘

照环保垂直管理体制改革要求及全市机构改革安

排部署，兰州市生态环境局永登分局正式挂牌成

立，为兰州市生态环境局派出分局。同时原下属

单位永登县环境监察局更名为永登县生态环境保
护综合行政执法队，实行＂局队合一＂。全局在
编在岗３１人，其中行政编５名，参公编５名，参

公工勤编５名，事业编１６名，分局领导职数３
名，原环监局（监测站）领导职数３名。

公园全景

【空气环境质量】 ２０１９年，全县优良天数达
３４８天，优良率达９５？？ＰＭ１０浓度均值５６微克
每立方米，同比下降１６．４？Ｍ２．５平均浓度２８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３０？？在远郊区县、高

新区和兰州新区６个区县中排名第三。
【水环境质量】 全县水环境质量稳步提高，城
区饮用水水源地及５个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水质达标率１００？？辖区两河（大通河、庄浪
河）进出水４个断面水质稳定达到并好于国家三
类水域标准，断面水质达标率为１００？？

公园南
龙灯坏损模块、转换器等，使公园各种灯光远近

不同，交相辉映；维修更换破损地面大理石６００

·２２２·

【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 四项均完成（２０１９年
较２０１５年化学需氧量下降１？？氨氮下降１？？二
氧化硫下降１６．８５？？氮氧化物下降１４．３２？？∶污
水处理厂运行正常，出水达标排放，水量因６３８

城建 环保
物资储备库污水接入管网，较２０１８年增大，减排

台、７兆瓦×２台，解决城区供暖，降低各项污染

量完成１？？大气污染物减排方面，大唐电厂停

物排放量。

产、砖瓦企业大部分关停、县城燃煤锅炉清洁能

源改造、三家水泥企业达标排放等减排任务量均

完成。

【＂蓝天保卫＂再推进】 成立永登县＂散乱污＂
企业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制定《＂散乱污＂企业
整治工作实施方案》（永政办发 〔２０１９〕４３号），
细化职责分工和时间节点，明确整治时限和整治
要求。经排查共有散乱污企业７０家，被纳入＂停

产和取缔＂类的２５家，剩余４５家企业按责改要
求完成整改后再次验收。对县城区内开复工的６

家大型工地进行集中整治，全力督促各建筑工地
根据＂六个百分百＂的要求进行整改。同时，规
范渣土车辆运输路线，签署《渣土运输承诺书》
３份，整治渣土车辆２０余辆。实现扬尘防止工作
常态化管理，有效改善空气质量，整洁城市环
境；县农业农村局严格按照《永登县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碧水共治＂再加强】 ２０１９年初印发《永登县
２０１９年度水污染防治行动工作方案》，排查并上
报乡镇万人千吨级饮用水水源４个。按照省生态
环境厅、省水利厅继续深入开展饮用水水源地环
境保护专项行动的要求和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深入开展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
的通知》（兰政办发 〔２０１９〕２０号）文件精神，
开展城区水源地保护区违法环境问题专项整治工
作，对水源地保护区进行规范化建设，设置围栏
１４５０米，界桩２０块，警示宣传牌４０块，标识牌
１１块。５月４日起，集中开展城区水源地保护区
专项整治工作，一级保护区内 １０３家各类违法经
营单位全部清理或关闭，二级保护区内除加强监
管项目外，清理或关闭各类经营单位１５６家。

【＂清废净土＂再深化】 ２０１９年，甘肃省生态环

年度秸秆及荒草禁烧巡查督导方案》和《２０１９年

境厅下达农村环境整治项目资金３０万元（甘环规

永登县秸秆综合利用及秸秆禁烧实施方案》，落

发 〔２０１９〕１５号）完成中堡镇塘土湾村农村整治

实秸秆禁烧网格化管理制度，各乡镇固定巡查车 项目；对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开展调
辆，提高巡查频次，村社安排网格员，建立禁杆 查，完成疑似污染地块名录建立工作，１０月底，
焚烧沟通机制，切实做到及时发现、及时赶到、 完成调查对象核实、空间信息整合、基础信息采
及时处置，有效遏制大面积焚烧秸秆责任事件的
发生。在永登县子山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等１０个
企业（合作社）开展秸秆饲料化、燃料化、原料
化利用的示范工作，秸秆收贮体系不断完善。积
极推进县城建成区１０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进淘汰
取缔工作，多次赴兄弟县区学习借鉴成功经验，
由住建局委托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集团）
有限公司、甘肃省建筑设计院、甘肃西部永祥能

集、风险筛查等基础工作，启动高风险等级企业
土壤样品采样工作；完成永青化厂与甘露池污染
地块无主金矿尾矿污染治理项目的《场地调查》
《风险评估》《实施方案》《可行性研究》等前期

工作。４月，通过兰州市生态局《场地调查》评
审。５月１３日，通过甘肃省生态环境厅《风险评

估》评审。

源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分别进行可行性研究与论 【高压执法，倒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开展全
证并实施。通过努力，全县范围内淘汰拆除燃煤
锅炉３５台２３４．９５蒸吨。完成＂煤改电＂＂煤改
气＂项目，并已投入运行，建设量子能供热机组
供热站１座，安装量子能供热机组２２组３６０千

年全员大练兵、实施环境执法专项行动，结合
＂双随机＂执法，不断加大环境执法力度，强化
多部门联动，倒逼企业落实环保主体责任。２０１９
年，出动执法人员９８０余人次、检查企业３３５家

瓦，蓄热式电极锅炉供热站三座，安装高压电及

次，下发环境监察意见２８份、环境违法行为改正

锅炉２０兆瓦×２台、１３兆瓦×１台、１２兆瓦×２台；
天然气供热站两座，安装天然气锅炉 １４兆瓦×３

决定书３１份，立案行政处罚案件 ２７件，罚款金

额２７５．４７万元。认真落实四个配套办法，查封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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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２起家，限产停产３家，完善案审会制度，所有能力、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了较

案件均通过案审会审理通过，确保办案质量。

好作用。

【规范执法，健全环境安全监管体系】 完善双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精神谋划
随机抽查制度，不定时开展双随机执法检查。强 争取项目】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时
化环境监管网格化管理，编织纵向到底、横向到 ＂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要坚持山
边的监管网络。加强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督促 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统
１０家企业安装自动监控系统，联合电信公司在重 筹推进各项工作，加强协同配合，共同抓好大保
点管控区域安装 １０个视频监控点位，随时掌握污 护，协同推进大治理。＂讲话精神要求，积极申
染排放情况，确保企业污染治理设施正常运行。
报流域综合治理、垃圾处理等７大项目，总计
２０．５亿。为县域生态质量总体提升规划了蓝图。
【阳光执法，强化环境风险管控意识】 及时、
妥善处理＂民情通＂＂１２３６９＂等信访件２１１件， 【提升＂放管服＂质量】 落实＂最多跑一次＂，
并全部办理答复，结案率达 ９７？？及时率 提升工作效率。按照＂环节最简、流程最优、材
１００？？完成应急预案备案企业数２０家，备案１４８ 料最少、时限最短、服务最佳＂的原则，精简优
家。做好应急宣传和应急演练工作，联合兰州红 化流程、事项，推进建设项目环评审批规范、高
狮水泥有限公司开展煤磨内检修煤粉泄露导致一 效。一方面简化办理流程，实现一窗受理、内部
氧化碳中毒应急演练，全面提升企业及相关部门 流转、网上办理、快递送达。另一方面，创新服
务模式，推出预约服务、延时服务、上门服务等
应急处置能力。
措施，推行＂零距离＂＂一站式＂等服务模式，
【环保督察整改】 开展落实整改情况＂回头 通过减时限、减材料，全面提升服务效率，深化
看＂，杜绝问题整改虎头蛇尾不彻底情况，整治 ＂最多跑一次＂改革。完成审批建设项目环境影
问题死灰复燃的现象发生。对省市上一轮环保督 响评价报告表４８个，无一列违法违规审批项目。
察提出的１９项问题积极完成整改。做好７月份第
二轮中央环保督察保障工作。受理中央交办投诉

落实《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管理办

的环保问题７７件，即时办结４５件，销号１７件。

备案的建设项目告知网上进行备案，网上备案

法》，对建设项目名录中要求办理环境影响登记

１０２个项目。对不符合备案要求的项目及时告知
【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 完成《永登
县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规划》编制评审工

建设单位，取消备案；强化＂服务＂机制，助推

流创建经验，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工

企业发展。对重大项目提前介入，帮助企业解决
实际问题，主动与乡镇、发改等部门沟通联系，
及时掌握建设项目信息，根据环境保护相关法律

作奠定基础。

法规的要求，认真进行梳理，提出具体的环保意

作。派工作组赴两当县、崇信县和泾川县学习交

见，做好指导、服务企业，实现办理好评手续零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绩效评估考核】
２０１９年，中央共下达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
付补助资金为６３４２万元，其中用于生态环境保护
和治理方面资金达到３９０６万元，保障民生方面资
金达到２４３６万元。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
的实施，有效缓解全县财政困难现状，有效改善
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提高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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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通过定期深入走访企业，不定期上门服务

等方式，为企业＂问诊把脉＂，尤其是在污染治
理技艺方面、排污权交易方面，对企业进行专业

的解答和帮助；深入推进环保公众参与。紧密结
合＂两学一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等一系列活动，在加

强自身学习的同时，采取集中学习宣传、入企业

城建 环保
宣传、媒体宣传等模式，大力宣传环保相关法律

领导名录

今长

张永红
类展板７６幅，发放宣传资料３万余份，网站发布 副 局 长
长 王 璟

法规，制作大型喷绘８５幅，宣传标语５３条，各
信息３４条，各种简报５８篇。６月５日＂世界环境
日＂开展大型宣传活动，提升全社会对环境整治
的关注度和知晓率，增强干部群众的环保法制观
念、环境保护意识。多次开展环保宣传活动，环

保开放日活动。

环 监 局 局长

仲乃恩
李庆喜

环监局副局长 郁军

杨天才

（范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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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税务
滚财政启

还

河大桥、幸福大道、县城主干道、滨河路及城南

新区人行道进行建设整治改造，使县城道路更加

畅通；积极筹措资金偿还企业欠款。扎实推进清理
【概况】 永登县财政局机关行政编制２７名，其 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工作，清欠中小企业
中∶局长１名，副局长３名。事业编制１０名，其
中工勤人员编制３名。县财政局机关内设办公
室、绩效股、教科文股、经建股、农财股、企业

账款７７２６．６万元，全面完成年度偿还任务；支持农

业农村加快发展。加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
的对接，完善财政资金投入机制，推进农村人居

股、社保股、预算股、综合股、金融股、国资 环境整治，支持实施＂三大革命＂，巩固提升农
股、会计股、行政政法股、财监股。下设国库支 村饮水安全，推动宜居乡村建设，提高村组干部
付中心、非税收入核算中心两个事业单位。

报酬和村级组织办公经费保障标准∶支持实施创新

驱动战略。２０１９年科技领域支出５４１万元，落实

【减税降费】 ２０１９年，全县新增减税规模约 科技创新奖补措施，激发创新主体活力和潜力，
１．３亿元，影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短收约８５００万
元。省市下达一般公共预算各类补助资金２１１３６９

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万元，在脱贫攻坚、生态建设、民生保障等方面

给予了倾斜支持。通过加大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
力度和清理盘活存量资金等措施，弥补实施减税
降费政策形成的短收，努力保障重点领域支出。

【支持脱贫攻坚】 ２０１９年，各级财政安排财政
专项扶贫资金共３２７３０万元，其中∶中央补助
４９７９万元，占１５．２１？？？级安排７２０２万元，占
２２．００？？？级安排５３７６万元，占１６．４３？？？级

坚持勤俭节约、精打细算，从严控制和压减一般

落实１５１７３万元，占４６．３６？？县级投入与中央省

性支出以及非急需、非刚性支出，重点保障县委
县政府重大决策部署落实。优先保障＂三保＂支
出需求，建立工资专户管理制度，实行封闭式管
理，保证国家标准工资及时发放。严格执行人民
代表大会批准的预算，坚决杜绝无预算安排支出
行为，严把预算支出关口，坚持先有预算后有支
出，严控预算追加事项，确需增加的支出通过部
门内部调剂解决。认真落实《预算法》，执行中
确需调整年初预算的，严格按程序提请人大常委

市补助接近１∶１，县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占当年

会审查批准。

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３４．０９？？完善贫困县涉
农资金整合制度机制，全县整合使用２６００１万
元，基本做到＂因需而整＂＂应整尽整＂。拨付农
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 １１０７．３２万元，推进全县农
业保险增品扩面提标，发挥农业保险在防范农业

生产风险、稳定农民收入方面的积极作用。县级
筹集奖补资金４００．４１万元，推动１６个乡镇＂五

小＂产业发展。筹措资金９９．２万元，支持选聘
１２４名建档立卡贫困户生态护林员。筹措资金

７４５．２万元，支持１０３５个乡村公益性岗位，促进
【财政投入】 支持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聚 就地就近就业，助力脱贫攻坚。实施惠民惠农财
焦基础设施补短板强弱项，筹措８８５５万元对庄浪 政补贴＂一卡通＂专项治理，筛查管理漏洞，建

·２２６

财政 税务
立长效机制，确保财政补贴资金及时、安全、足

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平均增长

额到人到户。强化扶贫资金动态监控，全面推进
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严格执行＂两个一律＂

５？？加大弱势群体社会救助力度，拨付困难群
众生活救助资金 ９１３６万元。落实就业专项补贴

规定，落实公示公开制度，提高扶贫资金项目管

１２８６万元。投入１３４万元，完成永登县社会福利

理使用的规范性和透明度。依法合规开展回收续
贷工作，全县累计发放精准扶贫专项贷款５３１００

院供水供暖项目改造。卫生健康支出２．３１亿元，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持续支持实施国家基本

万元，回收４４５１７．３３万元，续贷８５８２．６７万元，

药物制度，落实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财政补助

逾期率为０，符合国务院扶贫办控制目标。

政策，推动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住房保障支出
４３２．６４８万元，推动公共租赁住宅工程建设，安
排资金２４５６万元，落实农村危房改造和周转房目
标任务。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４３７３万元，推
进公共文化服务城乡协调发展，支持县级融媒体

中心、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等项目建设，推动全
２０１９年７月扶贫到户产业 ２０１９年１１深入乡镇项目
扶持资金协调会

绩效检查

民健身行动。安排资金８０００万元完成城区清洁能
源供热项目改造，安排１０００万元完成城乡供水补

充水源工程。

【污染防治】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积极筹措资金，全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落实资金３８７９．１３万

元，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推动实施厕所革命，
深入推进人居环境整治。

【体制改革和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严格
落实基本公共服务、医疗卫生领域政府支出责任
和分担机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进预
算编制管理。将中央、省市提前下达转移支付、

各类结转资金等全部纳入预算盘子，提高年初预

【债务风险防范】 ２０１９年，争取新增政府债务
限额 １６６３７万元，有力支持全县重大项目建设。
超额完成２０１９年隐性债务化解任务，债务率为
３８．０４？？风险等级评定结果为绿色等级。严守不
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将政府债券还

算到位率；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强化预算绩
效源头管控，将预算绩效目标编制作为预算编制
的前置条件，实现一般公共预算项目全覆盖，加

强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加大绩效信息公开力度。

实施预算执行进度和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双监

本付息纳入预算管理，确保政府性债务本息及时

控＂，及时督促部门纠正偏差。强化绩效评价结

偿还，避免财政风险，维护政府信誉。

果运用，将评价结果作为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
积极服务人大、政协监督。认真落实人大预算审

【民生保障】 ２０１９年，在财政短收较大的情况

查监督有关要求，建立健全服务代表委员工作机

下，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民生投
入只增不减，保障重大民生政策落实。全县教
育、卫生、社会保障就业等民生支出１３．５９ 亿
元。教育支出６．７５亿元，巩固城乡义务教育经费

制，主动通报财政重点工作及财税改革进展情
况，听取代表委员对财政工作的意见建议。认真

研究代表委员意见建议，提高建议提案办理

质量。

保障机制，改善义务教育办学条件，支持消除城
镇＂大班额＂，推动乡镇寄宿制学校和乡村小规
模学校建设，落实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政

领导名录
局 长
长 李远顺

副局长
长 张文珍
４．５３亿元，落实退休人员养老金调标政策，企业
甘培环（４月任）
策，提高全县班主任津贴。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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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登年鉴（２０２０）

吴 浩

【改革重点】开通＂答疑热线＂，建立微信交

国库支付中心副主任 王年昭

流群，做好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填报、客户端下

（赵志强） 载、扣缴申报等热点问题的辅导培训；组织涉岗

国家税务总局永登县税务局

人员签订保密协议书，保证税收数据安全；抓好
个税全员全额明细申报率工作，辖区 ３４００户、

３５０００人每月申报率和准确率均达到１００？？？时
【概况】 国家税务总局永登县税务局于２０１８年
７月２０日正式挂牌，现有正式在职干部１２６人，

完成１００３８条疑点数据核实修改，为２０２０年汇算
清缴工作顺利进行打好良好基础。开展专题辅导

下设２４个部门，其中内设股室１３个，分别为∶

１５场次；按期完成全县社保费费源摸底，于６月
１日实现城乡居民＂两险＂金三上线；成立由分
管县长为组长，各职能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

办公室、人事教育股、法制股、税政一股、税政
二股、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入股、收入核算股、
纳税服务股、征收管理股、税收风险管理股、财

务管理股、机关党委、纪检组；１０个基层税务分
局，分别为∶ 第一税务分局、第二税务分局、城
关税务分局、中堡税务分局、大同税务分局、红
城税务分局、苦水税务分局、树屏税务分局、河
桥税务分局、连城税务分局；１个事业单位∶ 信
息中心。共管辖纳税人５６１６户，其中∶ 单位纳税
人３９０１户（一般纳税人１０３０户、小规模纳税人

２８７１户），个体工商户１７１５户。

的城乡居民＂两险＂征缴工作领导小组，召开全

县征缴推进会，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搭建业务交
流群，实现信息共享和业务交流，确保工作无缝

衔接，避免缴费人＂多头跑＂。
【纳税服务】 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实
现１４大类１７５项办税事项＂最多跑一次＂；推行

网上申报、网上备案，升级＂不来即享＂机制，
对符合政策的纳税人实现税收优惠事项办理＂自
行申报、网上处理、先行享受、后续监管＂；加

强电子税务局推广，纳税人办理税收优惠事项从
作方案、开展集中办公，召开专题会议１２次。通 ＂最多跑一次＂升级为＂一次也不跑＂，电子税务
过举办税企座谈会、政策培训会、纳税人学堂等 局申报率达到９５？？上；推开＂项目管家＂服

【减税降费】 成立减税降费领导小组、下发工

形式，组织培训纳税人、缴费人１６场８０００余人

务，成立专家团队，对筛选出的省市县三级８４户

次；面向税务干部培训２６场１４８０余人次；利用 重点建设项目，及时为纳税人量身打造个性化服
税收宣传月、调研走访，累计推送＂减税降费明 务举措；持续优化办税化境，对办税厅升级改
白卡＂等资料１５０００余份。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１月底， 造，增设４个社保业务窗口，在报缴高峰期机动
累计减免税费１２５８０万元，为县域企业发展提供
了强力支持。同时，积极对外发声，被《中国税

调整２￣３个综合窗口，等待时间缩短３０？？上。

务报》《甘肃经济日报》《兰州日报》等媒体采用

信息报道５篇。
【税收收入】全年组织各项税费收入１３３５７１万

元。其中∶税收收入７４６７１万元，非税收入３１１４

万元，县级入库３５７２０万元，超收３６５６；社会保
险基金收入５２９１１万元，工会经费等其他收入
２８７５万元，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的税收

保障。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９日 永登县税务局召开税企座谈会助

力２０１９ 年＂诚信兴商宣传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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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 税务
强化了税收监管。推开＂三项制度＂，成立领导

小组，制定任务分解表，召开２次推进会、３次
专题培训，每个分局配备１￣２台执法记录仪和公
示栏，规范事前、事中、事后税收执法公开
ｓ０素

流程。
【基层党建】 开展集中学习１５次，专题研讨３
次，班子成员上讲台讲党课８次，走基层听建

议。依托＂支部五强化、党员六做到＂活动载体
和＂学习强国＂＂甘肃党建＂平台，先后组织开
２０１９年９月，税收宣传走进田间地头，农民专业合作
展省市县三级支部联建和＂减税降费永登税务在
社种植户正在为税务干部介绍＂高原夏菜＂产业

行动＂主题党日等活动，并建成了连城、大同、

新扩建２４小时自助办税区，设立４个自助窗口，
实现了纳税人全天候自助办税新体验； 将办税业

树屏三个税务分局标准化党员活动室，推动支部
标准化建设取得实效。制定下发全面从严治党主
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清单，细化党委、党委书记、

务全部进驻到政务服务中心，构建＂税务＋政
务＂办税新模式；持续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全年 党委委员和机关股室主要负责人主体责任，切实
办理税务行政许可事项２５２项，容缺办理１３６户

次；严格落实总局第一批取消２０项和第二批取消

１５项税务证明事项，积极梳理认领政务服务事项
６２８项；深化企业信用增值应用，对辖区３８４６户
纳税人进行信用等级评定，积极开展＂诚信建设
万里行＂＂百企亮信＂＂诚信兴商宣传月＂等活

动，将１２８户Ａ级和１０４２户Ｂ级纳税人的纳税信

用及时提供银行机构，缓解企业融资难问题。
【税收征管】 落实党委会、依法行政领导小组
会议、理论中心组学习等会前学法制度；开展法
律＂八进＂＂宪法宣传日＂、法律知识专项测试和
网络答题活动，营造干部学法、守法、用法的良

传导压力、夯实责任；开展为期一周的警示教育

活动，通过上廉政党课、参观廉政基地，确保税
务干部能干事、不出事。按照＂教育为先、预防
在前＂工作思路，全年开展工作约谈１２４次 ８４８
人次，做到敢管敢严、长管长严。把＂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作为＂大熔炉＂，一体
推进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落实整改
四项重点措施，累计集中学习研讨７次；讲专题
党课７次；开展＂四项教育＂６次；走访党政部

门１０次；走访纳税人缴费人１６次； 召开纳税人
缴费人座谈会１次；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收集

意见建议５９条，其中∶５２条完成整改，７条长期
坚持整改。党员干部累计参加志愿服务１２次１２０
好氛围，探索容错纠错工作思路，全年容错人数 人次；为群众办实事好４５件９８人次。组织开展
６人，纠错人数１１人。做好金税三期并库版上线 跨支部学习交流３次，参加主题教育知识测试１
工作，完成管户对照２６００２户次，修改维护８７１６ 次。推动主题教育走心、走实、走深、走远，工
条税费种认定不一致信息，为各税种申报打下坚
持基础。开展税收风险应对工作，全年发起风险
任务３０批次，完成应对１７５户次。同时，在９个
税务分局推开分组分类管理模式，优化征管资源
配置，切实还权还责于纳税人。统筹开展减税降
费与第三方巧立名目、乱收费行为的监督检查，
对５家第三方涉税服务公司进行实地排查，有效

作开展被《兰州日报》《甘肃税务》等媒体采用４
篇。对联系帮扶点塘土湾村、柳树村和黑城村７５

户帮扶户开展多轮次全覆盖走访，全年入户４８０

余人次，掌握贫困户信息，建立＂一户一策＂台
账，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送文
化下乡和节前慰间等活动，为全县脱贫攻坚工作

．积极贡献税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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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登年鉴（２０２０）
【队伍建设】 持续加强干部职工教育培养，制

的工作新风，开展各类督办事项办理，通过抓好

定青年干部培养规划，开展练兵比武、师徒结

督办促进落实，推动各项税收工作的有序开展和

对、入职谈话等活动，开设＂冬训班＂，不断提

工作质效的提升。把控对外宣传和舆情管理通

知，把舆情防范前置到决策环节，规范税收执
法和干部言行，从源头上防止负面舆情的发生
考试中，有２人获全省＂技术标兵＂称号、３人 和传播。规范会议管理、财务管理、政府采
获全省＂优秀选手＂称号。发挥工青妇等群团组 购、后勤保障和岗位职责等制度，切实提高行
高青年干部的能力和水平。在市局＂练兵比武＂
考试中，获得７个县区局中团体第三名； 在省局

织职能，以＂我们的节日＂为依托，相继举办迎
新春、庆元宵等近 １０次主题活动。开讲道德讲
堂、举办健康讲座、组建兴趣小组、组织职工体
检、送生日祝福、慰问帮扶困难职工和离退休老

政运转效率。

干部，有效促进了队伍融合。以开展作风建设专
项整治着力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工作为契机，
减少发文、会议１／３、清理微信群５个。开展＂四
察四治＂专项行动，紧盯节假日特殊节点，开展

节前提醒、节日监督、节后回访全方位监督。把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与＂空壳企业＂＂黑中介＂、打
虚打骗等工作相结合，持续整治涉税乱象；开展
税务干部＂大排查、大核查＂，组织２轮专项测
试，参加２９０人次，打造稳定有序的工作环境和

管理秩序。
【行政管理】牢固树立＂绩效管理抓班子，数
字人事管干部＂的理念。绩效管理方面∶先后３
次优化调整指标，按季召开讲评会、下发分析报

告，严格落实绩效结果运用规定，促进了工作落

实；数字人事方面∶ 组建＂一对一帮学互助
组＂、下发学习操作手册、推广掌上数字人事，

按节点完成各项工作，提升干部操作水平。完成
５名分局长的轮岗交流和３名正职、５名副职的选

拔任用，优化队伍结构。牢固树立＂马上就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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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５日 兰州市税务局党委书记、
局长关云峰一行调研指导永登县局税收工作

领导名录

党 委 书 记、局 长 钟 东
党委副书记、副局长
长
党委委员、纪检组长

党委委员、副局长

张一鸣（３月免）

赖振容

周智明
王正荣

张学军
任建祖

副局 长 华建春

（李有旭）

金融 保险

金融保险
中国火民银行永登县支行
【概况】 中国人民银行永登县支行（以下简称
县支行）现有办公室、综合业务股、国库会计
股、货币发行股、保卫股５个职能部门，在册职
工３０人（聘用制员工５人），管辖农发行、工
行、农行、建行、邮政储蓄银行、甘肃银行、兰

州银行７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和永登县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兰州永登新华村镇银行２家地方性法人

银行业金融机构。

念，以支持县域经济发展为主线，认真贯彻执行
稳健的货币政策，助力打好＂三大攻坚战＂，全
面提高金融管理效能，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持续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健
全党风廉政防控体系，切实加强内部管理，整体

履职水平全面提升。
【党建工作】 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
治规矩，引导全体党员旗帜鲜明讲政治，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
【历史沿革】 １９５０年３月，中国人民银行永登

高度一致。强化意识形态工作责任，梳理完善意

县支行成立，设会计、业务、出纳、农金５股。

识形态责任清单，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日常管

１９６８年３月，成立中国人民银行永登县支行革命
委员会，同年１１月，与县财政局、税务局、工商

理，确保用正面声音占领宣传思想工作阵地。认

行政管理局、建设银行永登县办事处合并成立县
财政金融站。１９６９年９月，撤销县财政金融站，
与建设银行合并组成县支行革命委员会。１９７８年
１２月，撤销县支行革命委员会，恢复中国人民银
行永登县支行名称。１９８６年１０月，中国人民银
行永登县支行与中国工商银行永登县支行分设，

专门行使基层中央银行职责。２００４年４月，甘肃

真履行党组主体责任，党组书记第一责任、班子
成员＂一岗双责＂、纪检组监督责任、支部书记
直接责任。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升年＂工
作，研究制定《＂全面从严治党提升年＂行动方
案》，实施＂五项工程＂＂两项活动＂，落实全面

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任务，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

深发展。

银监局永登办事处成立，监管职责分离，中国人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扎实开展

民银行永登县支行开始履行新的基层中央银行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加强领导班

职责。

子政治理论学习。通过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
习、实践活动、举办读书班、讲党课等形式，开
展集中学习和个人自学。领导班子围绕８个专题
集中学习研讨，累计学习时间７天，班子成员重

【服务宗旨】 ２０１９年，县支行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全面贯彻落实总
行工作会议和全省人民银行工作会议精神，按照

点发言８人次，与股级干部、党员学习交流研讨

＂大学习、深调研、严落实、强质效＂的工作要

５６人次；组织全行党员干部集中研讨１次；开展

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党课活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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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革命传统现场教育１次；先进典型教育２
次；爱国主义教育１次；跟进学习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精神，增强学习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
感染力。认真学习贯彻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兰州中支党
建工作三年规划，在＂规范建设年＂＂融合创新
年＂＂巩固提升年＂活动成果的基础上，完善
＂３３４＂工作模式，把党建元素融入业务工作各个
环节，努力打造基层央行特色党建工作品牌。

涵，及时向县委县政府汇报、金融机构传达全省

人民银行工作会议精神。加强对银行业金融机构
货币信贷支持引导工作，研究制定《２０１９年贯彻
落实货币信贷政策促进全县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

展的意见》。积极开展＂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服
务年＂活动，深入民营和小微企业开展实地调
研，引导金融机构加大民营和小微企业信贷支持
力度。认真执行再贷款管理规定，严格管理扶贫

再贷款，积极开展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风险核查
【队伍建设】 全面贯彻＂大学习、深调研、严 工作，确保资金安全。
落实、强质效＂工作要求，狠抓县支行干部队伍
继续加大贫困地区和扶贫产业的金融支持力
建设。通过举办＂我的工作我来讲＂——＂大学

习＂系列讲座，干部职工政策把控能力和业务驾

度，在固脱贫防返贫上精准发力。引导各金融机
构将新增扶贫信贷和金融服务优先向深贫地区倾

驭能力进一步提升；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深调
研＂，以青年干部为主力军，大兴调查研究之

斜，对符合条件的贫困农户和扶贫项目信贷需求

风，使调研成为解决问题攻坚克难的有效途径；

以真抓实干的作风＂严落实＂，发扬钉钉子精

菜果薯药＂等特色富民产业的发展需求，积极完
善金融支持特色产业发展带动脱贫机制。坚持

神，一个目标一个目标分解、一件任务一件任务
落实，一个节点一个节点推进，全面抓好各项工
作的督促落实；以刻不容缓的态势＂强质效＂，

＂分类施策＂原则，指导兰州银行永登支行完成
精准扶贫专项贷款的续贷清收工作，确保金融支
持力度不减，风险可控。持续用好扶贫再贷款，

树立争先创优标准，把全体干部的精力与热情引

按季度对借款机构开展再贷款使用效果评估，对

导到爱岗敬业、建功立业上，推动整体工作晋等

再贷款使用情况开展现场核查，不断提高辖内金
融机构再贷款使用效果。全面加强扶贫领域作风

升级、提档进位。

实现＂应贷尽贷＂。实时关注并掌握辖区＂牛羊

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精神，县

治理和风险防控，巩固金融扶贫成果，促进实现

支行党委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实施办法和

高质量可持续脱贫。把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发展

兰州中心支行党委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实施细
则，不折不扣执行人民银行正风肃纪＂十条禁

作为服务实体经济的着力点，认真组织开展＂民

令＂，坚决防止＂四风＂问题反弹。实践运用监
督执纪＂四种形态＂，重点在用好第一种形态上
下功夫，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谈话提醒，

完善建立纪检监察会议和＂大监督＂联席会议等

营和小微企业融资服务年＂活动，抓实、抓细、
抓好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加大供应链金融、区块链运用的研究创新，
探索推出品种多元、模式多样、灵活高效的产品
和服务体系，不断优化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

监督机制。严防岗位（廉政）风险，强化对干部 务。强化与相关部门的协作，用足用好＂几家
职工８小时以外的监督，紧盯权、钱、人等高风 抬＂＂三支箭＂等正向激励措施。结合＂千企百
险岗位，按季对各股室开展岗位（廉政）风险排
查，充分运用＂央行甘肃党廉建设＂微信群、
＂ＰＢＣ清廉金融＂微信公众号等平台，积极开展
廉政知识宣传，提升干部职工岗位（廉政）风险

亿＂融资培育计划，对全县＂专精特新＂成长性

防控意识。

促法人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开展

小微企业以及科技型、双创、绿色、军民融合等

民营小微企业建立再贷款再贴现重点支持名单，
精准对接优质诚信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需求。督
执行准备金政策＂双平均＂考核，认真执行普惠

【货币政策】 准确把握稳健货币政策的深刻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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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准备金率，引导信贷资金向＂三农＂、中小微

预防和打击洗钱犯罪，更加严格规范地开展反洗

企业等领域倾斜。

钱监管工作奠定坚实基础。采取走访、电话质
询、书面质询、约见谈话等措施，全面收集反洗
钱非现场资料，开展日常非现场监管工作。认真
落实《人民币现金机具鉴伪能力技术规范》，采
取非通知现场检查、调取柜台录像等方式，加强
对辖内金融机构的监督指导，开展现金机具摸底

【金融监管】始终坚持把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作为工作重心，协调成立由县长任组长、县政府
相关部门及各金融机构负责人为成员的永登县防
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领导小组，不断强化对
金融风险防范和化解工作的组织领导。组织召开
由县政府主管领导、金融机构＂一把手＂参加的
永登县金融机构负责人座谈会，安排部署防范和
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具体工作任务。组织对辖内

２６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综合评价，并将评价结
果抄送其上级机构。对永登农村信用联社按月动
态监测大额贷款发放情况，防止形成新的信贷风
险。加强对法人金融机构流动性状况和影响因素

清查工作，推动金融机构新增现金机具配备全部

满足规范要求，提高金融机构执行人民银行货币
发行、残损人民币回收、现金全额清分制度要求
的主动性，为社会提供规范化、优质化的现金

服务。

【消费权益】 不断完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
机制，积极发挥消保部门的统筹协调作用，努力

的跟踪监测，及时向上级行报送法人金融机构流
动性情况。开展利率定价行为和合格审慎评估，

形成消费权益保护工作合力。认真做好金融广告

督促金融机构严格执行利率政策及自律规定，防

加强传统媒体和户外金融广告监测与甄别。组织

范高息揽存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发生。

开展２０１９年度消费者素养问卷调查工作，持续开
展支付服务领域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监督检查工

【风险监测】 紧密结合县域实际，加强对永登
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经营及风险动态监测力度，
盯紧资产质量、盈利能力和资本充足水平等经营
情况及风险状况，重点围绕新增不良贷款、存量

作，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认真开展金融消
费权益保护评估工作，推动金融机构自觉履行保

风险化解处置等方面，加强对其经营数据真实

治理工作，联合行内外相关部门，借助多种渠道

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主体责任。
【金融服务】 坚守国库＂三个安全底线＂，扎
实开展＂国库会计标准化示范库＂创建工作，建

性、业务合规性的监测分析。配合兰州中支对辖
内两家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开展稳健性现场评估工
作，深入摸清和掌握不良贷款等主要风险指标真
实情况，研判重点关注机构风险变化趋势，及时

督检查力度，提升国库会计管理标准化、规范化
水平。大幅拓宽国库服务范围，在巩固电子缴税

报告风险状况。

比例达到１００？？果的基础上，将工会经费、机

立健全国库资金安全管理长效机制，加大内部监

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通过横向联网方式缴入国

【反洗钱监管】 审慎评估法人金融机构经营风 库。全力支持精准脱贫扶贫工作，及时拨付各类
险状况，配合兰州中支准确核定投保机构适用费
率，保质保量完成辖内地方法人金融机构２０１８年
下半年和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存款保险费用的交纳工
作。密切关注问题投保机构经营情况及风险动
向，通过现场核查摸清风险底数，依法采取限期
补充资本、控制资产扩张和限制大额贷款发放等

措施校正风险。按照＂一机构一册＂要求，分机
构按纸质、电子双介质建立反洗钱监管档案，为

财政扶贫资金惠及１６个乡镇１．８万贫困人口。成
功实现财政集中支付划款无纸化。

【减税退税】 认真做好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退
税工作，更好支持民生和社会经济发展。贯彻落
实＂放管服＂改革要求，全面落实取消企业银行
账户许可工作部署，围绕＂两个不减、两个加

强＂的工作原则，稳步推进取消企业银行账户许

·２３３．

永登年鉴（２０２０）

可工作。积极开展＂取消企业银行账户许可，增

子＇＂和＂金融知识普及月＂等主题宣传日，组

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主题宣传活动，通过人员
培训、现场巡查指导、百分之百走访等方式，引
导银行机构全面优化企业银行账户开立、变更、
撤销等业务流程，简化业务办理手续，顺利配合
全省取消企业银行账户许可工作实施，支付服务

织开展征信管理、存款保险、支付结算、国库经
理、反假货币、反洗钱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
金融知识宣传普及活动，提升金融知识宣传的覆
盖面和渗透性，提高社会公众金融知识普及度，

不断提升金融消费者素养。

水平不断提升。
【便民ＡＰＰ】 建立健全工作机制，认真开展防
范打击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切实维护人
民群众合法权益。持续推进移动支付便民示范工
程建设，通过＂助农取款服务点＋云闪付ＡＰＰ＂、
＂农村电商＋云闪付ＡＰＰ＂等方式，加快云闪付在

农村地区的推广应用，满足广大农村居民的支付

服务需求。

【内控管理】 认真贯彻落实全省人民银行安全
管理会议精神，深入组织开展＂安全管理我有
责＂活动，强化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全面梳理

了党组、分管行领导、部门负责人和岗位人员的
安全保卫工作责任清单，签订支行与股室综合治
理目标责任书，实行表格化明晰，留痕化追溯，
明确各股室、各岗位的安全管理责任，切实把安

全管理融入各项工作履职中，形成安全管理＂全
员参与、全员有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良

【征集监管】 开展＂征信信息安全管理深化 好工作格局。严格出入库管理，认真履行守卫工
年＂活动，积极开展接入机构非现场监管，组织
对辖内９家接入机构合规使用征信系统情况进行
考核评级，并进行通报。对３５家银行网点开展征

信信息安全巡查工作，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

作职责，加强发行库守卫值班管理，规范电视监

控系统操作，加强发行库库区安全警戒，保证库
区的安全。强化枪支弹药管理，以枪弹动态管理
为重点，严格做到＂枪弹分离、枪支与弹药分开

成功上线《甘肃省农（牧）户信用信息管理系 保管、枪柜上下钥匙分开保管的＇三分开＇＂，
统》，稳步开展征信管理二代系统升级工作。严 确保枪支弹药的绝对安全。强化风险动态防控，
格执行异常查询监测制度，加强自助查询设备管

对支行周围情况进行安全评估，重点对发行库

理，杜绝违规查询现象。按照＂保证需求、以新

区、办公楼、职工食堂等部位安全状况进行日常

逐旧、提高整洁度＂的目标，做好永登、天祝两
县现金供应工作。持续加大小面额货币投放力
度，落实小面额现金备付、主办银行和主办网点
三项制度，满足人民群众对小面额货币的需求，

巡查，及时堵塞漏洞，消除隐患。对于巡查中发现
的问题、隐患和漏洞，采取有力措施立即整改。
狠抓安全保卫业务培训，提高保卫人员先期处置
和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能力。强化保卫队伍管

确保现金供应总量、结构合理。

理，积极开展谈心、家访等活动，了解掌握思想
状况、业务履职、家庭生活、社会交往等情况，

【金融知识宣传】 深入开展现金服务示范区创
建活动，制定《永登县创建现金服务示范区工作
放案》，确定兰州银行广场支行为现金服务示范

确保队伍整体稳定。定期开展守卫、持枪人员考
核，积极开展＂央行卫士＂评选活动，大力弘扬
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奋发向上的精神。

点，并授牌，实现现金服务标准化＂六统一＂，
提高金融消费者接受现金服务的幸福感和满意

【扫黑除恶】 贯彻落实总行和兰州中心支行综

度。积极开展整治拒收现金工作，构建整治拒收 合治理工作要求，深入开展平安建设，拓宽社会
现金长效机制，满足社会公众多样化的支付需

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领域，不断提高社会治安综合

求。充分利用＂３·１５＂金融消费者权益日＂６·

治理工作质量，努力营建和谐稳定的工作生活环

１４＂征信宣传日＂普及金融知识，守住＇钱袋 境。切实做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各项工作，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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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除恶推进会议，以股室为单位开展涉黑涉恶

线索摸排，分解落实扫黑除恶工作任务。组织全
县金融机构进行非法集资犯罪的概念、表现形式
和常见手段以及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的有关法
律、法规政策等相关金融知识宣传，不断提高群
众金融风险意识和维权意识。

领导名录
长ｊ
行 长
刘亚峰

副行长 张宏德

胡正红

（刘巩斌）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登支行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６日，永登支行开展＂普及金融知识、
提升金融素养＂宣传活动

【信贷管理】 公司贷款，积极营销项目贷款和
流动资金贷款，大力发展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小
企业贷款，普惠贷款结构得到优化，全力做好存

【概况】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登支行成立
于１９８５年，截至２０１９年有营业网点４个，分别为
支行营业室、纬五路支行、中堡支行、建设坪支

行，全行员工５４人，在职党员２２名。
【业务经营】 各项存款余额１１４７２１万元，其

量贷款风险防控和不良贷款清收处置工作，推动
小企业贷款业务健康发展。个人贷款，锁定目标
抓项目，批量营销个贷客户，积极储备按揭资
源，发放个人一手房按揭贷款，有效控制个贷

不良。

中∶储蓄存款余额７６３０８万元；公司存款余额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以党建促
１６６３９万元；机构存款（含同业）余额２１７７４万

元。各项贷款余额１０８３３０万元，其中∶公司贷款
余额７７１０１万元；小企业贷款余额５５０１万元；个

工作作风转变，提升全员战斗力。扎实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认真贯彻落实兰州
分行党委工作要求，不断提升自身修养、提升执

人贷款余额２５７２８万元。实现拨前利润２１１７万 行力，着力加强班子建设，转变管理人员工作作

元，净利润 １８０１万元。

风，以良好作风克服前进中的困难，以良好作风
推动各项经营工作开展。深入开展优质服务创建

工作，发掘和选树了服务意识强、服务技能高、
服务水平优、营销业绩突出的明星，推动全行整
体服务水平不断提升。以人为本，从细节入手，
扎实做好关爱员工工作，坚持员工、家属生病住

院慰问制度；及时关注网点、员工工作和生活情
况，力所能及解决现实问题和困难。重要节日组
织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增强全行凝聚力和向心
力。党支部和党员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模范
带头作用，使员工队伍干劲十足，党群关系和谐

发展。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２日，工行永登支行扶贫援建苦水镇大

路村＂Ｕ＂型槽项目

【业务拓展】 对公存款，以＂工商企业通＂、

· ２３５

永登年鉴（２０２０）

大额资金支付平台为核心，拓展公司客户。以小

企业贷款为依托，积极拓展县域小企业客户。机 【安全保卫】 每逢节日，提前安排，加强对
构客户做好重点客户存款营销和拓展，为增存打
下良好基础。储蓄存款，重点走访代发工资单位
着力营销薪金溢、县域定期存款、大额存单等产

网点的安全检查工作，确保营业网点的安全运

行。配合兰州分行保卫部门，在网点举行反抢劫
和防火实战演练，提高员工的反抢劫意识和技

品，提升留存率，举办存量代发工资单位座谈 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会、理财沙龙。以节节高、大额存单、三融产品
为抓手，不断壮大个人优质客户群体。组织个人
团队、营业网点，着重营销保本理财、结构性存
款等产品。开展＂进企业、进机关、进学校、进

商户、进社区、进街道＂等场景营销，以创新存

款产品、工银聚富、添利宝、工银ｅ生活、信用
卡、三融产品为抓手，实施获客、吸客、粘客。
拓宽增收渠道，推动中间业务发展。充分发挥网
点阵地营销作用，做好基、保、理业务销售，以
保本随心ｅ、结构性存款、工银理财、添利宝产
品为抓手，营销个人中高端客户。狠抓贵金属、
法人理财销售。大力拓展Ｅ分期与幸福分期业
务。围绕巩固扩大存量和拓展新商户，提升回佣
收入。围绕重点特约商户，加大服务频次，提升

特约商户收单额。
【队伍建设】 紧扣总、省行内控合规＂压实责

＂八一＂慰问消防官兵

领导名录
行 长 杨玉武（７月任）

副行长 王德明

徐文贤

（王 清）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登支行

任年＂主题活动，按照序时进度抓好主题活动的

开展。强力推动《内部控制手册》落地执行。组
织员工认真学习《商业银行合规红线手册》，采
取多种形式开展培训，不断增强全员合规意识。
加强日常管理，落实三道防线，不断强化日常管

【概况】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登支行（以
下简称支行）现有营业网点２个（永登支行营业
室、永登胜利街支行）。在职员工３４人，其中男

员工１７人，女员工１７人，平均年龄４４岁，在职

理力度。推动案件风险管控措施的执行，加强监 党员１３人，退休党员４人。
测分析和预警提示，切实压降风险暴露水平。组
织落实员工异常行为分级排查工作，开展对员工

【存贷业务】 ２０１９年，支行各项存款时点余额

异常行为集中整治活动。学习《一级支行渠道管

７．４５亿元，各项贷款余额４．４１亿元，实现经营利

理评价规则》及《网点厅堂服务检查评价标准》 润１２９２万元。
等制度办法，切实提升全员的服务意识和服务水
平。经常性检查网点厅堂服务检查评价标准落实 【业务发展】 ２０１９年，支行借政府机构改革，
情况，督促员工强化服务意识，抓好环境卫生整 成功营销开立永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县金融办
治，查找和解决服务工作中的不足，逐一整改落
实。量化检查质量的考核，从严要求、从严检

查，切实做到依法合规经营。

·２３６·

两个机构业务基本账户、县国土资源局原矿山恢

复治理基金涉矿企业保证金账户、住建局维修基
金专户，并获得维修基金独家缴存经办权。在全

金融 保险
县１６个乡镇、２１０个行政村设立２１０个＂裕农

理认真落实整改；建立＂两防＂联席会议机制，

通＂普惠金融助农点，拓展建行业务的服务半
径，方便群众办理业务，打通乡村普惠金融＂最

围绕＂合规＂管理四项目标，压实＂合规＂主体
责任、管理责任和监督责任；主动推进＂合规＂

后一公里＂。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完成主题
教育规定动作及自选动作。通过开展主题教育，

检查，强化问题整改，加大违纪违规的追责和警
示教育力度，有效发现风险并及时堵塞漏洞，弥
补缺陷积极推进落实风险管理，全面系统推进合

规风险管理工作。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践行＂两个维
护＂更加有力；思想境界、理论知识更加扎实；
工作思路、解决问题能力更加明晰，基本实现
＂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
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的

【强化管理】 提升服务质量，将＂客户至上、

目标。

领导名录

【脱贫攻坚】 认真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精准
扶贫工作要求，对全部贫困户进行建档立卡和支
持帮扶。每逢节日，逐户上门对贫困户进行慰
问。组织青年员工志愿者在扶贫村开展＂庆五
四 迎六一 助成长 促扶贫＂主题活动。开展

副行长 徐大联

注重细节＂的服务理念扎根于心。提高员工的责
任意识，提升客户服务质量。以服务为基石，强

化服务管理，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感受，维护建

行优质服务品牌形象。

行 长 杨永贵

鲁雪辉

（俞东升）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登县支行

＂金融知识进扶贫村＂暨党建联学联建活动。就
普惠金融、信用卡、电子银行等金融产品向群众 【概况】 中国农业银行永登县支行（以下简称
进行宣讲，促进金融扶贫。在扶贫村设立＂裕农 县支行）成立于１９５６年，１９５７年撤并，１９６３年
通助农点，方便村民存取现及转账汇款。２０１９

重建，１９６５年再次撤销，１９８０年１月１日恢复，

年，积极向上级行申报２组１０万千瓦光伏项目
（价值１０万元），项目通过省建行审批投入运行，
填补贫困村集体经济空白，为贫困村带来一定的

恢复时全行职工人数７５人。经历无数次的机构改

经济效益。

革和整合，２００９年股改上市，名称变更为∶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登县支行，２０１３年８
月，辖属网点秦川分理处、中川分理处相继划归
兰州新区支行，２０１５年１月兰州龙山支行划归兰

【金融科技】 以科技助力，聚集民营企业和小
微企业，拓展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将营业
网点打造成普惠金融主阵地。深入推进金融科
技，以智慧聚能激发新动力，提升金融科技驱动

州金穗支行。截至２０１９年底，支行辖营业室、东

关、南街、红城、建设坪分理处等５个营业机
构，共设各类自助设备３３台，其中ＡＴＭ等现金
自助设备２３台（取款机８台、存取款一体机１５

能力，增强加快发展的内生动力，围绕新战略、

台）、非现金自助设备 １０台 （多媒体查询机８

新金融、新业态，聚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综合

台、对公回单柜２台）、超级柜台８台。机关内设
综合管理部、客户部、财会运营部、风险管理部

金融服务，提高金融服务能力。

等４个职能部门，全行在编员工７１人，支行党委

【风险管控】严格执行银监会系列专项治理和
建总行四个领域专项整治活动，重点领域专项治

下设立基层党支部７个，共产党员４８名。

·２３７．

永登年鉴（２０２０）
【经营理念】 县支行秉承＂诚信立业，稳健行

少９１５ 万元，占比为０．９７？？较年初减少２．９８个

远＂的核心价值观，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客
户为中心，以效益为目标＂的经营理念，肩负

百分点，占比低于全市农行平均水平０．４２个百

分点。

＂面向＇三农＇，服务城乡，回报股东，成就员

工＂的企业使命，恪守＂客户至上，始终如一＂
服务广大客户、支持地方经济建设为己任，认真

【社会服务】 县支行秉承＂服务大众，回馈社
会＂的宗旨。７月７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８周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来临之际，支行

履行服务三农、服务实体经济、服务社会的

党委组织基层党支部书记、入党积极分子和员工

的服务理念，充分发挥城乡联动的独特优势，以

职责。

代表共计２３人，赴全国红色教育基地哈达铺，举
行向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重温
【经营范围】 县支行主要办理人民币存款、贷 入党誓词、深切缅怀烈士的不朽功绩，大力弘扬
款、结算业务；办理票据贴现；代理发行金融债

烈士精神，表达全支行党员职工＂不忘初心、牢

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销售政府债券；买卖

记使命、继往开来、不懈奋斗＂的坚定信心和决
心。７月２５日，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兰

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其总
行在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业务范围内授权的业
务；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其他业务。

州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杨志武携机构业务部副
总经理尤丽华、客户经理冯诚婧一行赴驻永部队

野外驻训基地开展＂八一＂慰问活动，为官兵送

【业务经营】 ２０１９年，县支行日均核心存款余

上节日祝福和慰问品，并与部队领导交流座谈，

额１２６６３８万元，较上年增加１２５６７万元。实现全

详细了解广大官兵的金融需求，征求部队官兵对
农行金融服务的意见建议，有针对性地介绍相关
金融产品，现场指导解决官兵们日常金融业务办

额资金净收益２２０７．５万元。营业收入、拨备前利

润、净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２０．２４？？５１．９７？？
２０．２４？？全年投放惠农ｅ贷５６５７万元，余额达到

理中遇到的问题。部队首长对县支行多年来的金
７２５７万元，惠及农户６４８户；累计投放小微企业 融服务表示赞赏，并感谢县支行多年的关心和支
贷款６笔，投放金额１０７４万元；投放精准扶贫贷 持，通过双方深化合作，实现＂民拥军、军爱
款２４６７万元，带动４７６ 户建档立卡户稳定脱贫； 民＂良好的发展格局。在＂五四＂青年节和＂重
配合社保、医保局全力收缴养老金和医保金，新
增社会保障卡２７５３３张，累计发卡达到４２．７万

阳节＂，党员和青年员工到福寿康乐园看望慰问
孤寡老人，为老人们送去亲切关怀和慰问。积极

张；代发工资１．１６亿元，带动掌银８３６０户、微信
银行１７４３户；新增Ⅱ类账户３１６３户、Ⅲ类账户

参与永登县创建文明城市各项活动。９月２６日，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前夕，为增强全行

９５２１户。

干部员工的爱国热情、激发干事创业活力，深入

开展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风险控制】严格控制信用风险，严把新增贷 按照兰州分行党委关于开展＂共唱国歌 祝福祖
款质量关，按照相关规定做好贷后管理工作，加 国＂活动的通知要求，县支行党委组织全体党
大对不良贷款的清收力度，对长期赖账户坚决予

以依法起诉，最大程度化解存量资产风险。组建

员、入党积极分子和员工代在县人民公园高唱国
歌，庆祝伟大祖国７０华诞，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

会计、风险、法务、监管等四支队伍，防范各业 盛！１１月２７日，支行联合河桥镇政府召集养殖
务条线操作风险，加大对会计、信贷等业务的排 大户在镇政府四楼召开农行＂富民产业贷＂系列
查力度。加大事后监管力度，加强信贷客户用信
后的资金用途流向监管，强化会计风险控制。截
至２０１９年底，全行不良贷款５７４万元，较年初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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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推介营销大会，全镇养殖大户等１３０名客户
到场参加。县支行副行长孔临升向在场客户就

＂富民产业贷＂系列产品惠农ｅ贷、陇原农担贷、

金融 保险
产业贷、代收代付、社保、医保缴费等产品特性

及所需资料等进行详细讲解，并现场解答客户提
问，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建设坪分理处主任、
客户经理陪同参加会议，现场发放宣传折页１１５

流程，加快发展步伐，为广大客户提供更全面优
质的金融服务，以服务＂三农＂的责任担当精神
为引领，继续在农村金融体系中发挥好骨干支柱
作用，为实现幸福农行而努力奋斗！

份，登记贷款意向客户 ５１户。

领导名录
【脱贫攻坚】 为扎实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在第６个国家扶贫日来临之际，
１０月１７日，县支行全体班子成员及帮扶干部，
深入定点帮扶村——连城镇浪排村开展＂到户扶
贫强基础 金融扶贫兴产业＂２０１９年扶贫日活
动。联合浪排村党支部共同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交流

金融扶贫相关工作，并与＂两委＂班子进行座
谈，详细了解浪排村脱贫攻坚工作中遇到的困难

长 董小川
党委书记、行长
纪 委书 记 苏荣国

副 行 长 孔临升

杨晓琳
刘力钧
工 会 主 席 鲁玉顺

（尚慧良）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和问题，共同谋划脱贫攻坚工作帮扶措施。副行
长孔临升重点就惠农ｅ贷和富民产业贷等贷款政

【概况】 永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以下简称

策进行讲解、对２０２Ｏ年养老金和医疗保险费网上

＂永登县联社＂）是经甘肃省银监局批准，于

缴纳的新流程进行详细介绍。对何宝学，薛生 ２００９年３月２９日改制成立为县一级法人的金融机
玉，杨进忠，王五十七等７户未脱贫建档立卡户
送去生活慰问品。截至９月末，登农行定点帮扶
的５３户建档立卡户，脱贫４６户，初步验收剩余

７户。

构，位于甘肃省兰州市永登县城关镇解放街９４
号。内设综合管理部、会计财务部、市场发展

部、风险管理部、稽核审计部、电子银行部、安
全保卫部７个管理部门；下辖１个营业部、１８个
信用社、２８个信用分社，累计设立１６１处便民金

【金融扶贫调研】 ９月２５日，兰州分行党委委
员、副行长杨志武赴县农行调研指导金融扶贫工
作，并对支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开展情况进行指导，杨行长首先深入永登子山种植
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详细了解该企业经营状

融服务点、惠民点和农村金融服务室；全县信用

况、发展前景、金融需求以及对农行金融服务方

领、合规经营、创新驱动、稳健发展＂的理念，

面的建议，当了解到企业驴皮库存大、销售渠道

倾力服务＂三农＂、支农支小、扶贫扶微的市场

有限，且价格低、利润薄的情况后，杨行长立即

定位，专注主业，服务县域，深植根基。全面对
接和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严格落实高质量发展要
求，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认真贯彻落实
县委、县政府政策，助力脱贫攻坚，聚焦产业扶
贫，全力做好精准扶贫工作，把信贷政策与扶贫
政策同步实施，精准对接金融需求，持续加大信
贷支持力度，充分发挥农村金融和金融脱贫主力
军作用，倾力支持县域经济全面发展。

联系国内某阿胶生产企业负责人，帮助企业拓宽

产品销路。企业负责人对杨行长务实的工作作风

表示感谢。
【发展目标】 以＂建设一流现代商业银行＂为
愿景奋斗目标，坚持＂高品质、高效率、负责

任＂的文化追求，倡导＂违规就是风险，安全就
是效益＂的风险理念。提高营销效率，优化业务

社正式员工３９９人，设立基层党支部１７个，在岗
共产党员１６６名，退休党员３７名。

【经营理念】 永登县联社始终坚持＂党建统

·２３９·

永登年鉴（２０２０）

【经营范围】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 办理

国内结算、票据承兑与贴现；代理其他银行的金
融业务，代理收付款项，代理发行、代理兑付、

承销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券；买卖国债和政策性

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提供保管箱服务；办
理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业务经营】 ２０１９年，永登县联社紧紧围绕风
险防控、业务发展、专项整顿＂三大任务＂，深
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注

支农支小支微，精准助力脱贫攻坚，着力防范化
解风险，全面加强内控管理，不断改善金融服
务，狠抓体制机制建设，重构科技信息体系，统

联社开展＂不忘实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部署

会议

筹谋划改革发展。各项业务呈现平稳发展、企稳

【主题教育】 紧密围绕中央、省委和省联社党

向好的态势。截至２０１９年底，各项存款余额
６５．６９亿元，存款市场份额位居全县金融机构第

委关于开展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工作部署，扎实开展主题教育工作，聚焦学
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四个

一；各项贷款余额９１亿元，其中∶涉农贷款余额
４１．４７亿元，占比４５．５７？？发放产业扶贫贷款１．５ ＂贯穿始终＂，系统性进行主题教育交流研讨、对
亿元，贷款市场份额位居全县金融机构第一。

照党章党规找差距、专题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
会、教育成果测评会、总结大会等。将主题教育

【风险防控】 ２０１９年，永登县联社紧扣＂改革

化险、发展化险、清收化险＂总思路，巩固＂合

成果转化为全面提升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水平助力
脱贫攻坚、全面提振干部员工精神士气激活内生

动力、全面构建风险防控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现实生产力。提升党员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和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提升领导班子
工作能力、管理水平和领导全体干部员工建功新

时代、推动新发展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引导党员

信贷风险控制与法律风险实践案件分析培训班

规年＂建设成果，深入推进从严管社治社，深化
市场乱象整治，防范化解重大经营风险，从整章
建制入手，优化治理体系，细化业务流程，逐步

干部站稳群众立场、坚持群众观点，持续改进工
作方法、转变工作作风；推动党员干部保持清正
廉洁的政治本色，自觉同特权思想作斗争。初步
实现＂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
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

率＂的具体目标。

完善各项风险防控制度，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强

【企业文化】 永登联社始终将企业文化建设与
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全面塑造企业良好形象。

化全员合规意识，形成管理有序、激励有效、约

通过拓宽企业各项文化载体，加速企业成长。

束严格的运行机制，为业务经营稳健发展提供坚

２０１９年里，为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

实的保障。

·２４０·

周年，组织全体员工唱响《我和我的祖国》；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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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全体党员干部积极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组织党

纪委书记、监事长

员干部赴古浪战役纪念馆，瞻仰红军西路军革命
烈士；组织党支部书记进行轮训；开展＂不忘初

党委委员、副主任

心、牢记使命＂专题讲座；高考期间开展＂信合
助力、高考必胜＂高考直通车活动；开展庆祝建
党９８周年主题党日等活动，全面展示永登县联社
全体员工良好的精神风貌和积极向上的风采。

张学瑞（１１月任）

杨岳高
陈立成

（丁力博）

甘肃银行永登支行
【概况】 甘肃银行永登支行成立于２０１８年１０

【员工培训】 永登联社始终坚持把加强员工学 月２８日（以下简称支行），现有员工１４人，按条
习教育作为一项长期性、基础性工作，坚持将业 线分工负责，设置职能部室分别为∶公司部、个
务培训和岗位练兵相结合，按照集中培训为主
导、集体学习与业余自学为基础的原则，年度内
开展信贷风险控制与法律风险实战案例分析培
训、服务营销效能提升培训、廉政警示教育专题
培训等，苦练技能，内强素质，外树形象，全面

都，ＡＴＭ布放４台，均在永登县城内。

提升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提高客户体验，树立

５２５３５．１７万元。其中，对公存款１５４９９．７７万元，

积极向上、昂扬奋进的农信形象。

储蓄存款３７０３５．４万元。对公账户数为２７０户。各
项贷款余额 １５４４８．７８万元。其中，公司类贷款
１３３６３．７８万元，个人贷款２０８５万元。

【发展目标】 以服务＂三农＂为宗旨，保持战
略定力，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转变发展方
式为主线，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着力加大
信贷投放，强化风险管控，完善产品服务，优化

人业务部、综合管理部、营业室。设有一个营业
网点，一个离行式自助银行，位于城关镇盛世名

【经营情况】 ２０１９ 年，支行一般性存款

【经营理念】 支行坚持＂服务地方经济、服务
三农发展、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的市

业务流程，提高服务效率，切实增强核心竞争 场定位，主打＂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
力，不断促进转型发展，努力打造成经营合规、 行＂。同时坚持落实扶贫政策，认真落实省委省
效益良好、服务一流的现代金融企业，为永登县

政府脱贫攻坚政策，精准对接当地贫困地区，加

的经济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大相关资金投放，大力支持县域经济全面发展。

【风险防控】 支行在抓好业务发展的同时，围
绕各业务板块，认真做好建章立制工作，努力完
善内控机制建设。会计结算方面∶制定学习计

划，学习《甘肃银行会计基本规定》《甘肃银行
票据管理办法》《甘肃银行会计业务内部控制办

法》等制度，有力保障业务的正常有序运行。信

主题党日活动

贷方面∶制定学习计划，学习《审贷委员会工作
规程》《客户授信管理办法》等制度，加强客户
经理在贷前、贷中、贷后合规操作，坚持双人调

查，调查人与审查人相分离制度。

领导名录
党委书记、理事长 雷军锋

党委副书记、主任 张 睿

【党的建设】 ２０１９年，支行深入开展＂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认真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加强

·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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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市
委市政府、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兰州
银行总行＂一四六三三＂战略，全面推进各项工

慰问贫困户

植树造林

党员队伍管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把
干部的力量凝聚在支行的发展实践中来，同时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作发展。围绕兰州银行总行《２０１９年服务提升工
作指导意见》，认真开展网点服务质量提升年工
作，要求辖内营业网点继续把＂真诚服务、客户

至上＂的服务理念和服务内涵融入日常工作中，
细化服务标准，全面提升服务质效，持续打造
＂兰州银行 幸福银行＂服务品牌，引领县域金

融行业服务创新方向。通过对标对表、全面提

领导名录

升、多措并举、狠抓落实，辖内支行营业室和永
登广场支行营业室完成营业网点双标服务认证，

副行长 钱崇斌

被中金国盛认证中心授予＂银行营业网点服务认
证国家标准达标单位＂；辖内永登广场支行通过

行 长 杨绪万

（张瑞彬）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登支行
【概况】 兰州银行永登支行（以下简称支行）
成立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现有员工４７人。下设办公
室、客户经理部、风险合规部、会计财务部、营
业室、下辖永登广场支行、永登胜利街社支行，

积极创建，被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评为甘
肃省首批３５家＂现金服务示范网点＂之一。支行
始终秉承＂服务地方、服务民营、服务中小、服
务市民＂的经营理念，坚持＂为民、务实、高
效、廉洁＂的工作作风，有力促进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２０１９年同，支行各项存款余额２７．６３亿

元，各项贷款余额１８．５７亿元。

设有永登县人民医院离行式自助区和树屏产业园

离行式自助区。

【支持＂三农＂】 兰州银行永登支行始终高度重

【党的建设】支行坚持把党的建设、经营工作

视＂三农＂工作，积极引导信贷资金向＂三农＂
倾斜，在加大支持全县＂三农＂业务的同时，提

以及作风建设同安排、同部署，并认真安排落
实。２０１９年，根据党中央省市委以及兰州银行总

高资金利用效率，每年多次组织员工深入各乡
镇，走访全县涉农企业和个体经营者，为涉农企

行党委要求，支行党支部全面深入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以党的十九大、十九

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持续推进党建标准
化。同时继续认真落实＂三会一课＂制度，通过
甘肃党建、学习强国等ＡＰＰ督促党员干部加强学

习、不断提升，增强党支部凝聚力、战斗力，强
化党员队伍团队协作能力，提升党员干部理论素

养和工作作风。
【服务提升】 ２０１９年，支行以党的十九大、十

·２４２．

支行党支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金融 保险

融服务。

领导名录
行长 石兴儒
副行长 王宗宁

（丁宗焱）

农业发展银行永登县支行
为民服务

【概况】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永登县支行（以下
简称支行）是国务院直属领导的唯一一家农业政
策性银行，１９９４年 １１月挂牌成立。主要职能是
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以国家信

业和个体经营者提供便利的金融服务和支持，通
过持续开展相关工作，先后扶持成长起来一批重 用为基础，筹集资金，承担国家规定的农业政策
点企业，为全县经济发展做出积极努力。为支持
脱贫攻坚战，支持全县农业生产和精准扶贫户发

性金融业务，代理财政支农资金的拨付，为农业

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

展，２０１８年精准扶贫专项贷款到期后，支行向部

分企业和农户办理续贷手续。农户自主使用类续 【完成业务】 全年累计投放贷款１５．０４亿元，
贷２６０２户，金额１０３６４．６万元；＂户贷企用＂类转

商业贷款７６１５万元。涉农贷款余额约１１亿元，
占贷款总额的６０？？右。积极对接帮扶村和帮扶
农户，先后联系帮扶坪城乡歇地沟村和河桥镇马

同比增加２．９５亿元，贷款余额达到３４．８９亿元，
较年初增加１１．０２亿元，增长４６．１７？？其中，扶
贫贷款投放 １５亿元，完成省分行营业部下达计划

的２１４．２９？？圆满完成年初预定目标；各项存款
军村，通过精准施策、精准帮扶，联系帮扶的河 余额７．９３亿元，日均存款余额达到１０．９５亿元，
桥镇马军村３６ 户建档立卡户全部脱贫，在全县 同比增长８６０．５３？？日均存款成倍增长；实现经
２０１９年度精准扶贫考核工作支行被评为＂优秀＂。 营利润５２２３．３５万元，较去年相比增加４８５５万
元，完成省分行营业 部下 达利润计划的
【管控优化】２０１９年，支行按照兰州银行总行
关于机构人员编制＂三定＂工作要求，细化各岗
位职责，提升全员工作效率。通过持续开展异常
行为排查工作、案例警示教育活动、扫黑除恶专

项行动以及普法宣传教育活动，加强内控管理及
风险防范工作。

２９０．１９？？人均利润达到 ３２６．４５ 万元，增长
３０３．４５万元，同比增加１４１９．３９？？超额完成省分
行营业部下达的利润计划；中间业务收入６．１２万
元，同比增加２万元；国际业务结算量１１７３．９８万
元，完成省分行营业部下达计划的３９１？？？贷
存款客户数１６户，完成省分行营业部下达计划的

１０６．６７？？？良贷款余额和比率继续保持为零。
【社会服务】５月，支行在永登县人民医院开
展的＂银医社＂项目正式投入运营，该项目所投
放的设备实现自助挂号、缴费、查询、自助打印
化验单、自助打印影像片等诸多功能，＂银医
社＂项目投入运营后，为医护人员和患者提供大
地便利。１０月，胜利街社区支行正式营业、丰富
银行金融服务网点，为城乡居民提供更便捷的金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深入开展
支行新一届党支部班子坚持把深入开展第二批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作为推进全面
从严管党治行的重要抓手。按照总、分行及营业
部《关于开展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实施方案》工作要求，支行党支部多次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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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专题会议，强化谋划部署、深化思想发动、细 区政府主要领导座谈衔接项目，为启动＂第二轮
化工作安排，全力推动主题教育各项举措落实落 业务发展黄金期＂打下基础。兰州动物园易地搬
地。支部班子带头学，制定学习计划，认真组织 迁项目贷款金额１３亿元，进行补充审批处审查意
全体党员开展理论学习，取得良好的学习教育效 见。甘肃药业投资集团医用同位素生产项目贷款
果。与上级行牵头部领导和部门共同开展调查研 金额１２亿元，完成评级、项目初评，争取２０２０
究，支行班子成员根据调研情况，认真思考分 年一季度审批投放到位。兰州中川国际机场三期
析，深度聚焦调研主题，做到调查研究重实效。 扩建征地拆迁项目贷款金额４６．５亿元，贷款上报
支行党支部班子和班子成员检视自身，聚焦＂六 省分行，进行复评。
个对照＂，重点查找＂五个方面＂的差距。通过

发放征求意见表、设立意见箱、多方位征集问 【营销宣传】 ２０１９年，支持开展＂春天行动＂
题，通过班子成员互相帮、集体议、谈心谈话等

多种方式，一对一、面对面征求意见建议，确保
问题查全、查准、查实，形成检视问题自查报

存款活动以来，全行上下统一思想，牢固树立
＂存款兴行＂意识，在行内构建起全员营销存款
的氛围。面对利差空间不断缩小、金融监管力度

告、梳理建立问题整改台账，切实做到＂真查、 不断强化、存款工作压力持续增大的严峻形势，
真找、真对照、真剖析＂。围绕作风问题抓整
改，围绕脱贫攻坚专项巡视问题抓整治，制定整
改计划，建立整改台账，制定整改措施，落实整
改责任，切实抓好整改落实，坚持做到真改、实

改强基础。
【信贷支农】 认真贯彻落实全市支行行长会议
精神，结合本行实际，研究确定支行业务发展目
标，切实把支行长会议提出的各项任务和要求落
到实处。理清工作思路，突出重点，切实抓好各
项工作任务落实。增强员工责任意识和经营意识

方面下功夫，在充分调动广大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方面做努力，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激发员工的正
能量，为各项工作的有效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２０１９年，支行认真贯彻落实总分行提出的总体发

支行积极应对，抢抓有利时机，按照上级行组织
存款工作有关精神，主动与相关企业及部门对
接，针对性的开展工作，通过加强非贷账户营

销、延长资金支付链、存贷款一体化管理等措
施，存款组织工作取得良好成效。截至１２月底，
支行开户企业数为５０户，其中，营销非贷账户

３１户。
【基础管理】强化信贷制度和操作流程的执行
力，狠抓贷款收、放、管关键环节管理，坚决杜
绝有章不循、违规操作行为的发生，保持贷款
＂零不良＂目标；牢固树立全面、全程、全新、
全员风险管理理念，加强对风险的识别、检测和
控制，努力把风险化解在源头，防患于未然；加

强贷款资金支付管理，认真落实贷款资金支付管

展战略和营业部党委制定的目标任务，严控风

理各项规定，注重企业第一还款来源和现金流；

险，开拓创新，确保支行业务发展，全面完成信
贷业务目标任务。全年投放扶贫贷款１５亿元，完

加大贷后检查力度，落实客户经理监管职责。客
户经理定期不定期深入企业对贷款使用、生产经
营以及企业的财务状况、抵押物等情况进行全面

成投放贷款任务 １５０？？批待放扶贫贷款１３．５ 亿
元。累放粮棉油贷款３万元，批待放１亿元，完

时，帮助兰州粮食现代产业有限公司建立粮油储

管控，密切关注影响企业经营的重大事件；始终
把＂抓学习，夯基础＂作为强化基础管理，促进
合规经营的一项重要措施来抓。加强会计从业人

备体系，保障国家和地方粮食安全。完成农民专

员的政策理论和业务知识学习，提高制度执行

业合作社其他涉农小微贷款投放１００万元和产业

力，促使规范操作、合规经营；发挥会计主管和
坐班主任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督作用，有效杜绝

成任务的１４２．１３？？保证收购资金及时供应的同

化龙头企业粮食收购贷款３００万元。积极与省药
投、农发集团等省市平台协调沟通，主动拜访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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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错发生； 严把开户资料审核关，确保开户资料

金融 保险
真实、完整，结算账户业务办理手续合规，建立

督履责，设立阳光接待室，在全体职工和退休职

客户身份识别系统，严格资金使用，建立和完善
逐级审批制度，加强账户管理和反洗钱；坚持勤

工中开展重点领域违规违纪问题专项排查以及打
击非法集资排查工作。

俭办行思想，加强财务管理，规范财务行为。认
真落实各项财务制度，用好各项费用开支，努力
增收节支，全年实现各项收入１５６１１万元，各项
支出１０３８８万元；加强对机房强电和网络的检查
维护，完善应急处置机制，确保信息系统安全运
行。积极整改信息技术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确保

全行信息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
【党的建设】 认真落实中央和上级行＂从严从
实＂要求，始终把领导班子建设、员工队伍建
设、企业文化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作为履行政策
性银行职能的根本保障，与业务发展同部署、同

【营销贷款】 ２０１９年，累计新营销贷款总需求
达７０亿元。其中，兰州动物园易地搬迁项目资金
总需求１３亿元，承贷主体信用等级评定上报省分
行。甘肃药投核素项目资金总需求１２亿元，完善

项目可研报告。机场三期项目总需求４５亿元，项
目实施方案待主管部门审批，协同上级行先行进
行项目评估。会计结算部为新核心系统和财管系
统顺利上线做出不懈努力，付出大量心血。全行
上下通过学习教育，提升责任担当、强化执行落

实，从历次内外部检查及省分行综合大检查来
看，职工合规意识提升，全行基础管理夯实。

安排、同考核，有力地促进全行各项工作的顺利

开展。支行党支部坚持服务型党支部建设，深入
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树立农发行良好的社会形
象，为促进业务经营的稳健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安全管理】 着力打造平安农发行，继续保持
建行以来大案要案、重大责任事故为零的良好态

坚持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不断加强支部建

目小组，积极与省药投、市农发集团等省市级平
台协调沟通，主动拜访县区政府主要领导座谈衔
接项目，有力的扭转支行在项目储备上遇到的空

设。以＂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意见＂为开展
党建工作的依据，着力加强支部建设，积极发挥

势。成立以党支部班子成员为客户经理的重点项

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制定

档期和瓶颈期，为支行启动＂第二轮业务发展黄
学习计划将学习内容细化到每个月、每个党小 金期＂打下基础。
明确安全保卫责任，全员层层签订安全保卫
组。借助手机ＡＰＰ和行内信息化党建平台、学习
园地等多种平台将党建工作渗透到日常工作的方 目标责任书，落实定期检查制度，加强对重要岗
方面面。为全体党员职工购买教育书籍，通过设
计置办主题教育形象墙、横幅、易拉宝等展栏，

积极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严格执行＂三会一课＂制度，坚持学党章党
规、学总书记系列讲话，既做好＂规定动作＂，
又创造性地做好＂自有动作＂。９月，主题教育开
展以来，组织开展三次专题研讨、三次党支部成
员讲党课会议，通过辖内干部职工捐款，开展向

位、重要环节的监督管理，落实维护社会稳定的
相关责任，切实加强人防、物防、技防的工作
力。在加强领导，严格管理，健全制度，强化监
督检查的基础上，坚持把增强员工的安全意识作

为提高安全管理的重要措施来抓，加强学习教
育，开展安全防范演练和安全生产教育。通过采

取有效的工作措施，使支行的安全保卫工作规范

永登县敬老院献爱心送温暖的志愿服务活动。与
天祝县支行组织开展党建与业务发展结对共建主

化管理水平得到提高。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
积极组织员工开展一些健康向上的文体娱乐活
动，让大家深切感受到农发行大家庭的温馨和谐

题党日活动。严格执行＂五条红线＂纪律规定，

氛围。加强对退休老干部的管理，定期与退休老

在节假日敲好警钟，结合车改政策规定、公车管

干部联系沟通，重大节日上门慰问，做到对退休

理使用情况及在全行范围内开展对公款购买消费

老党员、老干部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心、生活

白酒情况集中排查等多项工作。加强纪检委员监 上照顾、精神上关怀。积极开展各项送温暖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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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每逢职工家中嫁娶喜事，上门送去祝福，职
工及家属生病住院及时探望慰问，全年共慰问退
休职工及遗属１０人次，彰显农发行人文关怀理念

和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

元。这些保费的收入为千家万户带去的安心的保

障，也为众多的家庭、众多的患者解决疾病医
疗、意外医疗所带来的经济负担。同时，公司的
发展经营更是朝着向系统化、专业化、智能化稳
步发展，为广大客户提供更多、更好的经济保障。

领导名录

行 长

【创优争先】 永登支公司处于面对社会、接触

副行长 孙 炳

群众的前沿，如何把优质的服务精神变成创优争

彭国清（６月任）

任建文（６月任）

（李永生）

平安人寿永登支公司
【概况】 平安人寿永登支公司（以简称永登支
公司）成立于２００３年２月２０日，现有内勤７人，
外勤３３１人，永登支公司现有４个部、１个课，分
别是甘玉梅部、龙文香部、李振宇部、常伟山

部、韩红梅课。

先的动力，增强创建文明、秩序、服务的团队，
规范的礼貌用语及有声的服务，以和蔼可亲的状
态、规范的服务、快捷速度，更好的服务客户。
２０１９年永登支公司响应分公司号召，积极开展以
＂壮丽山河 平安奋进＂为主题的马拉松活
动，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参与，反响强烈。同时，
按照县委金融办及人民银行要求永登支公司积极
开展反洗钱等各项促进金融稳定性工作，为社会
的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领导名录

经 理 贾 辉
【服务宗旨】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将＂客户
至上、为客户带来全面的保障＂的精神贯彻到公司
发展的方方面面，这种精神鼓励着员工在困难和挫
折面前团结一致、勇往直前，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实现公司各个阶段的工。作为一家保险公司，本着
树立＂公司为客户＂的服务精神，提升公司的形
象、全员综合素质、公司经营质量，形成＂爱岗、
敬业、沟通、包容、关爱＂的良好作风。

主 任 滑 燕

（张 龙）

人寿保险公司永登县支公司
【概况】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登县支
公司（简称国寿永登县支公司）成立于１９８６年６

月，是永登境内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人寿保险
公司。前身是成立于１９４９年的原中国人民保险公

【队伍建设】人是生产力中最为关键的因素、
人才是公司发展的基石。正是基于这种理念，公

司，经历史沿革，２００３年更名为中国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是中央管理的国有大型综合金融保

司致力于＂人才是第一生产力＂的理念，尊重、 险企业，经营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
关心、理解员工。通过各种培训来提高员工的发 个人养老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人身保险的再保
展技能，通过这些培训来提升员工的综合素质。
积极开展各种创建活动，营造平安人特有的平安

险业务，各类代理业务；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已连续１７年入选《财富》世

文化，培养员工爱岗敬业的奉献精神、优质高效 界５００强，排名已跃升至第５１位，位居中国企业
的服务意识和勤奋严谨的工作作风。
第５位。公司在纽约、香港、上海三地上市，成
【业务发展】 ２０１９年，永登支公司业务稳步发
展，实现保费年收入１９７６．７万元，理赔１４４４万

·２４６·

为全球市值最大的上市寿险公司，持续领跑中国
金融保险行业。中国人寿永登县支公司地处永登

县城关镇人民街１４１号，建有综合办公大楼，有

金融 保险
现代化的传输设备及一流的服务设施，现有员工

寿的立司之本。注重承诺、讲究信用、诚信服务

２９５人，管理人员１５人，大专以上学历７８人。公

是中国人寿一贯倡导的原则。

司拥有个险、收展、银保、团险四大销售渠道，
下设农网２个营业部，７个服务所，县域３个营销
部，１个银行保险部、１个团险部、１个收展部和
１个客户服务中心。公司具有完善的业务、财
务、客服、微机处理系统，以及综合管理、培
训、理赔、售后服务等职能部门，属于一级法人

独立核算单位。

【保险发展】 严格按照上级公司的经营思路和
发展战略，团结一心，攻坚克难，负重前行，各
项工作平稳向好。在扩大业务规模的同时，优化
险种结构，各类险种达１２０余种，业务范围覆盖
全县各乡镇、村社。特别在学生保险、计划生育
保险、医院母婴安康保险、建筑工程保险、小额

贷款保险、个人医疗保险以及政策性＂农村两保
【企业文化】＂成己为人，成人达己＂是中国 一孤＂保险等方面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累计承保
人寿传承多年的企业文化核心理念。中国人寿认

客户达３２万人次，全提实现保费年收入７４４５．７７
万元，首年期缴保费 １０５６万元，较上年同比增长

为，只有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才能更好地为他
人服务；而通过成就和帮助他人，更能不断创造
自己的价值、实现自己的理想。成己与成人的概

１３４？？全年支出各类赔款及满期金 ２３０８．３１万

念是对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对人

发展，为本地民众提供社会经济保障，为加快县

人为我，我为人人这一和谐共处社会美德、和衷
共济保险观念的文化总结和提炼，是保险行业核
心价值理念在中国人寿的具体体现。

域经济发展起到＂稳定器＂＂减压阀＂的作用，

也为众多家庭、众多患者解决疾病医疗、意外伤

【经营理念】 国寿永登县支公司秉承＂依法合

【依法经营】 国寿永登支公司牢固树立红线意

规，创新驱动；诚实守信，客户至上＂的经营理
念，明确功能定位，正确履行职能，提高运行效

识，强化底线思维，筑牢＂防火墙＂，不碰＂高

元，有力地支持永登地区的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

害所带来的经济负担。

压线＂，完善内控机制，保底线、提价值、助发

率，大力加强执行力建设，保证内部令行禁止、 展，确保公司长治久安。县支公司作为一线作战
运行规范，系统上下同心同德、步调一致。各尽 单元，面临的风险点多面广，合规经营形势较为
其职，各专其长，协调配合，共同发展。以＂最 复杂，公司以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责任感，时刻
大诚信原则＂作为保险的基本原则，也是中国人 保持高度警惕，切实抓好合规经营，确保干成

２０１９年７月，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登支公
司为降低农户养殖风险承保肉羊养殖保险

开展以＂壮丽山河 平安奋进＂为主题的马拉松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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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不出事。在经营过程中，永登国寿结合监管 还积累充实的经济补偿责任准备金，有力保证赔

部门的要求，积极参与打击非法集资、反洗钱、

偿能力的稳定、简便和及时。

销售误导、电信诈骗等违法行为，并通过多种形

式、多种渠道，加大风险管控力度，建立多层级 【民生扶贫】 ２０１９年，人保财险永登支公司紧
风险防控体系。按照国寿＂以人为本，德才兼备＂ 紧跟随县委、县政府的工作步伐，在风险保障、社

的人才理念，严格要求从业人员依法展业，严于 会管理、资金融通、防灾减灾等方面积极作为，扩
律己，清白做人，干净做事，不说过头话、不办

出格事、不做忘形人，做到择善相交正情趣，肝
胆相照不谋私。不断增强风险防范意识，防范和
化解经营风险，维护金融秩序和广大客户的利
益，保证依法合规经营。

领导名录
经 理 杨 伟

副经理 竣
梁田（８月任）

（牛成福）

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登支公司
【概况】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登
支公司（简称人保财险永登支公司）成立于１９８６

年６月３０日，是永登地区成立最早的保险公司，
也是永登县规模最大的财产保险公司，内设经理
室、综合财务部、综拓部、互动部、车商部、农
险部、理赔部等７个部门、下设中堡、大同、红
城、苦水、建设坪、连城六个农村营销服务部，
基层营业网点遍布全县。主要办理机动车辆保
险、企业财产保险、家庭财产保险、货物运输保
险、意外伤害保险、责任保险、农业保险以及信

支公司为降低农户养殖风险承保肉羊养殖保险
大民生扶贫项目，按照省政府农业保险脱贫助推攻
坚方案，推动精准扶贫工作，主动参与、积极担
当、不计成本，扶贫农业保险坚持取之于民、用之
于民，为永登精准扶贫工作贡献力量。

【便民工程】 ２０１９年，人保财险永登支公司将
＂行车路上有人保＂升级为与公安交警部门共享
资源、优势互补、共享＂事故处理＂平台的＂警

保联动＂便民工程，为永登地区车辆提供便利服
务。永登县金融办在各乡镇成立＂农金教＂，公
司在各村建立＂农金站＂，为各农户承保农业保

险提供便利。

用保证险种等４００余个险种。

【业务发展】 ２０１９年，人保财险永登支公司业
【经营理念】 人保财险永登支公司始终坚持贯
彻＂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
念，充分实现人保财险＂诚信立业，稳健经营，
创造卓越，回报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用行动实

践＂员工为客户服务，公司为社会服务＂的服务
理念。坚持＂发展就是硬道理，以做人民满意的
保险公司＂为愿景，以＂人民保险造福于民＂为

己任，积极拓展服务领域，实现业务规模的快速

发展，保险深度和广度位居全县前列，同时

·２４８ ·

务持续稳定发展，实现保费收入５５０４万，其中车
险３７０２万，非车险４３１万，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
１３８０万（农险包括∶高原夏菜保险，设施大棚保
险、马铃薯保险、小麦保险、棉花保险、玉米保
险、果树收获保险，非洲猪瘟保险、生猪价格指
数保险、肉牛保险、肉羊保险、鸡收入保险，能
繁母猪保险、奶牛保险、森林综合保险等１５个

险种）

金融 保险
【赔付】 ２０１９年，人保财险永登支公司累计

领导名录

支付赔款４９５３万元，简单赔付率９０？？其中，
政策性农业保险支付赔款 １３６６ 万，赔付率

经 理 刘水斌

９８．９２％

党支部书记

副 经 理

牛晓辉
王 敦
马 逵

（王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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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科技教育卫生
秀乐乡村＂＂乡村舞台＂广场舞大奖赛１２场次，

文化体育旅游局

完成＂送戏下乡＂公益演出活动９０场次；举办

局），为县政府工作部门，为正科级，加挂县文
物局牌子，是全县文化体育广电旅游事业得以发

势组织开展文化体育活动６０场次；组织开展＂文

＂周末广场文艺展＂暨＂周末全民健身展＂活动
【概况】 永登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简称文旅 ４０场次；红城、柳树两个乡镇文化站根据自身优

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４场次；开展为期一周

展的有效载体。主要职责是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关 的小小讲解员培训活动，参加人员达６０余人，并
于文化、广播电视、旅游、体育、文物工作的路 成功举办＂小小讲解员大赛＂；举办永登县庆祝

线、方针、政策及法律法规；贯彻执行县委、县 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文艺演出、峥嵘７０载与国同
政府的工作部署，组织领导全县文化、旅游、体

梦专场文艺晚会；开展＂庆祝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

育、广播电视、文物等工作。文旅局机关行政编 书画美术摄影展＂征集评选、全县广场舞秦腔等
制６名，其中∶局长１名、副局长４名。保留事业 比赛活动；全面完成书画展厅的改造工作，举办
编制１７名。下属单位永登县文化馆（县博物 书画展览９场次；分别与瓜州县博物馆、古浪县
永登县红城感恩寺文物管理所、县文工团均为事

博物馆、红古区博物馆开展馆际交流３次，参加
由永登县、榆中县、陇西县、渭源县、靖远县、

业性质，隶属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管理。

天祝县、瓜州县、阿克塞县、肃北县联合举办的

馆）、县图书馆、甘肃永登鲁土司衙门博物馆、

＂绵亘文化＂九县区博物馆文物联展；县博物馆
【公共文化服务】 通过积极争取省、市体育部 一件文物在国家博物馆开展的《丝路孔道——甘
门支持，为全县３５个村配备体育健身器材，自筹
资金购买篮球架和乒乓球台配备到９个乡镇２５个
村；实施民乐乡＂体育健身中心＂建设工程并配

备体育健身器材；对 １０２个贫困村综合性文化服

务中心即＂乡村舞台＂进行巩固完善；不断深化

肃历史文化》展中进行展览。

永登县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免费开放工作。２０１９

年，博物馆（含流动展览）参观人数达到６万余
人次，图书馆接待人数达到２万余人次，＂流动图
书车＂开展流动服务 ４０余次。
【群众文化生活】 春节期间组织开展由县老年
大学、东西南北四个社区、优秀歌手和全县优秀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文艺演出

自发演出团队演出文艺节目１０场次；组织开展 【文物保护】 按照博物馆免费开放的要求，全
＂文化下乡百村行＂演出活动 ５０场次，＂群舞争

·２５０

面做好博物馆免费开放工作，为社会公众服务。

文化 科技 教育 卫生
与各乡镇及古建筑文保单位签订文物安全目标责
任书，落实文物安全责任。召开全县文物工作会
议３次，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工作的

家，取缔户外大屏１个，责令整改６０家次、整治
消防安全隐患８０余个，打掉非法盗挖地下化石团
伙２个。对全县所有宗教场所的书籍进行彻底清

通知》，全面安排部署文物保护各项任务。红城

查，清理销毁宗教场所违禁书籍３６６册。扎实推

感恩寺防雷工程通过验收审计、消防工程完成总

进＂扫黑除恶＂＂扫黄打非＂、禁毒、信访、依法

工程量的９５？？安防工程于２０１８年１０月完工，

行政、平安建设等专项工作。与各 Ａ级景区
（点）、星级宾馆、旅行社签订旅游安全生产目标
管理责任书，对各Ａ级景区（点）、星级宾馆、

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４日省文物局组织专家验收通过。红
城感恩寺修缮工程完成总工程量的８５？？上报红
城感恩寺数字化保护和石碑修缮项目计划书；
《红城感恩寺文物保护规划》按照省文物局专家
意见修改完成，上报市文旅局申请组织专家再次

评审。鲁土司衙门旧址保护利用设施建设项目开
工建设，１０月底完成。显教寺修缮项目完成工程

旅行社在开展旅游工作中的安全责任提出要求。
在重要节假日期间，加大与安监、公安、市场监
管等相关部门联合执法力度，对全县旅游景区
（点）、住宿、购物、餐饮、娱乐场所和旅行社等
经营单位进行系统的执法检查，规范行业管理，

量的８５？？雷坛壁画保护工程完成招投标，１１月 严格保障游客权益，辖区内旅游企业经营合法合
开工实施。妙因寺显教寺雷坛消防工程、鲁土司

规，全年未发生损害游客权益情况。

衙门旧址壁画数字化项目完成招投标。鲁土司衙

门历史文化陈展项目二期工程于１１月完成。海德
寺修缮工程全面完工，通过专家组验收。

【文化旅游产业】 对新增的文化旅游项目进行

全面摸底，１５个重点文化旅游开发项目正常推

进。特别是兰州树屏丹霞景区一期道路建设工程
【安全检查】 开展＂两会一节＂＂春季复工复 项目，自４月开工以来，新建道路１２公里，占总
产＂＂春夏防火＂＂遏重＂＂校园周边秩序整顿＂、
安全生产大排查大培训大宣传和大排查大整治大

里程的８０？？？展红城镇＂旅游示范镇＂、红城
镇永安村、连城镇连城村、河桥镇乐山村＂旅游

提升专项工作等安全生产专项大检查８次。全年 专业村＂和苦水镇苦水街村、柳树镇牌路村＂旅
未发生任何安全事故，确保文化市场安全运营。 游示范村＂的创建工作；新（改）建２０座旅游厕
对全县各田野文物点开展安全检查３０次，对博物 所完成７座、１３座在建；完成４０户农家乐创建任
馆、各古建筑文保单位开展安全检查１０次。对全 务；通过挖掘乡村旅游资源，深入实施乡村振兴
县文保员进行业务培训，对文物安全检查实行巡

战略，打造集自然风光、生态旅游、房车宿营、

查报告制度，督促文保员做好日常巡查记录，每 休闲垂钓、艺术文化创意、特色美食、休闲采摘
月上报巡查结果，及时发现解决存在的问题和隐 娱乐等乡村精品旅游线路；通过加大宣传力度，
患。加强文化市场行政审批和检查管理，对９家
符合条件的ＫＴＶ场所办理文化经营许可证，截至
１０月中旬办理证照３２家。配合省市业务主管部
门、联合县委宣传部、县委统战部、市场监督管
理局、公安、消防等部门开展集中整治行动６
次，对网吧、娱乐场所、出版印刷企业进行全面
检查，参与整治３６０人次，出动执法车辆３０余车
次，取缔关闭网吧４家、ＫＴＶ６家，关停会所１家
（六号公馆），罚款网吧３家。
取缔非法兜售影像制品摊点１个，约谈印刷
企业２家，取缔网红直播１个、查封赌博网站２

越国开心农场、美乐幸福农场、西部玫瑰谷、浩

门情、树屏小镇等一批乡村旅游景点呈现出快速

发展的势头。举办＂中国玫瑰之乡·兰州玫瑰
节＂、中国·连城土司文化旅游节、全县乡村文
化旅游节等节会，在节会期间举办各种文化体育

活动，充实节会内容，提升节会规模和影响力。
在景区（点）开展＂让永登更靓丽、让旅游更美
好＂旅游宣传活动３场，发放旅游宣传折页和宣
传单上千份，拓展旅游客源市场。参加省市旅游
部门组织的中国旅游产业博览会和兰州市文化旅

游招商引资项目推介会（北京专场）旅游宣传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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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截至１２月底，全县共接待旅游人数５９７．８２万 之乡·兰州玫瑰节＂围棋邀请赛、２０１９兰州玫瑰
人次，实现旅游收入４５．９亿元。旅游从业单位经 节第二届＂玫瑰之约＂美丽乡村跑、２０１９年兰州
营正常规范，未发生旅游投诉和旅游安全责任事

市乒乓球俱乐部业余联赛永登银河乒乓球俱乐部

故，旅游业呈现出稳健、良好的发展态势。

第四赛区比赛、＂我和我的祖国＂２０１９兰州市传

【人大议案、政协提案】 ２０１９年，文旅局共承
办人大议案１０件，政协提案１０件，全部办理完

统武术锦标赛永登赛区选拔赛、＂欢乐运动嘉年
华＂２０１９ 兰州市全民健身运动会县区海选赛等１０

项比赛，促进全民健身运动深入开展。

毕分送各代表、委员。

【广播电视工作】 做好重大节日、重要活动期
【脱贫攻坚】 积极与大同镇跌马沟村两委班子
的沟通协调，结合村上实际，制定相应脱贫帮扶
计划，配合大同镇对４７户贫困户进行入户核查，

间广播电视安全保障，特别是建国７０周年安全播

按时完成相关任务。

关；对融媒体中心、网络公司广播电视机房、无

出工作；对融媒体中心广播电视节目的三审制度

进行督促完善，把好广播电视广告节目的播出

线覆盖二期工程及各企业台站的安全运行进行全

永登县２０１９年＂扶贫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

面监督检查。

领导名录
局 长 张永贵
党委书记 鲁宝东

得据
扶贫日活动

副局长 姚 荣
高兴山

张永宏

（刘国庭）

科学技术启

【全民健身】 认真落实《全民健身条例》，做 【概况】 １９９８年４月，＂永登县科学技术委员
好县体育场的免费开放及日常管理；督促上川镇 会＂改称＂永登县科学技术局＂，２００２年６月，
制定足球场管理办法，及时向公众开放；完成永
登县全国第四次经济普查暨体育场地统计调查工

根据《关于印发永登县科技局职能配置、机构设

置和人员编制方案的通知》（永政办发 〔２００２〕

作；搞好体育彩票销售工作，全年完成销售额 ５９号）文件，核定行政编制５名，事业编制２名
１２００万元；积极参加省市体育部门组织的各类比 （其中工勤人员１名），领导职数２名。２００４年元
赛及业务培训，取得良好的成绩，对促进全县竞 月，设立＂永登县知识产权局＂，机构设立，无
技体育、群众体育起到带动和示范作用；举办永

人员编制。２０１０年１２月，根据《关于印发永登
县发展和改革局〈永登县科学技术局、永登县物
价局、永登县重大项目办公室〉主要职责内设机

登县第三届康体健身＂迎新春＂健身大赛、
＂２０１９＇我的中国梦＂永登县信合杯足球联谊
赛、全县第七届＂农村篮球分片分阶段＂比赛、 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永政办发〔２０１０】
２０１９年永登县庆＂五一＂乒乓球联谊赛暨兰州市

乒乓球俱乐部业余联赛永登片区选拔赛、北街社

１７９号）文件，县科技局职能划入县发展和改革
局，在县发展和改革局挂县科技局牌子，设领导

区迎＂五四＂趣味运动会、第十二届＂中国玫瑰 职数１名。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４日，根据《中共永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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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办公室 永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永

展重点，结合各行业、产业发展情况，牵头组织

登县科学技术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
规定〉的通知》（永办发 〔２０１９〕６８号）文件，
永登县科学技术局隶属县政府工作部门，为正科

征集全县十大生态产业技术需求４２项，有效弥补
产业发展技术短板，促进产业技术升级。在科普

级，加挂永登县外国专家局牌子，核定行政编制

６名，设局长１名，副局长２名，贯彻落实党中央

和省、市、县关于科技创新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

策部署。
【创新科技环境】 ２０１９年，县科技局将打造良

日期间，针对当前农业特色产业发展中出现的问
题，组织基层农技协有针对性地举办农业实用技
术培训班３场次，参训人员１５０余人（次），邀请
的讲课老师均是常年活跃在农村第一线的专家、
教授，熟悉县域农业生产情况，讲课内容对症下
药，并就农民生产中遇到的有关问题现场解答，

收到良好效果。

好的科技创新环境作为局里一项重点工作抓起，

全面贯彻落实《关于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快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基地
建设和发展的实施意见》《永登县科技计划项目
管理办法》《永登县科技三项经费使用管理办
法》以及省、市关于科技创新发展的各项规章制

度。落实兰州市政府《第四届兰州科技成果博览
会实施方案》，９月２１—２３日参加甘肃国际会展
中心举办的＂第四届兰州科技成果博览会＂，征

集甘肃赛和生态林业发展有限公司、甘肃丁娃食
品有限公司、甘肃润枫源农牧生态科技有限公

【科普宣传】 利用＂科技活动周＂＂３·５学雷
锋日＂＂全国科普日＂、普法宣传日等重点节会，

围绕科学生活、人体健康、环境保护、低碳生
活、科学施肥、科学喷药、农业实用技术运用等
内容集中开展科普宣传，活动发放《高原夏菜种
植技术》《青少年心理健康读本》、科学与生活》

等各类科普资料共计２万余册（份），展示科普知

识展板１１０余块（三场次），参与科普活动人群达
到１万余人（次）；积极开展科技下乡走村社活
动。利用永登苦水玫瑰节、连城土司旅游文化

司、兰州九香玫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６家博览 节、红城下河旅游节等重要节会，围绕当地农业
会签约项目，参加大会项目签约仪式，项目签约 特色产业发展，以玫瑰、果蔬、中药材栽培管理
金额达６６１２万元。走访甘肃先锋管道制造有限公 及病虫害防治等农业实用技术为主要内容，在连
司、永登县华辉仓储物流有限公司等企业，深入 城、红城、苦水、大同等乡镇，开展宣传服务活
开展科技项目调研服务工作，全面了解企业生产 动，现场发放《大棚蔬菜、枸杞、食用菌栽培防
病简要手册》《果树栽培技术》《十项农业新技
在的问题和困难，讲解科技帮扶企业发展的有关 术》等农业实用技术类图书５０００余册，展示乡村
政策，在科技创新及项目申报上提出指导性建 环境美化、健康生活类科普展板３０余块（３场
经营状况以及在技术创新、科技项目支持方面存

议，鼓励企业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增强企业自主
创新和市场竞争力，为推动科技服务支撑企业发

次），增强群众运用科学技术发展产业的能力。
联合县气象局、退役军人事务局在驻永

展作出科学决策掌握一手资料。

３１６８３部队开展科普宣传活动。活动以座谈交
流、图书捐赠、实物展示、参观官兵宿舍及训练

【产业扶贫】 ２０１９年，省科技厅选派签订协议
的１３名科研院所技术人才联合市县选拔１０２名业
务精良、热心科技服务工作的技术人员组成科技
特派员队伍，深入一线，服务精准脱贫、乡村振

场地等形式展开，促进军民融合，营造军营崇尚

科学文化的良好氛围；组织参观科普场馆。组织

科技局、科协干部及农技协、合作社负责人、农
技中心技术专家等科技工作者，赴省科技馆进行

兴、创新创业，带领农民脱贫增收。落实省市

参观体验，在领略科技成果、感受科技魅力的同

《甘肃省十大生态产业技术引进指南》的批示精
神，统筹县域经济、三区发展规划和引进产业发

时，拓宽广大科技工作者运用科学技术带动产业

发展的思路；利用媒体资源展示科技风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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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驻永３１６８３部队开民科技强国、科普惠民活动

甘肃省科技馆开展科技强国、科普惠民，观摩学习

＂全国科技活动周＂＂全国科普日＂期间，与县融

【科技园区申报】 按照《兰州市农业科技示范

媒体中心协商，在全县有线电视黄金时段，以每
天１５分钟时长，播放优秀科普专题片和近两年全

入户新局面；多方联系，购置国家近年来在尖端

园管理办法》的具体要求，以主导产业明确、品
牌效应突出、市场竞争力强、科技水平高、示范
带动能力强、社会经济效益好为标准，向市局推
荐甘肃润枫源农牧生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永登
县天盛园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永登县忆农

科技领域取得光辉成就大型精彩科普挂图３２副，

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三家农业科技示范园

悬挂在科普画廊专栏，直观展示在公众面前，让

区。在第四届兰州科技成果博览会上三家企业均
被授予＂兰州市农业科技示范园＂称号。

市科技战线涌现出来的优秀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
专题片，播放长达半月之久，实现科普信息进家

公众在了解国家科技发展情况的同时接受科学技

术知识普及。

化协同发展模式构建及推广示范》等６项＂十大

【青少年科普教育】 开展＂大手拉小手＂科普
报告希望行甘肃巡讲活动。在永登县第一中学和
第八中学举办科普知识讲座，讲座结合日常工作

科技项目＂、《专用型肉羊品种引进及高效利用技

生活，内容覆盖光学、力学、航天航空、生活物

术研究》等２０项市级人才创新创业项目，成功立

理常识以及大量著名物理学家的有趣故事。１４００
余名师生感受到一场丰盛的科普盛宴，激发青少
年的科学兴趣；在永登西铁中学举办＂中国流动

【项目申报】 择优评选推荐《永登县草畜一体

项１３项，支持资金３００万。推荐＂永登县民乐乡

富民种植示范基地＂＂永登县红提葡萄产业协
会＂＂永登县武胜驿川口农业科技协会＂＂田园综 科技馆＂永登县巡展活动。巡展现场展出大量优

合体智能生态科技农业园建设示范基地＂等２个
农技协、２个基地参加兰州市＂科普惠农兴村计

质科技互动展品和３０多块航天技术、科幻画科普
展板，连城地区中小学生及教师３５００余人参加观

摩体验活动；举办科技工作者科普讲座进校园活
分别获奖补资金６万元。申报＂ＳＴＥＭ教育室＂ 动。特邀兰州市民主西路小学科学老师杨梅丽在
重点科普项目，获资助资金５万元。认定永登县 新城区小学，围绕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的主要活
划＂项目先进集体的评选，２个农技协１个基地

城关小学为市级科普示范学校。确立＂永登县设
施葡萄示范基地建设＂、＂玫瑰研究所种质资源圃
建设及玫瑰新品种研发推广＂为县科技计划项

动以及怎样做好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等内容进行专
题讲座。全县７０名中小学科技辅导员参加培训；

目，支持资金２００万。

组织永登县第七中学的３０余名师生开展科普一日

利用全国科普日活动，与市科协、县教育局共同
游活动，走进甘肃省地质博物馆、甘肃省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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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畅游科学知识殿堂，领略甘肃地质文化魅
力，体验科普展品；成功举办永登县第一届青少
年科技创新大赛，全县中小学校踊跃参加，收到

产业发展，不仅要掌握先进的实用技术，还要按

科幻画 ３１３份作品、辅导员方案１０份、科学竞

定的销售市场。

赛项目５３项目。比赛经过初评、终评，选出科幻
画一、二、三等奖６０名、优秀科技辅导教师７６
名、科学竞赛项目２１项，辅导员方案６个，优秀

【队伍建设】理顺机构，全面完成机构改革。
根据县委县政府部署要求，统筹上下业务部门工

组织奖６个。

作有效对接，结合县域科技领域发展现状，考虑

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１日，＂中国流动科技馆＂在永
登县西铁中学巡展点启动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３日，永登县科学技术局，永登

科技发展预期，制定《永登县科学技术局职能配
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顺利完成机构

县科学技术协会，在永登县第八中学开展＂科技

强国、科普惠民＂为主题活动。

照市场规律做好全产业链配置，不仅要生产出优
质的农产品，还要有先进的农产品加工技术和稳

改革，永登县科学技术局属政府工作部门，正科
级建制，加挂永登县外国专家局牌子，通过机构
改革，明确工作职责，为切实加强全县科技管理

和科技服务，深入推进科技事业发展打开良好

【脱贫攻坚】 ２０１９年春节前，协调资金对包抓
贫困户给予每户３００元的慰问金，外加大米、清
油等食品；在入秋季节又捐赠贫困户衬衣６５件，

鞋８双，衣服４套；围绕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
实现扶贫对象动态管理。在高质量完成２０１８年底
剩余贫困人口脱贫验收工作的基础上，再次对
２０１４年以来的建档立卡户（６０户）在国扶办系统

局面。

【党的建设】 充分发挥党组、党支部管党治党

的支柱作用、团结群众的核心作用、教育党员的

学校作用、攻坚克难的堡垒作用，完成中共永登
县科技局党组的成立和县科技局新一届党支部委
员换届工作。党组、党支部的建立健全，强有力

对更换帮扶责任人与贫困户的进行信息录入，扎 地发挥对全局干部在政治思想上的引导作用、对
实有效开展扶贫对象基础数据、帮扶措施等相关 全局各项工作的组织协调作用和对科技事业的服
信息的采录、更新和完善工作，做到账账相符、 务指导作用，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
账实相符。对已脱贫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面开
展＂回头看＂，将新发生贫困人口和返贫人口及
时纳入，实现＂漏评＂人口清零、＂错评＂人口
清零、＂错退＂人口清零，对边缘户、脱贫监测
户进行摸底，建立健全防贫机制。
结合秋季环境卫生整治行动和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县科技局积极筹措资金１万元，用于支持

罗城滩村修建垃圾转运台２个。
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在天津宝坻区委
政府和区科技部门的支持帮扶下，组织在农业产
业发展中带动能力较强的部分基层协会、农业合
作社带头人、部分科技局、科协干部和专业技术
人员先后赴天津宝坻区和榆中县参观学习先进的
农业企业运作模式，管理方式和理念，成功的秘

诀，了解实现农业特色产业发展和收益增长之所
在。通过考察学习，使参与人员认识到做好特色

略方针，支持、保证和监督正确行使职权；厘清
职责，建立健全各项制度。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
治党的重要保证，是深入推进机关建设的有力保

障，县科技局认真梳理全局各项工作，本着于事
有效的原则，制定《党支部议事规则》《党支部
职责》《廉政建设管理制度》等１４项新的制度，

完善《财务管理制度》《机关学习制度》《机关请
销假制度》３项已有的制度。

落实学习制度、＂三会一课＂制度，制定学
习计划。从开展党课和组织集体学习入手，组织
党员干部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及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学习上，不断创新学习方
法，灵活运用学习强国、甘肃党建等学习平台，
引导干部开展学习讨论，对学习积分阶段性通
报，全面督促提高党员干部的学习积极性、主动

性，用新思想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工作；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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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人工雨量观测点、４４个区域自动站、７个墒情测

育。根据中央、省委、市委和县委关于开展第二
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部署要
求，全局紧紧围绕＂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
抓落实＂的总要求，通过理论学习、观看红色影
片、参观兰州战役纪念馆、交流研讨、调查研究
等方式积极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调查研究主要围绕科技创新、科普宣传、脱
贫攻坚、党支部标准化建设、科技项目建设四个
方面展开，突出问题导向，广泛征求意见建议，
紧抓问题整改落实，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实效。

报站的日常管理、技术指导及１６门高炮、５部火
箭、２台增雨烟炉的人工影响天气的组织管理等
地方气象事业的任务。局内设三个职能科室∶政
策法规科、应急减灾科、办公室（财务科）；两
个直属单位∶ 气象台、气象服务中心；一个地方
机构∶永登县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

【工作任务】 地面气象观测∶ ２０１９年地面综合
质量９９．９６？？各类气象设备安全稳定运行率、观
测数据到报率、可用率均达考核要求，未发生各
类重大差错。现代化综合观测体系不断完善，地

领导名录

杨辅文
局 长 材
副局长
郁云山

面气象观测自动化不断提升，完成降水现象和日
照对比观测，实现降水现象和日照的自动观测。

（２月任）
（３月任）

刘成章 （３月任）

对全县辖区内３５个区域自动站和２个土壤水分站

（叶丽琴）

就象局》

进行 ４Ｇ升级改造，提高自动观测数据传输效
率。增强为农服务精准性，完成２个自动土壤水

分观测站土壤田间持水量、容重、凋萎湿度的

测定。

预报预警服务∶２０１９年发布各类气象服务材

【概况】永登县气象站始建于１９５６年，同年

料４２２期。其中，重大天气信息专报２期、农业

１１月１日开展地面气象观测。地处北纬３６°３６＇，

气象服务材料５３期、县长书面批示４次、发布各

东经１０３°２２＇，海拔高度１９６２．１米，位于永登县 种预警信息１４１次，发送气象信息短信６４万余人
大同镇马家坪（山顶）。１９８２年１月１日，迁至永登 次。决策服务为＂５．６、６．２２、６．２６、７．９、７．３０、
县城北黄须沟口（郊外），位于北纬３６°４５＇，东经 ８．９、８．３０＂风雹、洪涝等灾害作出重要贡献，未
１０３°１５＇，海拔高度２１１８．８米。１９７８年８月，成立

永登县气象局实行双重领导，部门为主的管理体
制。２０００年１月，永登县农业局将防雹工作正式
移交气象部门归口管理，成立永登县人工影响天

出现伤亡事件，县领导调研指导气象服务工作３
次。完成玫瑰旅游节、土司文化旅游节和农民丰
收节暨乡村旅游节等大型活动气象保障服务。与

永登县自然资源局签订《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预报

气办公室，机构为股级建制，挂靠在永登县气象

信息服务协议》和《地质灾害预报预警气象服务

局。永登县气象局现有在职干部职工１５人。其中

合作协议》。

参公人员４人，事业编制３人，地方编制３人，地

方公益性岗位１人，政府购买服务岗位４人。退 【气象灾害防御体系建设】 完成＂六个一＂建
休职工４人。在职人员中党员８人，占在职干部

设。建立永登县基层气象防灾减灾数据集，绘制

总人数的５３？？？休职工均为党员。取得中级职
称任职资格的４人。本科学历３人，大专学历

出气象灾害防御作战图；更新预警信息发布群
组；规范气象防灾减灾业务流程与管理制度，建

１１人。

立以预警为先导的气象防灾减灾联动机制以及高
级别预警的叫应机制；升级永登县自然灾害预警

永登县气象局担负着地面气象观测、天气预

报、气象科技服务、防雷装置检测、气象行政执
法等国家基本气象业务。同时承担全县２３个村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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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共享平台，实现＂一本账＂的数据、信息、

作战图等在平台上进行展示；强化气象防灾减灾

文化 科技 教育 卫生

队伍建设，全面实现气象灾害预警服务科学化、
标准化、规范化的目标。推进人工影响天气业务
现代化。对人影设备进行检修２２点次，新增培训
炮手１５人。１６个炮点配备对讲机，实现装备弹

药物联网监控管理。完成民乐等３门电子高炮改
造，地面固定作业点标准化率达到８７？？上。

等，为本县开展气象防灾减灾决策服务提供一个

直观三维基础平台，健全本县气象灾害预防可视
化现代业务体系。２０１９年通过省级文明单位复评
检查肯定∶ 文明单位创建氛围浓、有特色，并建
议争创＂全国文明单位＂。选派２名业务人员参加
科技人才集训，积极备战全省综合业务一体化竞

赛，１名同志在全省竞赛中获得团体第一、个人
【规范财务】完成新旧会计制度转换衔接和资
产清查核实工作，落实审计问题整改，建立财务
问题整改台账，以便查询学习。加强项目支出风

第一成绩。全年完成技术总结１篇，发表论文１
篇，成功申报兰州市气象局气象科研项目１个。
参与兰州市农业科技研究推广中心＂马铃薯高垄

险防控监督，确保资金安全有效。完成养老保险

膜上覆土技术研究推广与新品种引进选育＂项

审核清查工作。全年预算综合执行进度均达到考

目，被甘肃省科学技术厅登记科技成果。

核要求。
【科普宣传】 ２０１９年开展气象科普讲座１次，
应急演练２次，在＂３·２３＂＂５·１２＂等活动中开

展户外宣传６次，发放宣传材料３０００余份。５
月，开展气象科普进军营活动，有效推动气象军
民深度融合发展。６月，与永登县第一中学签订
科技教育基地协议，开展＂手拉手＂科技教育活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主线贯穿始
终，加强理论修养。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专题会议６次，组织学习１２次，撰
写学习心得１６份，邀请专家讲座１次，形成研讨
材料８份，参观学习１次。开展调查研究共走访

单位１３家，形成调研报告３份。党员干部讲专题

闻宣传信息６７篇，中国气象局网发稿１篇，中国

党课３次。对照党章党规全面查找在党的建设、
工作作风等方面的问题，共检视问题５条，向群

天气网发稿３１篇，其中主站采纳４篇。

众征求意见８条。形成专项整治清单和整改落实

动五年计划。在甘肃省气象局网站媒体上发布新

台账，明确整改措施、责任人和整改时间，强化

【重点及亮点】 基本完成祁连山生态保护人工
增雨建设项目，完成８个降雨增雨作业点的基础
设施建设任务；新增５部固定自动火箭增雨发射
系统；完成９套人影作业监控设备的采购和人影
作业指挥监控平台软件的研发；新建１个微波辐
射仪观测站，建设包含数据计算中心、网络负载
均衡和存储中心在内的信息网络系统；建立基本

跟踪督办。

【党建工作】 制定下发《２０１９年党风廉政建设
工作要点》、《２０１９年政治理论学习实施方案》和
《２０１９年度主题党日活动计划》等方案，深入推
进党支部建设标准化。持续开展＂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制度化常态化，严格执行＂三会一课＂制
覆盖整个永登县祁连山东部区域地面作业、预警 度。完善支部工作台账，推行党员日常管理和积

监测、作业指挥、信息网络传输、效果检验的人 分制管理，按时按月足额收缴党费。全年支部专
影作业体系；在武胜驿镇建设完成两台人工增雨
烟炉；实现远程操控点火增雨作业，作业成本
低、指挥环节少、不受空域限制、可全天候作
业，提升祁连山生态保护区乃至全县人工增雨作
业效果和覆盖率；制成永登县气象灾害防御作战
指挥沙盘，展示全县地形地貌、暴雨冰雹发展路

题学习１０次、支委会学习１２次、党员领导干部
讲党课５次，谈心谈话２０人次，开展主题党日活
动１５次，开展第十八个党风廉政宣传教育月活

动，收看廉政宣教片４次。５月，县直机关部门
１００余人观摩学习本支部建设标准化工作２次。

径、气象监测站点、防雹作业点和重要山洪沟道 【脱贫攻坚】 ２０１９年全体干部先后２０余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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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走访，宣传党的惠农惠民政策，传递致富信

时，县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设在永登县教

息，了解贫困户生产生活困难，疏导情绪，树立

育局，接收县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的直接领导，
承担县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具体工作；加强开展
本县教育法规、规章、政策研究与实施的组织职
责；加强督促落实县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决策事
项、工作部署和要求的协调职责。

脱贫致富信心。单位扶贫联络员与帮扶户、帮扶
干部之间建立微信联系，随时了解贫困户生产生
活中的实际困难，最大努力予以解决，春耕时节
为７户贫困户送去价值３０００多元的化肥，结合单
位实际在浪排村安装气象防灾减灾预警大喇叭１
套，为帮扶村和帮扶户防灾减灾提供优质服务。

领导名录

局 长
副 局长
气象台长

廉政监察员

杜巨忠

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提高政治素质、

谭天燕
张鑫海

增强履职能力；深入开展学校党支部建设，围绕

落实《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全力推进学
校党支部建设标准化，着力提高党支部的组织

孙惠琼

气象科技服务中心主任 陶生勇

【党的建设】 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全县广大教职员工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力、感召力、引领力和执行力；加强学校思想政

（张鑫海）

《教育局

治工作，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政课教

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

育教学全过程，全面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加

【概况】 根据《中共永登县委办公室、永登县 强师德师风建设，开展＂师德师风建设推进年＂
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永登县机构改革方
案〉的通知》（永办发〔２０１９〕１８号）、《中共永

活动，通过签订师德师风目标责任书、召开师德

师风现场会、讲好师德故事等活动，弘扬高尚师

德，潜心立德树人，努力铸就一支忠诚于党的教
彻落实《永登县机构改革方案》的实施意见〉的 育事业的高素质教师队伍。
登县委办公室、永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贯

通知》（永办发〔２０１９〕１９号），文件要求，改革

调整后，永登县教育局内设职能股（室）９个， 【脱贫攻坚】 加强控辍保学，保障全县所有适
即办公室，师资股，教育发展与规划股，财审
股，教研培训股，学前、校外与职业教育股，基
础教育股，安全管理股，学生资助管理股。永登
县教育局机关行政编制１８名，其中局长１名，副

局长２名。机关工勤人员２名。全县现有公办学
校（园）１８８所，其中∶高中５所，初中２６所，
小学１３８所（教学点∶ ２１所，完全小学１１７所），
幼儿园１７所，中等职业技术学校１所，特殊教育
学校１所。在校（园）４０１０２人，其中；高中生
６５３１人（不含补习生），初中生９５９２人，小学生
２０１６６人，特殊教育学校６２人，中职学校学生
２０３人，幼儿园（含附设幼儿班）在园幼儿３５４８

人。教职工４５５１人，其中∶中小学３６７６人，幼
儿园７９８人，特殊教育１７人，职业教育６０人。同

·２５８

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印发《永登县２０１９

年控辍保学工作方案》，按照＂属地管理、分级
负责、大力帮扶、精准控辍＂的原则，通过学籍
网、大数据平台、公安系统的比对、查证，切实

做好信息比对结果核查工作。各乡镇中心校也成
立工作领导小组，由主要领导牵头，会同本乡镇

人民政府、村委会、辖区内学校，全面开展本乡
镇疑似失学儿童情况核查和劝返工作。对返校就
读学生，学校建立一对一的关爱帮扶机制，针对

学生的学习基础和思想状况，给予个性化辅导，
切实增强他们学习自信心、有效性和获得感，确
保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全部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
对无学籍、重复学籍、问题学籍等情况进行有效

解决； 对省内转学、跨省转学、毕业后跨省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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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休学、复学、学校整体转学、关键信息变

干班主任３４人，县级骨干班主任８５人。选拔２４

更、毕业结业等学籍变动进行动态管理。２０１９

名教师进行为期一年的＂三区支教＂，２８名教师

年，全县无辍学学生。
完成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协调县扶
贫办、民政局、残联等部门对全县各级各类幼儿

进行＂千进八百跟师跟班＂学习。拟定《中共永

登县委永登县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

园、义教阶段寄宿制学校、各高中学校、中职学

校进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共认定出建
档立卡、城乡低保户、残疾儿童等各类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２４５３人，为各类资助资金的精准发放打
下了坚实基础。高效发放各类资助资金。优化资
助资金的发放程序，缩短资金发放流程，提高资
助工作效率。截至１０月底，共发放学前在园幼儿

免保教费１９２８７人次，９６４．３５万元；学前建档立
卡免保教费２０５８人次，６６．０４７５万元； 高中学校
国家助学金２２１０人，２２１万元；普通高中免学费

教师节学前教育宣传月活动

受助学生１４２１人，免学费资金７０．８０６万元；大学
生路费发放１６４人，１２．４万元；生源地助学贷款

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落

发放５５１８人，３３０５．７５８５万元；义务教育阶段家
庭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资金发放 ３８０５ 人，

实班主任津贴。用好用足职称政策，完成１６５名

４３６．０８７５万元。

初级职称认定、１２３名中级职称申报、４名副高级
职称评审、１１５名县以下基层高级职称评审工
作。在县城建立教师公寓，为有需求的农村单身

【教师队伍建设】 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
施意见》，着力培育一支＂有理想信念，有道德

教师改善生活条件。

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的教师队伍。

个∶规划资金２１８３万元；校舍建设项目３个，建

２０１９年，面向社会招录特岗教师６８名，招考事

筑面积１２３８４平方米；体育运动场建设项目３
个，建筑面积１８０００平方米；附属设施建设项目

【项目建设】新建薄弱学校提升工程项目９

业教师７７名，吸引一批优秀大学毕业生充实到教
师队伍，缓解学校用人需求，改善教师整体素 １个，修建围墙１７０延米、水泥硬化面积６３００平
质。整合县内外优秀培训资源，把实施＂东西部
扶贫协作＂项目作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新途

方米；电暖改造项目２个，完工８个项目，西城
区小学项目在建。续建２０１８年全面改薄工程项目

径，做到集中培训与校本培训相结合、线上培训

学校４所∶龙岗小学、红城宁朔小学教学楼主体
与线下培训相结合、骨干培训与新教师培训相结 完工，配套工程有序跟进；连铝学校综合教学楼
合、自主培训与外出培训相结合。２０１９年，累计 主体完工；西城区小学项目的综合楼、教学楼施
培训教师３８２０人次，其中，国家级、省级培训

工地圈梁，实验楼主体三层施工，力争２０２０年８

７９７人；市级培训１３４７人；县级培训１５０２人；赴 月完工并交付使用。为民兴办实事项目∶西城区
天津宝坻区挂职、学习１７４人。努力建设一支多 幼儿园建设项目，建筑面积５０００平方米，规划资
层次、有素质的骨干教师队伍，为教育教学的发

金２６００万元。项目于９月开工建设，完成地基施

展奠定基础。２０１９年，共选拔省级骨干教师７

工，主体施工有序开展。永登县新城区初级中学

人、省农村骨干教师７０人、市级骨干教师 ２９

体育运动场项目∶进行招标及合同签订。

人、县级骨干教师６９人，推荐选拔兰州市首届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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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教育】在全县范围内，组织开展永登

点县，在全县中小学开展经典诵读、汉字听写大

县第二届中学优质课大赛，永登县第一届＂情境

赛、小手拉大手等多项推广普通话活动。全年完
成５２所语言文字工作达标校创建任务。

教育＂教师基本功大赛，＂一师一优课＂评选，
联校研训活动。各学校也定期开展不同层次的公
开课、观摩课、示范课、课改实验课、跟踪课、
青年教师汇报课等，课后及时组织教师评课，形
成畅所欲言、对症下药的评课氛围，达到取长补
短、积极促进的效果，促进课堂教学效率的全面

【队伍建设】加快民办教育规范发展∶组织
召开２０１９年全县学前暨民办教育工作会议，印发
《关于开展全县民办教育机构年检工作的通知》，
明确年检内容和年检程序，对７４所民办学校进行

提升。自２０１８年召开＂全县科教研大会＂以来， 年检；开展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工作，有５０所
教师们研究课题的热情空前高涨，参与教育科研 民办幼儿园被认定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规范校
的人数大大增加，经兰州市教科所评选，２０１９年 外培训机构秩序∶协同县市场监督管理、公安、
有５８０项个人课题、１０４项规划课题立项作为市

交通、民政、应急管理等部门组成联合督查小组

级课题研究，课题数较往年成倍增长。教师把教 对审批注册的科星剑桥学校等１３所非学历培训辅
育教学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基本 导学校和部分落实整改待审批的培训机构进行二
解决教师在教育教学上存在的一些小问题，促进
教师的专业化成长，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新课课

改以来，学校通过多种渠道狠抓课程改革、课堂

轮次拉网式排查；重点对学校办学资质、学校类
别、内部管理、师资队伍、办学规模、教学计
划、安全管理等方面进行了认真督查；对办学条

改革，教师的教学理念不断更新，教学素养不断

件不达标或有严重安全隐患的３所办学机构下发

提升，高效课堂建设不断深化，涌现出一批教学
理念新、教学功底深的教师。在市教育局组织的

了停办通知书。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印发
《２０１９年永登县职业教育招生宣传工作方案》，加

第二届中学优质课大赛中，县域代表教师荣获一

强职业教育宣传力度，深入到普通中学、社区、

等奖３人，二等奖４人。

山区、农村，开展多种方式的职业教育宣传活

动，让社会充分了解国家发展职业教育的政策和
【文体活动】 组织开展优秀大课间活动、初中
生篮球运动会和中学生田径运动会，积极创建

意义，扩大招生规模；２０１９年秋季，县职校在校
生有明显增加势头。县职校与兰州职业学院、武

＂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新城区小学、龙岗小学、

威职业学院、白银矿业职业学院、四川水利水电

永登六中、永登八中等学校组队参加兰州市校园 技工学院等高职院校协调，学习寻求职校发展良
足球联赛。在五四运动１００周年和新中国成立７０
周年之际，开展大型文艺汇演和演讲比赛，全面
提升学生素质；与县科技局联合，在部分学校分

片区开展＂中国流动科技馆＂巡展活动；广泛开

机，取得合作办学发展的大力支持。保障教育系
统安全稳定∶ 不断压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采取
联合检查、突击检查、＂双随机＂检查等方式加
强对校园及周边安全隐患进行排查；召开全县教

展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开展＂邻里守望＂＂温暖
身边人＂志愿者服务活动，为农村留守儿童和城
市流动儿童提供学业辅导，开展＂共进团圆饭、
同过除夕夜——邻里一家亲活动＂，让空巢老人
感受到节日的喜庆和关爱，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
活动和文明交通志愿服务活动，关爱他人、关爱

育系统道路交通安全及校车安全管理和培训会

社会，开展垃圾分类工作，让学生树立环保观

理为重要内容的全面立体的校园安全保护体系，
为青少年成长，创造健康平安的校园安全环境。

念；开展全县语言文字工作达标校创建工作。
２０１９年，永登县被市教育局确定为推普周活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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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规范全县校车的管理∶推进交通安全、心理
健康、消防安全、防溺水、防食物中毒、防校园
欺凌及暴力、防拥挤踩踏等安全专题教育常态
化，增强学生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打造一

个以校园＂三防＂体系和校园安全网格化精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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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名录

推进医德医风建设，切实加强卫生健康行业职业

局 长 李万祥

道德、职业纪律和职业责任教育。积极搭建党员
发挥作用平台，结合下乡送医送药、入户义诊等

副局长 李 平

活动，组织党员干部积极开展志愿服务，扎实开

李银山（１０月任）

（杨 环） 展公立医院党的建设。＂七一＂对局党委１０名优

卫生健康局

秀共产党员进行表彰，切实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强

化组织领导，成立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研究制定
【概况】 永登县卫生健康局成立于２０１９年３ 实施方案，持续深化理论学习，开门见山听取意
月，前身为永登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卫生健康 见建议，狠抓调研整改工作，坚持边学边查边
局机关行政编制２０名。设局长１名、副局长２ 改。结合卫健系统实际，将开展主题教育同做好
名。工作职责在原来基础上，新增加民政局拟订

应对人口老龄化、医养结合政策措施，综合协
调、督促指导、组织推进老龄事业发展，承担老

年疾病防治、老年人医疗照护、老年人心理健康
与关怀服务等老年健康工作职责；新增加原安监
局负责全县工矿企业作业场所职业安全健康监督
检查，组织查处职业危害事故和违法违规行为工

首德讲井 堂

作职责。
【基层卫生机构改革】 １６个乡镇卫生院与２００

ＤＢｚ

名村医签订统一制作的《全县乡村医生聘用劳动
合同》，对辖区内村卫生室资产及现有药品进行
登记造册，实行统一管理，并兑现村医工作报

卫生健康会

酬，推行绩效考核兑现奖惩，实行奖优罚劣，全

卫生健康工作结合起来，认真开展读书班，参观
兰州战役纪念馆加强红色教育，组织交流研讨，

县所有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实现药品统一调
拨；成立永登县＂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领导小

扎实开展调研整改，稳步推进工作落实。严格履

组和专家指导组，制定下发《永登县优质服务基

行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目

层行活动方案》，对相关工作及时部署，有序开

标管理考核，并强化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维护。严

展。经评审，自评达到基本标准的医疗机构有７

格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认真落实领导班子议事
决策制度，规范＂三重一大＂决策监督机制，履

家，县级审核通过３家。
【党的建设】 以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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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专题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甘肃代表

行主体责任和＂一岗双责＂，努力推动各项工作
高起点开局、高标准开展、高质量推进。成立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健康生活志愿服务队，定期开

展义诊等志愿服务活动。

团审议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精神。激励党员干部

用好用活＂学习强国＂和＂甘肃党建＂信息化平

【脱贫攻坚】 动员各级各方力量在全县范围内

台，结合＂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活动，纵深

全面开展基本医疗有保障（医疗部分）冲刺清零

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深入
开展党支部标准化建设，制作党建文化墙。大力

行动，为农村兜底保障人群１８４５人制定＂一人一

策＂帮扶措施，全面解决健康扶贫工作中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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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区死角和短板弱项。全方位统筹、多举措发

机构共计网上采购药品５３７７．８万元，县级医疗机

力，以健康扶贫群众看病七个知晓＂及贫困人
口脱贫不脱政策为主要内容，在县电视台、手机

构网上采购３５４６．３万元（其中，基药１６８２．６万

报开设专栏进行常态化宣传，制作宣传栏、发放

＂一人一策＂指导手册及知识问卷等进行全时段
宣传，组建队伍入户进行零距离宣传，开通＂永
登健康教育＂ 微信公众号进行无死角宣传。在扶
贫日、世界卫生日、国际家庭日等特殊时段开展

元，非基药１８６３．７万元），乡镇卫生院网上采购
１８３１．５万元（含配送村卫生室８３０万元）；其中基
本药物１３０４．３万元，非基本药物５２７．２万元。

【健康民生】 与各单位签订疾病预防控制目标

集中宣传，力求群众健康扶贫政策知晓实现全覆

责任书及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目标责任书。印
发《永登县慢性四病全程管理综合评价实施方案

盖。投入资金１．４万元印制健康专干工作指导手

（试行）》和《２０１９年永登县学生常见病和健康

册。与天津宝坻区签订《脱贫攻坚对口支援框架

影响因素监测与干预工作实施方案》，慢性四病
全程管理和学生常见病及健康影响因素监测与干
预工作全面开展。全县一类疫苗接种率均在９５％

协议书》，天津宝坻区卫健委选派１６名专业技术
人员前来开展医疗帮扶工作，县上选派两批１０名
专业技术人员赴宝坻区进修学习。组织宝坻区支
援永登开展义诊活动５次。宝坻区卫健委为疾控

以上。组织开展＂世界防治结核病日＂等各类主
题日宣传活动１５次，提高居民对疾病的认知水

中心捐赠４０万元。积极争取扶贫资金 １２１４万为

平。截至９月底，全县６５岁以上老年人４１３２３

１４家卫生院配备ＤＲ、９家卫生院配备彩超、１２
家卫生院配备尿机、血细胞分析仪、全自动生化
分析仪、急救床等设备，为５３家村卫生室配备健
康一体机，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得到提升。

人，接受健康管理２９５４０人。规范管理高血压患

者２５８７８人，规范管理率８１．７３？？管理人群血压

控制率７３．１９？？规范管理糖尿病患者 ３４５５ 人，
规范管理率７６．２５？？管理人群血糖控制率
６７．２５？？管理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１０１８人，管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分级诊疗和医联体建设
得到加强。县医院新增诊疗病种１６１种，中医院
新增９５种，乡镇卫生院新增３０种，９０？？右的
病人留在县域内就诊。县医院和中医院分别与１６

个乡镇卫生院及省市８家三级医院签订双向转诊
协议，县医院和中医院与１６个乡镇卫生院开通远

程会诊互联互通；探索推进县级公立医院改革。
县医院、中医院落实公立医院改革调价，两家县

级医院建立以理事会为核心的法人治理结构，形
成＂政府出资、理事决策、班子经营、多种监

理率为９１．３０？？家庭医生签约一般人群、重点人

群、建档立卡贫困户分别为１７７２５１人、７０８２４
人、５５５７８人，签约率分别为５０．３８？？７５．８８？？

９８．７３？？

按照＂防疾病、保健康、建和谐、促发展＂
的宗旨，强化疫苗管理和冷链运转以及规范接
种，利用电视、广播、各种新闻媒体大力宣传扩
大计划免疫知识，召开全县免疫规划培训工作会
议，培训人员６５人次，全面开展学校和托幼机构
传染病防控督导工作以及食品卫生、学校卫生、

督＂的管理体制；建立完善岗位绩效工作制度。 环境卫生、职业卫生等监测工作。组织开展预防
实施科学的绩效考核制度，赋予县级医院自主的 艾梅乙母婴传播、宫颈癌和乳腺癌、儿童视力筛
绩效考核权和奖励分配权，建立以公益性质和运

查等技术培训共１２期，培训全县各级妇幼保健人

行效率为核心的绩效考核体；全面落实国家基本

员６６０余人次。发放儿童营养包４０８３人，发放率

药物制度和药品网上采购制度。两家县级医院部 ９２．８？？营养包有效服用率８５？？艾滋病、梅
分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从＂阳光采购平台＂规范 毒、乙肝病毒检测 ３２７７人，目标人群覆盖率
采购。截至１０月２０日，县乡村（乡村一体化管

理政策实施后村卫生室所有药品全部由乡镇卫生

１００？？其中，发现梅毒阳性３例，所产新生儿已
全部实施预防性给药，乙肝表面抗原阳性产妇７５

院统一调拨）基本药物配备率１００？？全县医疗 人，所产新生儿乙肝免疫球蛋白注射率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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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艾滋病阳性病例。
开展公共场所、民营医院医疗乱象、打击非
法行医、学校（托幼机构）传染病防控及医疗卫

【队伍建设】 完善中医诊所备案相关制度和流
程，备案中医诊所２个。选派１３名中医类医疗卫
生人员参加省市培训，结合东西部扶贫协作对全

生机构医疗废物和生活垃圾管理等多项监督检

县乡村２００余名医务人员开展一期中医适宜技术

查，大力开展医疗综合监管风暴行动，加强生活
饮用水及双随机监督检查。２０１９年，实施行政处

培训，组织４０名卫生技术人员参加２０１９年度全

罚案件５８起，办结率１００？？罚款３０７００元。通
过印发《永登县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专项治理实
施方案》，加强医疗机构医院感染防控工作和传

省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县乡各
医疗卫生机构按规定期限完成继续教育培训任
务，举办培训班四期共培训６６人；基层卫生能力

提升培训２８人，派２４名乡村医生到定西培训。

染病管理，落实传染病报告制度，提高医疗机构 完成医师变更注册多机构备案等业务，为９１名医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医疗救治能力。对１８个
医疗卫生单位机构设置和制度建设、院感质控科

师进行注册，变更５８人，取消备案３人共１５２
件，办理多机构备案４５件。招聘事业编１２人。

室设置、政策法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当场下达

督查整改通知书，限时整改，确保院感质控工作
安排治理落实到位，有力地促进院感质控工作的

【计划生育】 大力做好人口监测及网上生育办

有效落实。

人，２０１９年共出生１９２０人，出生率４．２９‰，政策
内出生１８５１人，政策生育率９７．５２？？出生人口

【设施建设】 ５月３０日，永登县人民医院、永
登县中医院被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确
定为国家全面提升县级医院综合能力第二阶段

性别比为１０７。死亡１３１９人，死亡率２．９５‰，人

５００家县级医院和县级中医院。县人民医院通过

登记４１例。其中，现场办证 ８６ 例，网页办理

二级甲等综合医院复审，县中医院通过二级甲等

１１５０ 例，微信办理５９ 例，健康甘肃 ＡＰＰ办理

证工作。截至９月底，全县总人口为４４．８５８万

口自然增长率为１．３４？？网上生育登记１４０９例，
一孩登记办证６０８例，二孩登记７６０例，再生育

中医医院复审。永登县人民医院门诊综合楼建设 １０８例。
项目于８月开工建设，处于地基建设阶段，计划
开展补服叶酸等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截
２０２０年年底完工；县妇幼保健所新业务楼争取

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１３２６．３万元，其中，县医院

至９月底，对２１１３名农村妇女实施补服叶酸，完
成省上下达目标任务的９６．０４？？？放叶酸１１４０３
瓶，叶酸服用率 ９７．２９？？完成目标任务的
８６．３８？？？酸高危人群叶酸基因检测送检 ７２
对，完成率１１６．２？？且给予咨询指导。对符合政

薄弱学科设备购置５５５．３万元，县妇幼保健所业

策生育的１８８８对夫妇提供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务用楼室外景观工程７７１万元。

服务，完成省上下达目标任务的９３？？

【社会保障】 为全县５１１名离岗村医发放离岗
补助金８３．８３６万元，为在岗村医１０４人购买企业

【流动人口计生服务】 组织开展＂农民工市民
化宣传画推广＂＂把健康带回家＂流动人口关怀
关爱等活动，提升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均等化服
务，精准开展流动人口健康教育，倡导健康生活
方式。为全县辖区内六个月以上流入人口建立健

２０１９年底投入使用；七山乡卫生院业务用房及职

工周转宿舍建设项目３月顺利开工，主体基本完
工，２０１９年底前验收投入使用。截至９月底，累

职工养老保险，８８人购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农

村妇女＂两癌＂检查１７４２０人，完成率１００？？查
出宫颈癌５例，乳腺癌２例。建设市级中医药重
点专科（专病）项目１个（永登县中医院康复

科）。

康档案７７０份，建档率９２．３？？加强流动人口网

络化协作，全县反馈１７５３条，反馈率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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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登年鉴（２０２０）
【奖励扶助资金发放】广泛开展计划生育优先

优惠政策宣传，严格申报、审批、公示、核实等
程序，认真做好各项奖励扶助保障政策对象的资
格审核、上报工作，主动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
２０１９年，确认各类奖扶、关怀对象８５０８人，发
放资金９００．４６万元，其中，奖励扶助对象３０５２
人、２９２．９９万元；特别扶助对象２２４人、２５２．４８

医疗卫生系统安全形势稳定向好。抓组织领导，
成立安全生产工作领导小组，分工明确，各负其
责；抓责任落实，２０１９年初签订安全生产目标管
理责任书，下发年度安全工作要点和培训工作要
点，层层分解任务，靠实责任。抓隐患排查，每
季度召开一次安全生产形势研判会，定期开展安
全生产督查指导，及时发现安全隐患，解决工作

万元；手术并发症４人、０．９６万元；提前５年奖 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全年全县医疗卫生系统没有
励扶助对象２８４７人、２７３．３１万元；失独一次性２ 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
万元补助对象１４户、２６万元；计生特殊家庭养
老补贴１７１人、３０．７８万元；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
２１９６户、２３．９４万元。认真开展惠民惠农财政补

【政务服务】 认真梳理政务服务清单，认领服
务事项３４项，开通在线办理３２项，进驻大厅３２
项，最多跑一次５项，累计办件量３２３０余项。梳

贴资金＂一卡通＂专项治理工作，成立专项治理
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工作方案。经清理清查， 理２０１９年权责清单２９２项。进驻永登县电子证照
２０１８年全县惠农惠民资金发放６３２７户，惠民惠

信息平台６项。进驻兰州市信息资源目录共享平

农卡（折）６３２７张，享受 ７４６７人，当年收入
８４２．０２万元，发放资金８０３．７２万元，全部通过甘

台６项。

肃省农村信用社发放到户，结转下年度资金３８．３ 【扫黑除恶】 积极开展扫黑除恶、禁毒、维
万元（特别扶助当年收入２４０．０３ 万元，支出
２２５．３６万元，结转下年度资金１４．６７万元；农村
独生子女父母奖励当年收入４４．０７万元，支出

稳、反邪教工作。依托义诊等活动积极开展扫黑
除恶、禁毒等工作的宣传，坚持狠抓思想发动不
放松，滚动摸排线索不放松，深入推进扫黑除恶

２０．４４万元，结转下年度资金２３．６３万元）。针对 专项斗争取得新成效；维护医务工作者和患者合
失独家庭需求，重点开展以精神慰藉、心理疏导 法权益。答复网上信访办件８件，答复网络留言
为主的关怀帮扶活动。通过慰问计生特殊困难家

１５件，１２３４５民情通信访办件办结率１００？？通过

庭，开展送家政服务上门、计划生育特困救助、

永登手机报发布新闻信息８０余条，市卫健委网站

失独家庭综合保险项目、计划生育家庭意外伤害
保险项目等活动，切实使失独家庭感受到政府的
关怀。全年购买慰问品折价共３．９３万元，家政服

报道９条。
【创建爱国卫生】 做好省级卫生城市复审工

务费４．３６万元。２０１９年，获得全省计划生育家庭

作，组织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活动，形成长效

意外伤害保险工作扬帆奖三等奖。

机制；推动农村＂厕所革命＂，大力开展改厕宣

传，组织改厕技术指导小组开展全方位督导，联

【行业监管】 加强卫生应急能力。完善充实应 合县农业农村局召开农村改厕技术培训会议及推
急处置队伍、装备和物资储备，落实２４小时应急
值守，全面完成各类应急医疗保障工作。做好全
国＂两会＂及建国七十周年大庆期间信访维稳工

作；加强依法行政，严厉打击＂两非＂行为。通
过核查出生漏报、做好出生孕前检查管理、严格

进会两期，计培训２００余人；紧抓病媒生物防
治，制定工作方案，召开专项工作会议，开展城
区病媒生物消杀工作；结合文明城市创建开展控
烟工作监督检查，各项工作有力推进。

Ｂ超管理、规范终止妊娠药品管理等，严厉打击

【建设健康永登】 依托＂健康中国行动＂＂百

查处＂两非＂活动，在全社会形成打击＂两非＂
行为的高压态势，＂两非＂信息系统运行正常；

名医师下基层＂和红十字急救活动，在全县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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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急救进学校、进家庭、进社区（村）、进

城乡居民基本医保报销２．６６亿元，大病保险补偿

企业和进机关活动，积极组织专家开展＂健康兰

４１３９万元。建档立卡户基本医保提高５？？偿３８６

州巡讲进县区＂以及＂健康永登大讲堂＂等健康
巡讲活动，广泛传播健康知识与技能。切实提高
城乡居民健康素养，助力实现健康扶贫目标任
务，加快＂健康永登＂建设步伐。县医院和中医
院建成标准化老年病科，特殊群体老人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７５？？全县医疗机构基本落
实＂一免一半五优先（普通门诊诊查费免费、专
家门诊诊查费半价、优先就诊、化验、检查、交

万元，大病保险支付３８５７万元。城镇职工医疗保

险支出３５５４万元。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保及资助】 全县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为２０７８８户，７０７１２人（不含兰州新
区秦川镇、中川镇）。应参保７０７１２人，本地已参

费、取药）老年人就医优惠政策，中医院确定为

保６８５１８人，因参军、就学、务工、参加职工医
保等客观原因异地参保 ２１９４ 人，参保率为
１００？？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享受参保费资助

医养结合示范单位，全县老年人健康信息录入率

政策。其中，建档立卡五保户、孤儿、低保一、

达到７０？？上。

二类人员缴费标准６０元，医疗救助全额代缴；建
档立卡低保三、四类人员缴费标准６０元，医疗救

领导名录

助代缴３０元，个人缴费３０元，建档立卡一般户

局

长 陈好建

缴费标准２２０元，医疗救助代缴５０元。建档立卡

党委书记兼副局长冶德良

吴有德

患者在各级定点医疗机构住院，享受基本医保提
高５个百分点报销政策和基本医保、大病保险、

徐大英

医疗救助＂一站式＂联网即时结报。２０１９年，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门诊、住院享受医疗保障特惠政

副 局 长

廖永海
（陈明道）

医疗保障局
【概况】 永登县医疗保障局是整合县医疗保险
局职责、县发改局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管理职
责、县民政局医疗救助职责，于２０１９年２月新组

建成立，是县政府工作部门，科级建制，行政单
位；下设二级单位永登县医疗保险服务中心，于
２０１９年３月成立，科级建制，事业单位。永登县

策补偿６３４．８８万元，住院患者人均享受政策红利
３２８．６２元。在救助限额内，农村五保对象给予
１００？？助，低保对象给予８０？？助，建档立卡
一般户给予７０？？助。２０１９年医疗救助累计救助
１１．３９万人次，救助资金１８８９．７６万元。
【医疗保险业务网上办理工作】按照＂放管
服＂改革工作的总体要求，以＂让网络多跑路，

参保群众少跑腿、不跑腿＂为工作思路，依托
＂互联网＋医保信息系统＂，及时开通＂永登医
保＂微信公众号，截至目前用户数量已超过１．５
万人，日均浏览、转发量突破５００余次；通过

医疗保障局现有干部职工（包括医保中心）２６
人，具体负责国家、省、市关于医疗保险、生育
保险、医疗救助等医疗保障制度的贯彻落实。

＂永登医保＂微信公众号，在全市率先开启＂无

【参保及基金筹集】 ２０１９年，全县城乡居民参

卡住院确认单＂、＂参保信息更正＂等医保业务网
上办理工作；为建档立卡户、农村留守老人、儿

保３５５６３５人，占应参合人数的９８．６？？基本实现

童等人群建立＂医保业务网上经办群＂由各医疗

了城乡居民的＂应参尽参＂； 各级财政参保费补
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５２０元（其中∶中央４１６
元，省９２元，市７元，县５元），个人缴费２２０

机构工作人员负责协助办理医保业务，日均网上
业务办理７０人（次）；微信公众号医保业务实行
网上办理之后，参保群众不用来回奔波于县城和

元；人均筹资标准７４０元，基金总量２．６３亿元。

乡镇，为办事群众每人次可节省约５０元支出，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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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实现＂一窗办、一网办、简化办、马上办＂的

现了即时结报（建档立卡患者在各级定点医疗机

目标。此项改革举措深受广大参保群众欢迎，得
到《兰州日报》《兰州晚报》、新华网、搜狐网、
新浪网、兰州新闻生活《兰网》等多家媒体的宣

构住院，即可享受基本医保提高５个百分点的现
场直报政策）。符合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大病保

传报道。

了＂一站式＂即时结报服务。县内定点医疗机构
实行＂先诊疗后付费＂制度，即参保患者住院时
不交押金，在住院期间只交自付费用，出院时多
退少补，将以往患者出院时兑付的医保补偿基金
垫付到患者住院押金上。

【政策宣传】 依托＂互联网＋政务服务＂和医
疗保险信息平台，建立＂永登医保＂微信公众
号，设立＂健康扶贫、医保政策、便民服务＂菜
单，内设＂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医保、大病保
险、异地就医、长期门诊、一站式结报、意见建

议＂等子菜单，开通以来点击量已突破４万多人
次，用户数量已突破７０００人，此微信公众号是全
县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业务办理及
政策宣传的官方账号。各定点医药机构、村卫生
室将微信＂二维码＂张贴醒目位置，并在村社进
行推送和宣传；利用永登手机报、永登电视台、

＂永登生活帮＂、＂永登人＂自媒体等新媒体平台

及时推送医保政策宣传及工作动态；印制《永登
县医疗保险政策摘要》、《永登县城乡居民医保政
策宣传》、《永登县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政策
（二）》《永登县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政策宣传
（三）》等宣传材料３５余万份，通过各乡镇、卫
生院发放到户，宣传到人；设计制作《永登县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宣传》、《永登县城乡居

险报销和民政医疗救助补偿的参保患者结算实现

【医保基金综合监管】深入开展打击欺诈骗保
专项治理。认真落实《甘肃省欺诈骗取医疗保障
基金行为举报奖励实施办法（暂行）》，广泛发动群
众，在全社会形成不敢骗、不想骗、不能骗的社

会舆论氛围。开展以门诊慢性特殊疾病管理为重
点的专项治理，实现定点医药机构现场检查全覆
盖。认真落实重大案件专报和挂牌督办制度，规
范定点医药机构恢复协议报批程序，依法依规从
严从重查处违约、违规、违法行为，持续保持打
击骗保高压态势；加强稽查检查，强化基金监
管。规范执法办案程序，强化定点医药机构协议

管理，加大稽查力度，加强行政执法与协议管理
的衔接，增强基金管理的针对性，加强经办机构
内控制度建设，推动智能审核提档升级，严格费

用审核。

民基本医疗保险报销政策》宣传板悬挂各卫生医

疗机构。
【简化城乡居民基本医保报销程序】城乡居民
参保人员享受＂一站式＂即时结报服务。参保患

者在省市县乡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治疗，出院享受
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一站式＂即时
结报服务，精准扶贫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享受的特
惠政策实现现场直报；县内定点医疗机构取消住
院确认单纸质材料。针对无卡住院患者，取消无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紧扣＂守

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以
抓紧理论学习为基础，以抓实调查研究为载体，
以抓牢检视问题为契机，以抓严整改落实为驱
动，坚持问题导向，切实把＂学习教育、调查研

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四项重点措施贯通起
来，有机融合、统筹推进，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实
效。把主题教育焕发出的工作热情转化为开展医
保工作的强大动力，切实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卡住院确认单纸质版，实行网上及时办理。

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解决医保扶贫工作中的突出
问题、医保冲刺清零面临的紧迫问题，加大打击

【城乡居民医保＂先诊疗后付费＂、＂一站式＂结
算】 城乡居民医保整合实现了一体化管理，
参保群众在省市县乡四级医疗机构门诊、住院实

欺诈骗保行为的力度，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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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钱、救命钱、健康钱安全，解决好人民群众在

医疗保障领域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不断

文化 科技 教育 卫生
增强人民群众在医疗保障领域的获得感、幸福感人。内设办公室、总编室、指挥中心、编辑部、

和安全感。

播控部、财务科、行政科、新业务部、发射台九

个科室。

领导名录
党 组 书 记、 局 长 明 峰（２月任）
党 组 成 员、副 局 长 彭维全（２月任）

医疗保险服务中心主任 杨国辉（３月任）

副主任 许大仁（３月任）

【服务宗旨】 中心紧扣宣传这个中心，围绕创
建新时代更高质量的陇上强县这个目标，突出
＂七抓＂，深入推进＂十项重点工作＂，融合县广
播电视台、政府网站、手机报、头条永登发布、

外宣办等６大媒介媒体，完成由原县广播电视台
李 军（３月任）
（毛 琴）
向县融媒体中心的体制机制转变。建成玫乡永登

【概况】 １９９０年成立永登人民广播电台，１９９６

ＡＰＰ，顺利实现和甘肃省新媒体集团对接，５
月，经省市广电部门上报推荐为国家广电媒体先
导单位。中心全体成员用辛勤的脚力、眼力、脑
力、笔力牢牢占领党的舆论阵地，践行＂党媒姓

年成立永登有线电视台。２００４年在机构设置时，

党＂的宗旨。

《融媒体中心
将永登人民广播电台和永登有线电视台合并后成
立了永登县广播电视台，２０１９年３月由原县广播

（以下简称中心），属县政府直属事业单位，由县

【硬件设施】 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０１９年１１月，累计
投入资金４００多万，完成１楼—８楼的硬件基础改
造、青龙山发射台基础改造、各科室办公设备更
新、记者照相机、摄像机及其他设备的购置。中心

委宣传部领导，正科级。主要职责是贯彻落实党

拥有５层办公楼，每层面积约１０００平方米，两个会

中央关于县融媒体中心工作的方针政策和省市县
委关于县融媒体中心工作的决策部署，在履行职

议室，分别在四楼和八楼。其中一个可以录制大

型活动的６００平方米演播大厅，大厅可容纳３００

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集中统

人，厅内有３０平方米的显示屏１个，另一个１００平

一领导。

方米演播室，室内有为８．３平方米的大屏１个。二

电视台、政府网站、手机报、头条永登发布、外

宣办等６大媒介媒体融合成立永登县融媒体中心

套演播室导播系统，前期采访设备摄像机经过不

【建设沿革】 ３０年来，广播电视台从无到有，

断的升级换代全部实现数字化。拥有大疆无人飞

采编队伍不断壮大。《永登新闻》节目从１９９６年

行器２架，广播级档次的数字摄像机１０台，记录格
式均为先进的ＤＶ、ＤＶＣＰＲＯ２５ 和ＤＶＣＰＲＯ５０，具
体包括２台松下 ＡＧ－ＤＶＸ２００ＭＣ、２台索尼ＤＳＲ－

开始由每周二期新闻改成每天播出至少５条新
闻。电视台新闻采编制播人员由３０年前的８人发
展到现在的５７人，采、编、播设备不断改进。各
栏目采、编、制、播一条龙作业，新闻的采编、
制作容量大大提升，其中专题片最大收看人群达
到１０＋万人之多，年发送消息１１万多条。中心共
有在编干部职工４６人，领导设１正３副，临时聘

ＰＤ１９０Ｐ、２台索尼 ＨＶＲ－Ｚ５Ｃ、１ 台索尼 ＨＶＲ－
Ｓ２７０Ｃ、２台索尼ＤＸＦ－８０１ＣＥ、１台ＳＯＮＹ－ＤＳＰ摄像
机；单反２台，佳能５Ｄ３、８０Ｄ（１８－２００ｍｍ）。中心从

上８人。中共党员２３人；本科学历３４人，大专学

套索贝中央数据库、１套大洋ＭＥ非编系统、１套索

历１５人，高级职称１人，中级专业技术职称６

贝７ＯＰＢＯＸ７非编系统、１套索贝 ＭＳ３０００储存管理

线性单机编辑发展成为非线性编辑网络制作，拥

有１套大洋ＨＤ５数字高标清非线性编辑系统、１套
用及公益性岗位人员１１人。其中∶ ３５岁及以下 ＥＤＵＩＳ４非编系统、１套ＶＳ６００－３２Ｔ在线式四通道
２４人，３６至４５岁７人，４６至５４岁１８人；５５岁以 网络编辑服务器、２套索贝高清网络编辑工作站、１

人，初级专业技术职称７人，技师４人，高级工７ 服务器、１套４０００Ｇ储存器、１台ＨＷ－５０２４千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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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网交换机、１套Ｘ９０００数字硬盘播出系统、１套
套 切换机等共计总投资２３０余万元提升硬件设施。

ＬＭ－１５０Ｓ 监视器、１套提词器、１台松下（ＰＴ－
ＢＺ５７ＯＣ）投影仪。中心节目播出基本淘汰磁带播
出，实现全硬盘播出。
【中心建设】 初步实现＂两步走＂∶ 首先，累
计投入２００余多万元资金改善配套硬软件设施；
其次，力争全面实现融媒体工作运转。２０１９年，

完成和甘肃日报新媒体集团对接，总投资３００余
万元的指挥中心等重点科室正在招标建设。

【＂７个＋＂建立健全播出制度】 制度管理＋，中
心修订播控、发射台＂五项制度＂以及设备管理
制度和安全保卫制度、安全播出管理制度，全面
靠实责任，严格落实播出节目＂三审＂制度；审
核发布＋，中心电视剧、电影等播出基本是从省
音响出版等正规渠道购置，提前会反复审核把
关；自编节目中心严格落实三审制度；中心严格
按照广告法等法律规范落实广告播放；监控覆

盖＋，融媒体大厦内外、青龙山发射台、演播大
【党的建设】 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市第三督导组亲临中心共同参加主题

厅、功能区域等５０余处摄像头全域无死角全覆
盖；功能提升＋，安装发电机１组，稳压电源２

党日活动，主题教育典型做法同步被县委组织部 组，全面更换老旧线路和设备。购置电灯、雨
报市上推行；开辟主题教育宣传制作２０余组片
头、标语、宣传展播纪念新中国成立 ７０周年歌

衣、雨伞和灭火器、防护器械、预警电话，网线

曲、展播时代楷模等专题片宣传；在政府网站、

全面进行２次升级和改造；专业化＋，中心播控
部涉及的播控机房２台存储器、２个监测平台和

微信公众号、头条发布等平台及时发布主题教育

无线发射设备搬到３楼网络公司机房，委托管

信息，做到网络上有专栏、电视上有声音、报纸 理。拆除天花板，打开原本封死的门窗，安装２
上有文字、大屏上有展示、手机里有短信、微信 台大功率通风设备；基础改造＋，全面改造中心
里有图文、工作中有简报；坚持周一例会学习，

干部职工每人学习笔记量达到２本以上，学习内

播控部，青龙山发射台在２０１８年一期投入８．５万
元安装围墙铁栅栏５０余米，硬化部分地平。２０１９

容在８０余篇，完成心得数余篇，联合开展主题党

年二期维修青龙山发射台旧机房，完成约２００平

日活动２场；班子成员带头落实、带头苦抓，成

方米地平硬化、门窗更换、粉刷维修等；网络安

员之间团结紧密、商议有序，党员评比表彰活动
开展经常化，尤其在结合学习强国、甘肃党建和
记者节等活动中积极表彰优秀党员、学习标兵；
支部党员由原来的１２名增至现在的２２名，顺利
接转党员８名，结合主题教育发展党员１名，培

全舆情监测＋，完善网络基础，强化网络安全管

养入党积极分子２名。

动力。

理，加强舆情监测和处置力度。
【创新机构】 中心在整合过程中突出＂融·
媒·体＂三个字，＂融＂出规模，更是＂合＂出

＂融＂合提速∶ 体现在七个＂融＂。把业务和

【硬件提升】省上配套１００万元、积极争取市

服务能力＂融＂起来，着力构建县融媒体中心＋

上资金１００万元专项资金建设融媒体中心。投资
２０余万元改造融媒体多功能会议室；投资８０余
媒体演播大厅；投资 ４０余万元改造青龙山发射
台；投资８万余元建成职工灶房；投资１１万元改
造播控中心；投资２０余万元维修广电大厦门头门

网络公司＋移动＋联通＋电信矩阵，变 ＂各行其
道＂为＂借力使力＂；把技术创新对接＂融＂起
来，着力构建县融媒体中心＋新媒体集团＋其他服
务矩阵，实现资源共生共享，变＂一帆竟发＂为
＂多元互通＂；把政务民情＂融＂起来，打通最后
一公里，变＂一枝独秀＂为＂满园春色＂；把媒

面；投资１０万多元拆除楼顶危险设施。维修改造

体企业＂融＂起来，融合１００家企业共享发展成

３块电子大屏、１０台摄像机、３条非编系统、１台

果，变＂单一渠道＂为＂联姻联建＂；把纸网屏

万元改造融媒体指挥中心；投资３０余万元续改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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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媒＂融＂起来，形成滚雪球效应，变＂简单相
加＂为＂深度融合＂；把新闻通联队伍＂融＂起
来，全县近１００家部门单位的通联队伍信息聚集
互通，变＂单打独斗＂为＂联合作战＂。
＂媒＂体联姻∶以县域传统媒体为总引擎和

总链条，建一个环环相扣的同心圆，＂一环＂融
合广播电视、政府网站、手机报、头条发布、外
宣办等６大媒介媒体，融合发布渠道和发布资
源，着力全媒体记者身份介入、信息共享互通，
协同发力；＂二环＂对县域各乡镇、部门和单

度。永登电视新闻日播数量、县政府网站和其他

网站、手机报上稿量增幅尤为明显，翻番增加。
抓突破，围绕永登电视新闻和手机报消息等，目

标定位中央省市电视台和报纸、网站，实现在中
央省市媒体上稿数量新突破。抓升级，实现电视
全高清播出，设立微信公众号，开通电信网络电
视和移动网络电视，逐步向新媒体靠拢，实现宣
传事业的新跨越。抓硬件，直播投入资金１７０万
元、设备购置投入专项资金７０万元、硬件建设改

位、企业、个人开设的１５８家网站、９个微博系

造投入资金２００万元，彻底改善基础设施；抓收
入，争取资金还旧账、补窟窿、添置设备，通过

统和微信公众号等调研排摸，逐一厘清运转状
况，实行统管联建；＂三环＂把中心和部门、乡

走出去、请进来等吸收广告等资金２０余万元，申
请县财政融媒体建设资金３２０万元；抓管理，建

镇、单位、企业、学校等新闻宣传和社会化服务

立健全县融媒体中心３１项工作制度，健全电视台
制度汇编、新闻采编奖惩办法、新闻和公众号三
审制度等系列制度；抓安全，安装稳压电源２
组，发电机１组，投入资金全力排危、改造相关

等领域融合发展，甘做＂媒＂人，甘为人梯，通
过良好的服务和顺畅的协作联系，实现宣传和收

益的＂双赢＂。
＂体＂量规划∶ 科室体量上，无限放大科室
面积，放大社会活动空间体量，确保能容得下社
会各类活动，充分把社会资源融进来；发布体量

危旧设备设施。

个传播平台，最终实现多元传播，全方位覆盖的

【＂１０个深入推进＂工程】 深入推进融媒体
＂１００＋１＂＂媒企同行·共享繁荣＂建设工作；深
入推进融媒体＂互联网＋＂１＋１＞２融媒体建设工

目的；组织架构体量上，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室

程；深入推进融媒体＂双１００＂百篇文化精粹和

设置要先行布局，提前规划，因需设岗，因岗定

百篇音乐风光片制作工程；深入推进融媒体纸媒

人，着力推进角色融合后的工作纵深推动，着力
实现相加到相融的平稳过渡。＂四个一＂体量规

平面媒体＂争一创十夺百＂新闻从市省到中央梯
级攀升工程；深入推进融媒体＂爱永登＂吃穿住

上，持续扩展体量和总量发布，最大限度利用各

行新业务广告主题策划实施工程；深入推进融媒
体＂补＋改＋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工程；深入推
群。通过对通联队伍、自媒体队伍的融合和培训 进融媒体民生服务＂一户一策＂精准扶贫亲民爱
划和管理∶一组人。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让
纸媒、电视记者自然过渡到全媒体记者；一个
以及和县融媒体中心全媒体记者之间无缝衔接，
逐步开展工作； 一个声。报、网、平、端稿件和
素材的融合，力争实现一次采集，多元发布；一

矩阵。全县一端口，全省一张网，全国一盘棋，

努力形成一个链接矩阵，努力实现找得着门、发
得出稿、处置舆情及时。

民活动；深入推进融媒体＂百千万＂＂有线＋网

络＋公众号＂省级平台对接和覆盖工程；深入推
进融媒体＂播出＋设备＋防护＂安全防护和能力提
升工程；深入推进融媒体＂八大主题日＂主题实

践活动。
【宣传工作】 ４月１日，《兰州日报》以《永登

【＂七抓＂措施】 抓中心，和去年同期相比，纸

县全面搭建融媒体＂中央厨房＂》为题做专题报

媒体发稿量由２３２篇增至２５６篇；网络媒体发稿

道；１０月２２日，《兰州日报》《兰州晚报》《壮丽

量由３８８篇增至１３５９篇；广播电视发稿量由１２００

７０年，奋斗新时代兰州市发展成就巡礼——永登
篇》以《精准脱贫的＂永登答卷＂》《工业强

余条增至１９１０条，新闻播出的质和量迈向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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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产业富民 党建促脱贫》《陇上强县 越来

７０周年＂诗歌诗词征集活动、＂致敬七十载 奋

越美》等为题材和书记、县长专访的９个专版连
载刊登全县各业取得的成就，《兰州日报》《甘肃
日报》《人民日报》专版和人民网、新华网、甘
肃电视台、兰州电视台等各大媒体聚焦永登，连
续头条发布，进行宣传报道。５月１３日，《人民

进新时代＂永登县舞台演讲展示活动、庆祝新中

日报）专版刊登全媒体记者稿件。协助中央电视
台大型系列纪录片《中国话》栏目组拍摄吉卜赛

国成立７０周年书画美术摄影展、庆祝新中国成立
７０周年＂乡村舞台＂广场舞大赛、教育系统＂我
和我的祖国＂主题教慰问等活动十余场次；１６部
《美丽永登》专题片——《春之声》《夏之语》
《秋之韵》《春之韵》《冬之望》等精彩亮相甘肃
电视台；制作完成《政协委员风采》刊播１７期，

民俗语言；协助中宣部《创意中国》完成苦水玫 全年累计完成专题制作近２００部，腾讯视频等相
瑰采访；协助华艺公司和台湾中视＂摄制组拍
摄电视片《大陆寻奇》；协助中央电视台完成鲁

土司、吐鲁沟采访；协助兰州电视台，甘肃电视

关网络媒体单次播放最大收视人群达到３万多
人；采集制作以《赤—热情永登》《橙—财富永
登》《黄—丰收永登》《绿—希望永登》《青—活
力永登》《蓝—智慧永登》《紫—浪漫永登》系列

台精准扶贫联合专访《下足＂＂绣花＂功夫，精准
发力＂摘穷帽＂》等。
短视频，被《学习强国》采用；制作《我的入党

２０余场；启动演播室，提供社会化服务，实现收

故事》短视频１０期以上；连续两届＂１００＋１＂
＂媒企同行·共享繁荣＂建设工程，发展协作企
业１００余家；制作《初心·使命·担当—１００家
企业访谈》专栏２０期。制作《融入我们——与您
同行，共享繁荣》、我爱永登、我给家乡点个赞
等广告主题宣传活动，围绕家乡的风景——玩、

入２０余万元。和媒体、部门单位、乡镇村、企

家乡的味道——吃、家乡的热情——住、家乡的

业、学校互联互通，协助新华社完成第十二届兰

颜色——穿，展示永登各业峥嵘的局面。

启动演播大厅，围绕建国７０周年，举办＂我
和我的祖国＂、＂走进新时代＂为主题的联欢晚
会、群众文艺汇演、青少年音乐会等活动３０余场

次，参与人员 １５０００余人次，实现同步录制、同
步播出；启动融媒体多功能会议室承接各类会议

州玫瑰节开幕式现场直播。
集中报道十大群众性活动即∶永登县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我和我的祖国＂同升

领导名录
主 任
王 龚立忠

壬焦述贤
副主任
年缅怀革命先烈活动、＂峥嵘 ７０ 载 与国同 副主任 张 萍（３月任）
国旗同唱国歌活动——升旗仪式、永登解放７０周
梦＂——永登县庆祝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专场文艺
晚会、＂我和我的祖国＂永登县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７０周年歌咏比赛、永登县＂新中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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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 郁 俊（３月任）

（杨 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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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创业】 ２０１９年，促成就业困难人员实现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实名制就业 ４１２人，安置社区７５户＂零就业家
庭＂中的７５人公益性岗位上岗，实现＂零就业家

【概况】 永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建于 庭＂动态清零。不断完善失业登记流程，通过大
２０１０年８月（以下简称人社局），属县政府工作
部门。局属单位有永登县社保局、就业局、医保
局，劳务办、劳动监察中队、人才交流服务中
心、永登中心劳动力市场。挂牌机构有永登县劳

就业网和社区劳动保障平台，建立失业台账、就
业台账，全力落实精准认定新增失业人员、新增
就业人员身份，加强对失业人员和就业人员的动

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办公室。内设设有办公

态管理。结合市场用工需求和劳动力培训意愿，
扩大＂订单式培训＂和＂个性化培训＂，全年完

室、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管理股、工资福利与
退休管理股、事业单位改革和职称管理股股、社

成就业技能培训４６５８人，挖掘机、装载机、中式
烹调师、手工编织等特色培训品牌基本成型。

会保险管理股、劳动监察与仲裁股、城乡就业

大力拓展技能鉴定，完善＂技能培训—技能

股、行政审批管理股、统计和目标管理股、财务
和资产管理股、档案管理股。
永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永登县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办公室）机关行政编制１８
名，其中∶局长１名、副局长３名，仲裁办主任１
名，机关工勤人员编制３名。永登县人才交流服
务中心为参公性质，科级建制，事业编制７名，
其中领导职数１名。永登县就业服务局为参公性

鉴定—职业介绍—实现就业＂的一体化服务体
系。先后为符合条件的５７名就业见习人员申请就
业见习补贴３３万。２０１９年，永登县有２７家兰州

市青年就业见习基地，能为青年就业见习提供

１４９个就业见习岗位。永登三元堂医院、永登县
中医院、永登县世纪星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永登县人民医院等见习基地接纳８０多名青年参加
就业见习。经对企业补贴发放情况和人员身份的

质，科级建制，事业编制２０名，其中领导职数３ 初步审核，有７３名见习青年符合补贴申请条件
名。永登县医疗保险局为参公性质，科级建制， （其中，高校毕业生２６人）。根据申请见习补贴的

事业编制１３名，其中领导职数１名。永登县社会
保险事业管理局为参公性质，科级建制，事业编

最低期限规定和最低生活补助标准，为相关见习
基地申请拨付３８．５万元就业见习补贴。

制１７名，其中领导职数２名。永登县人民政府劳

将创业担保贷款作为助推创新创业、促进产

务工作办公室为参公性质，科级建制，事业编制 业发展、打赢扶贫攻坚战的重中之重来抓。全年
１０名，其中领导职数２名。永登县劳动保障监察

大队为参公性质，科级建制，事业编制８名，其

新增创业担保贷款２１４笔３０３９万元，其中，农村
创业人员１８９笔２６９３万元。同时，通过回访、业

中领导职数１名。永登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为参

务分析以及提前电话催告等贷后跟踪服务，加大

公性质，科级建制，事业编制８名，其中领导职 对到期资金的回收监督力度，实现创业担保贷款

数１名。

良性运作。全年向各乡镇、社区、村社发放创业
担保贷款宣传材料１５０００余份。２０１９年，为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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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联民爆器材有限公司兰州金城分公司、兰州吐
鲁沟国家森林公园等 １５ 家企业申报稳岗返还
３１１００１．１３元。另外，根据《甘肃省关于失业保

险支持参保职工提升职业技能有关问题的通知》
（甘人社通〔２０１７〕２７５号）文件精神，受理技能
提升补贴申请２９人，申请补贴金额４万元。

梳理自查社保业务办理过程中存在的管理风险点

和薄弱环节，排查出风险点１１个，并制定相应的
整改措施，明确责任人，完善具体的业务、财
务、档案、审核复核等流程，全面加强风险

防控。

【招录招聘】 严格落实普通高校毕业生到基层
【社会保障】 ２０１９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征缴７３３２万元，参保人数１１２１３人；失业保险征
缴７１３万元；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征缴７１８５万

工作的相关政策措施。２０１９年，招录民生实事项
目人员８５人，其中，＂三支一扶＂９人，＂特岗教

师＂７６人，做好岗位服务期满人员安置工作。积

元；工伤保险征缴５２１万元；生育保险征缴３７６ 极配合省市做好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公开招
万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２４．１万人，

征缴３７９５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６９６１人，征缴１２２１０万元。通过＂五险合一＂信
息系统统一后台调整社保缴费比例，新费率自５
月１日起准时执行，惠及永登县４４１家单位。这
次主要对职工基本养老、失业和工伤三个险种的

缴费比例进行调整，同时，社保缴费基数也调整
为上年度甘肃省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即
６１８６９元的６０？？３００？？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的
建筑业共１５家企业，其中，在建项目１１家，参
保人数５８５人；新建项目４家、参保人数３５人、

聘１１９人，有力充实永登县基层工作力量。同
时，根据市委市政府统一安排部署赴一流大学建

设高校组织专项引才，签约３人。举办专场招聘
会２场，向腾达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等２家企业
招聘２７人。招聘反恐特警辅警６９ 人。对海金秀
等１３７名教师的任职资格进行评审，圆满完成此

项工作。
【审批项目】 严格按照审批程序，审核２０１９年
１月全县机关事业单位工资、离休费、遗属补助
和精减下放补助８７５１人；审批机关事业单位工作

新开工项目参保率达到１００？？？有机关事业单 人员职务（岗位）变动调整工资４７４人；审批机关
位全面参加工伤保险，共有１８６家单位７８５４人缴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转正定级工资１３５人；审批机
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学历变动调整工资２１人；审
纳工伤保险费。
根据工作进度时间安排，通过比对数据、乡
镇逐人核实，清零工作如期完成。人社平台反馈
无法参保人员２８０人，经核查，本县外户籍１０
人；异地参保１９８人，参加失地农民养老保险、

批２０１９年机关事业单位正常晋升６２６５人；审批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服兵役等情况 ７２人。１１

和抚恤费；审批落实农业有毒有害津贴、林业有

２０１９年职级并行科员晋升副科职级１人；审核补
发２０１７年机关事业单位综合治理达标奖７７３６
人；审批机关事业单位１４２人退休，４９人丧葬费

毒有害津贴、卫生监督所卫生防疫津贴２８人；审
核２０１９年１月机关（参公）公车改革补贴 １５５１
作，当月共缴费１２４人，使用政府补贴７６７．４９万 人；审核２０１９年度取暖费５８６２人。２０１９年，符
月，对城关镇幸福大道、纬十一路、北街锅楼房
等２０１７年项目涉及的到龄人员开展参保缴费工

元，个人缴费３２６．９４万元。为到龄人员同步办理
退休手续发放 １１ 月养老金，人均领取养老金

合申报条件３２９人，其中，正高级１０人，副高级

份，并向乡镇统一配备＂智慧眼＂认证设备一
台。２０１９年，全县认证人数达到５８１１０人，全县

置４个高级岗位，１９个中级，解决水利系统无高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６３４００人。全面

登县水利事业发展作出贡献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３１９人。共审核上报乡村教师从教２０年申报中级
９７人，从教３０年申报高级２９１人聘任专业技术人
１１００元。
为各乡镇发放生物识别认证宣传彩页 ３０００ 员８１２人，其中，正高级职称１０人。水利系列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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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职称岗位的难题，充分调动基层人才为永登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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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举报８５件，涉及５０５人，涉及金额５３９．３万

【档案审核】 完成６７５名公务员档案、２６４８名

元。其中，达到立案标准的１４件，涉及１４５人，

事业人员档案的专项审核。管理全县机关事业单

涉及金额２７３．１７万元，协调处理案件７１件，涉及
３６０人，涉及金额２６６．１３万元；向公安部门移送

位科级以下在职工作人员档案共２５９４份，退休人
员档案共１６３８份；完成２０１８年局机关文档的编
排整理，对２０１８年考核结果及２０１８年工资正常
晋升等相关资料装入个人档案；继续做好大学毕

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２件。办理各类信访

业生注册工作，在甘肃省公共就业服务管理信息

１６４人，其中，１０人以上的集体争议案１起；涉

系统为１１６６名大学毕业生进行注册登记，接收大

及职工１８人，结案１４１起，其中，调解处理２０
起，裁决处理９３起（其中一裁终局６起），其他
方式２８起，受案率达到１００？？按期结案率达到

学生档案３６６份。

件１２０件，涉及４２２人，涉及金额６６０．３１万元。
全年受理劳动争议案件１４２起，涉及职工总数

【机构改革职能划分】 经报县委、县政府批
准，县人社局对相关职能进行划分与移交。向县
委组织部移交了行政机关公务员（含参照公务员
法管理单位工作人员）工资收入分配、工资正常
增长机制、福利和离退休等工作；向永登县退役
军人事务局移交军官转业安置工作；向县科学技
术局移交了引进国（境）外人才和智力、管理来
永工作外籍人员以及出国（境）培训工作；向县
医保局移交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９８．５８？？结案的１４１起案件中，劳动关系８１起，
工资争议４４起，双倍工资差额及经济补偿５起，

生育保险工作。在移交此项工作过程中，县社保
中心与县医保局、医保中心联合召开永登县社保

户，Ｃ级企业２户。

医保划转工作协调会，确定业务划转的过渡期及

【脱贫攻坚】 依托兰州新区、县城新城区建

正式移交接管时间。

设、县上６个产业园区的开发建设、县内建筑、
水利、新农村建设、道路交通等重大项目建设，

【五项制度】 全面落实＂五项制度＂安排部署
暨劳动用工培训会议。对在建工程项目落实＂五
项制度＂情况进行实地检查。２０１９年，检查在建
的工程项目２４个，涉及务工人员 １３６４人。开展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

巩固和培育乡镇级＂百人＂劳务基地３个、县
＂千人＂就地转移劳务基地１个。２０１９年，成功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３起，工伤赔偿８起。
案外调解处理４４起，调解率达到４５．３９？？终局
裁决率４．２６？？接待群众来访２７８次５００人，各种
形式的政策咨询涉及企业７６家２０５人次。对全县

的各类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情况进行

集中年度审查和守法诚信等级评审，审查用人单
位２０２户，评定出Ａ级企业２１户，Ｂ级企业１７９

举办４场东西部扶贫协作劳务对接招聘会，涉及
车间技术工、编程、保安等１００余个工种，提供
岗位１２９０余个，求职咨询群众达２６３０余人。向

禁止使用童工专项检查、小微企业和有雇工的个 天津市宝坻区组织输转务工人员１６人，其中，建
体工商户参加工伤保险检查、根治夏季专项行动 档立卡贫困户 ８人。
８次。检查用人单位２３０户，涉及劳动者 ９０６３
人，其中年审用人单位劳动保障资料２０２户，涉

及劳动者８７３１人，劳动年检覆盖率达８７．８？？督
促用人单位新签和补签劳动合同１７４２６份，劳动
合同签订率达９６．３？？上。督促２０２户企业签订

了集体合同，涉及人数８７３１人。

认真落实《关于鼓励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赴
东部地区务工就业实施方案》文件补助政策，为
＂天津市宝坻区驻永登县劳务协作服务工作站＂
进行揭牌仪式，推进永登县和天津市宝坻区部门

之间劳务协作向更深层次发展。继续稳定实施农
村公益性岗位和共管共享乡村公益性岗位相关政

策，全年累计核拨农村公益性岗位补贴资金６００

【投诉受理】 ２０１９年，劳动监察大队接到各类 万元，共管共享补贴资金 １０５５．７万元。结合永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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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精准脱贫工作实际，及时召开＂扶贫车间＂工

面１２项问题，提出整改措施１１５条，共查摆出问

作推进会，与扶贫、农林、工信、财政等部门，

题３０６个，全部完成整改。开展省委第一巡视组

联合下发《永登县扶贫车间认定办法》，利用政

反馈问题、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反馈问题、环
保督查反馈问题、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
价反馈问题、国务院第六次大督查等整改工作，
牢牢扛起问题整改的政治责任，针对历次专项督
查、审计发现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逐条梳
理，对标整改措施，查漏补缺，力求问题清零。

策优势广泛宣传发动，积极推广＂扶贫车间＂建
设，落实＂扶贫车间＂奖补资金预算安排，认定
４０家扶贫车间，带动县域内劳动力１１４２人就
业，其中，建档立卡户４３２人，落实＂扶贫车
间＂奖补资金７６万元。积极推荐申报４家经济组
织为永登县省级农民工返乡创业示范（孵化）基
地，永登县子山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已被省人社
厅认定为２０１９年省级农民工返乡创业示范（孵

化）基地。
【党的建设】 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习近平总书记

组织开展人社系统窗口单位业务技能练兵比
武活动，通过主体班次、网络考训等方式，持续
增强干部担当作为的本领和能力。开展干部技能

大讲堂活动，局主要领导带头讲党课，引导干部
职工强化学习，营造人人学政策、钻业务、练技
能、强服务的良好氛围。持续深化党建品牌内
涵，培育创建基层示范点党支部和＂标杆式＂党

视察甘肃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关于社会建设民生保

支部，指导做好＂学习强国＂＂甘肃党建＂平台推

障和人社工作重要论述作为必读书目和必学内
容，组织局党组理论中心组学习１３次。认真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着力增强党
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
性；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推动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坚守意识形态工作阵

广使用，加强对标准化工作全过程、全时段的自
查排查和对标整改；统筹加强局系统文明创建、

扫黑除恶、法治、综治维稳、禁毒、反邪教、信
访及安全生产等工作，提高综合服务保障水平。

领导名录

地。成立局党组主题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制定 党总支书记、局长 席建新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实施方案、 副 局 长 张生瑜
组织召开主题教育动员部署会，读书班等各类规
邓海山（３ 月免）
定会议。制定人社系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检视问题、八个专项整治问题的整改清

路兴国（３月任）
冶德良（３月任）

陈国丽）

单、方案，聚焦学习教育增动力，聚焦调查研究
惠民生，聚焦检视问题优服务，聚焦整改落实破
难题，高标准高质量推动主题教育各项任务顺利

落实。
统筹推动基层减负、脱贫攻坚、优化营商环
境等重点工作，大力开展精简文件会议、整治扶
贫领域作风问题、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
化营商环境、深入开展＂四察四治＂专项行动、
激励干部新担当新作为等重点工作，细化工作措
施，着力解决不担当、不作为、不落实、落不实
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确保各项工作有

序推进。全年梳理出全县人社系统深入开展作风
建设年活动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６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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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军人事务局
【概况】 ２０１９年２月，组建永登县退役军人事
务局，科级建制１正２副。下设退役军人事务中
心，为事业单位，科级建制。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召开＂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部署会，结合实际
制定主题教育活动实施方案，充分认识开展主题
教育活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明确活动的总体要
求、主要内容和步骤，提出具体的组织领导措

社会服务与管理
施，有条不紊地推进各项的工作。成立县退役军

心得体会并集中观看扫黑除恶专题片。发放《致

人事务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
小组及办公室，统筹主题教育的开展，负责活动
的组织实施，加强对活动开展情况的督促、检查
与指导。制定主题教育学习计划，涵盖中央和省
市县确定的主题教育全部必学内容。局党组班子
成员以上率下带头学，广大党员主动学，做到必
学科目全覆盖、延伸解读有深度、精神要义入心

全县退役军人的一封信》，《扫黑除恶应知会知
１００问》各１万份，加大宣传力度。发动全局干
部职工积极参与涉黑涉恶线索摸排，填写调查问
卷５１份，摸排表５０份，加大线索摸排，强化线

索摸排力度。
【党建工作】 成立党组、党支部、党建等议事

脑。在机关领导干部深入自学的基础上，利用一 机构，制定２０１９年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要点和党
周时间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读 建工作要点，坚持周一干部学习晨会制度。先后

书班。

２０１９年，举行专题研讨会２场次，邀请县委

召开党组中心组理论学习１０次，党员大会６次，
赴兰州战役纪念馆开展主题党日１次，结合主题

第六巡回指导指导组现场指导，班子成员分别针 教育开展主题党日３次，邀请县委党校讲师讲党
对自学和集中学习成果进行交流发言。秉持＂不 课１次，举办党员领导讲党课２次，读书班１次，
搞无意义的调研、无实效的调研、工学脱节的调
研＂原则，班子成员直奔问题去一线，掌握问题

开展学习交流４次，开展党建知识考试１次，法
律知识考试１次，观看主题教育警示片和榜样教

在基层，解决问题在末梢，努力帮助基层破解瓶 育片３次，完成调研课题４个，查找检视出问题
颈问题，改善工作方法。结合４个调研重点，局
党组立足实际，研究确定＂如何提升新时代党组
织及党建工作质量＂＂围绕退役军人各项事务工
作进行调研＂＂脱贫攻坚工作中面临的问题和瓶

１６个，列出问题清单１６个，责任到人，逐一清
零。召开四次局党组会议，在重大决策、局属退

役军人服务中心和乡镇村（社区）退役军人服务
站挂牌组建、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等方

颈＂＂如何加强基层服务站的建设＂ 每一项均 面实行集体研究，形成民主集中下的集体领导决
由班子成员牵头负责，深入基层、深入一线，努 策机制。制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排查责任清
力了解实情、发现问题、破解难题。面对各项工
作相互交织、前后衔接的实际，全局上下始终坚
持认清形势，凝聚党心，强聚合力，辐射全局，
将主题教育成果转化为做好工作、服务人民的强
大动力和生动实践，结合提升群众满意度工作，

单。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和监督责任，制定局
２０１９年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分工、廉政责任风险
点，签订党风廉政责任书。制定领导班子全面从

认真检视问题，边学边查边改，积极回应人民群

集中整治行动。

严治党主体责任清单。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党日活动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

众的新要求、新期待。
【基础设施建设】 ５月２０日，县退役军人服务

【扫黑除恶】 成立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领导 中心挂牌成立，按照有机构、有编制、有人员、

册、海报、放置宣传展架、电子屏滚动播放扫黑

有经费、有保障的＂五有＂的要求，核定行政编
制６名、事业编制６名，为广泛深入开展新时代
的退役军人服务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实现了
以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为枢纽、乡镇村（社区）
服务站＂全覆盖＂的服务保障体系，使基层服务

除恶宣传标语和漫画、利用＂文明劝导＂志愿活

退役军人的服务保障水平全面提升。依托各乡镇

动等宣传方式进行广泛宣传。组织全局干部职工

村（社区）服务站搭建平台，为广大退役军人提

小组，制定《永登县退役军人事务局２０１９年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实施方案》及《永登县退役军
人事务局２０１９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包片工作

责任制方案》。通过悬挂横幅标语、发放宣传手

进行应知应会知识测试，撰写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供全方位的服务，并在围绕提升运行管理、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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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内容等方面积极探索，不断完善建立与新时

县共有各类重点优抚对象共３３０５人，全年共拨付

期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服务保障体系。结合＂放管

各类生活补助金共计６５３．２４４５万元、对４７名重点

服＂改革，在局办公场地创设退役军人服务大
厅，场所面积达４０余平方米，设办事窗口５个，

优抚对象给予医疗补助金 １８．９４３１万元慰问。将
２１名一至六级农村和城镇无工作单位残疾军人纳
入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实现重点优抚对象医疗保

将涉及退役军人事务的２７项内容全部纳入服务大
厅，制作办事指南，初步实现一站式服务。全县
１６个乡镇、２００个村，１０个城市社区全部挂牌成
立退役军人服务站，并配备服务站站长和专兼职
工作人员、办公场地和服务指南，县、乡镇、村
（社区）退役军人三级管理服务模式全部建成，

正在进行规范化建设。
【退役军人社会保障】 成立社保接续工作领导
小组，制定《关于解决部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问
题实施方案》，对做好退役士兵保险接续工作的

险全覆盖。
【优待金发放】 退役军人事务局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省市退役士兵安置政策，结合永登县实际

情况，积极探索新时期退役士兵安置办法，全面
推行以扶持就业为主，自主就业、安排工作等多
种方式相结合的退役士兵安置制度。自２０１８年起
接收自主择业士兵１２３人，发放一次性兵役优待

补助金６８２．９８２１万元，接收符合政府安置条件转
业士官１３人，截至２０１９年安置２人，其他人员的

基本原则、方法步骤、组织保障等环节作明确部

安置由县人社局正在审查档案。为提高军休干部

署和要求。及时组织业务人员赴省厅参加培训，

生活待遇，体现党和国家对军休干部的关爱，及

确保部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接续工作顺利开展；

时下发军休干部调资经费。１３名军休人员按照每
个军休干部身份、行政级别、入伍时间、离退休
时间、军龄、退休费计发比例的增资经费正在

通过网络公告、发放宣传单等方式向社会发布
《甘肃省关于解决部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接续工
作的公告》，利用＂全国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
象信息采集系统＂进行筛查，摸清底数，会同民
政局、人社局、医保局、财政局召开２次联席会
议，明确职责分工，实现＂一门受理、协同办

理＂。在完善信息录入工作基础上，建立＂一人
一档＂工作台账，做好退役士兵基本信息认定、
断缴时间核查、费用计算补缴等工作，把每一个
环节做精做细；在执行中严格统一政策标准，对

调整。

【退役军人职业技能培训】 利用退役士兵报到
契机，掌握退役士兵个人基本情况、就业意向、
技能培训要求、创业需求等信息，鼓励符合高考

报名条件的退役军人报名参加学历教育；根据退
役士兵个人意愿与职业培训学校共同制定合适的

技能培训项目，为退役军人提供一次免费技能培

符合条件的退役士兵及时纳入社保接续范围，对
审查出不符合补缴标准的退役士兵及时给予政策

解释，以严格审慎的操作确保社保接续工作平稳

实施。通过初步核查，退役军人保险接续登记退

役士兵有４０１人。

自永登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组建后，按照政策

要求扎实落实各项优抚政策。对各类重点优抚对
象采用＂四位一体＂的支付方式，组织开展优抚
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使用专项整治工作，实

现全程规范化管理；不断完善抚恤定补优抚对象
医疗保障体系，按照等级加大对困难优抚对象临

时补助力度，提高优抚对象的医疗保障水平。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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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２０１９年，组织１５４名退役士兵参加职业技能

红色教育主题党日活动的单位１５个，共计１０００

培训。通过新闻媒体、培训座谈会加强退役军人
思想政治和择业观念教育，鼓励他们继续保持发
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在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再立新功、赢得全社会尊重。
同时，大力宣传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典型和全社会
各界关心支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先进事迹，帮
助退役军人树立自信自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
貌。事务局联合人社局、就业局举办３场退役军
人专场招聘会，为有用工需求的企事业单位和退
役军人搭建双向选择平台。全年共有１５０余人实

余人。在全社会形成崇尚英烈的良好风尚，广泛
开展善待功臣五项活动。按照中央省市相关要

现就业。
【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永登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将信息采集工作作为一项基础性、常态化的工

作，组织业务人员在２０１８年９月信息采集的基础

求，事务局在办公场所醒目位置悬挂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组建退役军人事务机构的重要论述，以及
总书记接见退役军人代表等图片。在退役军人服
务中心设置老英雄张福清的模范事迹，使退役军
人工作机构彰显出＂军＂的特色，也激励前来办事
退役军人始终不忘军人初心、永葆军人本色，做

到退伍不褪色、退役不退志。
【荣誉颁发】 ３月１１日，永登县在全省率先举
行＂为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家庭悬挂光荣牌启
动仪式＂，坚持＂彰显荣誉、规范有序、分级负
责、属地落实、集中悬挂＂的原则。在悬挂光荣
牌工作中营造＂关心国防、热爱部队、尊崇军
人、敬重英雄＂的浓厚社会氛围。２０１９年，悬挂
＂光荣牌＂１．０２万块。为庆祝新中国成立７０周

上，开展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信息采集及数
据比对工作。经对前期采集信息进行核查、修
改、审核，全地区信息审核通过率得到大幅度提
高。截至 ２０１９年底，全县退役军人信息采集

年，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凝聚力和感
召力，严格按照纪念章颁发程序和要求，结合永

１０６０３人，完成任务的 ９２？？右，排名全省靠

登县实际和授奖人员分布情况，本着勤俭、高效

前，《甘肃日报》等省市媒体对工作做法进行报 的原则，为２２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参加革命
道。按照《军人抚恤优待条例》《伤残抚恤管理 工作的、健在的老战士老同志颁发建国７０周年纪
办法》规定，严格审核程序，规范审核标准， 念章。２０１９年，全县登记送达立功受奖通知书５４
２０１９年审核上报符合条件的伤残人员４任，伤残

份，发放荣立三等功及以上人员奖励资金１１人。

公务员１任，带病回乡退伍军人３人。

【双拥工作】 深入开展国防教育与军民共建活
【红色教育】 在全社会营造铭记英烈、学习英 动，打造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国防教育基地３
烈精神的浓厚氛围。３月２９日，在永登青龙山烈 处。全县干部职工、部队官兵、学生国防教育率
士陵园庄重举行永登籍烈士包朝贤、张中卫骨灰 达到１００？？群众受教育面达到９０？？上。组织召
迁葬仪式。９月３０日，国家烈士公祭日，由县委

宣传部牵头，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在县烈士

陵园举行＂烈士公祭日＂活动，县上＂四大家＂

领导，各乡镇、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少先队员代
表、烈士家属等２２０余人参加活动，县＂四大
家＂领导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参加人员向烈
士纪念碑敬献鲜花。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月活动，认真履行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传承红色基因，开展红色教育活动作用。２０１９

年，县烈士陵园共接待前来开展缅怀英烈，接受

节前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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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双拥工作安排会、情况通报会、军地联系会１２
次，走访慰问部队５２次，县财政累计拨付县人武
部、县消防大队、县武警中队工作经费３８８万元，
列支县双拥办拥军慰问经费１９２万元。全面完成
双拥＂五个一＂编排，顺利通过全省双拥模范县
创建验收。７月３０日，永登县荣获全省双拥模范
县＂九连冠＂，县双拥办被省委、省政府、省军
区评为＂全省双拥工作先进集体＂。

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概况】 永登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原与永
登县人事局合署办公（以下简称编办），２０１０年
县政府机构改革中调整为单独设置，列县委机构
序列。办公室核定行政编制５名。科级建制，领
导指数３名，２正１副。下设永登县事业单位登记

【解困工作】 １９７８年以来，永登县安置到国有 管理局和永登县机构编制电子政务中心。永登县
和集体企业的２５８０人中下岗失业８２０人，下岗失

业人员中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断交较多。另外，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为永登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办
公室部门管理机构，科级建制，核定行政编制２

永登县有军队复员干部３人、农村籍援巴退役人

名。领导指数１名。永登县机构编制电子政务中

员１３３人，参战参试退役人员３０８人，原新疆铁五

心为永登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所属事业单
位，核定事业编制５名。科级建制，领导指数２

师退役人员１２２人，维稳工作压力很大。为此，
永登县用足用活现有政策，坚持解困、稳控两手

名，１正１副。

抓，通过实施＂下岗再就业扶持、养老保险接

续、困难退役士兵社会救助、农村危房改造、公
益性岗位托底安置＂五项工程，全县下岗失业退

役士兵３２０人实现了再就业，其中公益性岗位安
置 １０４人。２４７名困难退役士兵纳入城乡低保，
符合条件的１７人分配廉租住房或公租房，９８人

【主题教育】 ２０１９年，县委编办认真学习党中
央关于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
一系列部署要求，不断提高党支部和广大党员的
思想认识。由支部书记带头领学《习近平关于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习近平

享受了农村危房改造补贴，３５８人给予临时救助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习近
或医疗救助。按照＂坚持原则，解决诉求，疏导 平总书记关于机构编制工作指示等篇目，以及党
情绪＂的要求，采取补发待安置期间生活保障 的十九大报告和党章。坚持把学和做结合起来，
金、推荐就业、自谋职业等方式，妥善解决安置

把查和改贯通起来，推动学习教育、调查研究、

后未上岗的转业志愿兵吴成耀等４人的上访诉求
和实际困难。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全县涉

检视问题、整改落实有机融合、贯穿始终，统筹

军人员群体性上访势头得到有效控制。２０１５年以

推进四项重点措施。坚持做实支部学习教育和检
视整改，把＂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来，永登县退役军人未发生赴省进京的越级

化，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开展主题教

上访。

育，重点学好理论，对照党章党规检视整改，增
强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９月

领导名录

底，集中安排一周时间，采取集体学习、举办读

局 长 王朝堂 （２月任）
满自文 （２月任）
副局长 涓

廖新太 （２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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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班等形式，分专题进行研讨，重点围绕规定篇
目和内容开展深入交流研讨，党员领导干部自己
动手撰写交流发言材料。重点组织学习习近平新
（李 军）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关于开展
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部署要求。
通过召开党员大会、支委会、交流学习体会，相
互启发提高，使全办党员干部不断有新进步新领
悟，不断增强党性、提高素质和能力，学以致

ｉ会服务与管理
用，用有所成。利用各类网络媒体即时推送学习

内容，引导党员利用共产党员网、＂学习强国＂、
甘肃党建ＡＰＰ等手机平台和电视栏目深化学习。
针对不同党员的实际，采取生动活泼、喜闻乐见
的方式，用好案例教育、微信公众号、微视频
等，增强学习的针对性、实效性和感染力。
为了解掌握机构改革后全县各机关、事业单

作，夯实机构改革的组织基础。县机构改革领导
小组定期听取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汇报，对改革
涉及的重点、难点问题，提出指导性意见和要

求。县机构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县委常委会会议
多次专题研究机构改革工作，审定重大事项，把

准改革方向。

为增强机构改革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县

位编制运行情况，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委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对经县委全体会议讨论

主题教育有关要求，９月２９日—１０月１６日，县委

通过的《永登县机构改革方案》《关于贯彻落实

编办着重就围绕机构改革后各单位机构运行情况 永登县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永登县承担行政
进行调研和思考，通过对３０余家县属机关单位调
查研究，基本掌握一些情况，也发现一些问题，
对全县机构运行及编制使用了解更深入，对今后

职能事业单位改革方案》等方案，第一时间印发
涉改部门和单位，为扎实推进全县机构改革提供

础上于１０月２３日开讲专题党课——我党９８年党
史，并结合编办实际，如何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存在的

相应机构和职能，设置党政机构３７个。其中∶县

基本遵循和政策依据。按照省市批准的《永登县
开展工作起到指导作用。支部书记在学习调研基 机构改革方案》，坚持上下基本对应，调整优化

差距和改进工作的思路措施。对照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对照
党章党规，对照初心使命，对照人民群众新期
待，对照先进典型身边榜样，采取自己找、群众
提、集体议、上级点等方式，查摆差距不足，深
刻检视剖析。结合调查研究，通过实地走访、召
开座谈会、一对一谈心、发放征求意见表、设置
征求意见箱等形式，充分听取工作服务对象、党
员群众对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存在突出问题的反
映，对改进作风、改进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机构改革】 根据市委办公厅《关于成立兰州
市机构改革领导小组的通知》精神，县委编办报

请县委，成立由县委书记任组长的永登县机构改
革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县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下设综合
组、干部人事组、方案意见起草组、档案管理移
交组、国有资产和财务管理组等５个工作组，逐
项分解机构改革重点任务，责任到人，形成合
力，整体推进，切实把机构改革的责任扛在肩

委机构１１个，政府工作部门２６个。结合省委巡

视反馈问题整改，分批次调整涉改部门和单位领
导干部。结合机构设置情况，制定下发《关于县

级机构改革中有关部门（单位）党组织设置的通
知》，新设立党组，成立党委，加强党对机构改

革工作的组织领导。
【办公用户调配】为新组建的县金融办调配１０
间办公室，为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调配３５０平方米
的办公用房。其他涉改部门单位的办公用房，根

据工作业务量和人员情况进行相应的调配。２月
１８日，在全市率先集中为１８家新组建的党政机
构和１２家挂牌机构进行挂牌仪式，县政府分管领
导参加揭牌仪式。县委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立
即对新老机构的工作衔接、人员接替、文件发送
等进行规范，并按规定统一刻制启用新印章。在
调整优化县级党政机构和职能的同时，统筹推进
其他各项改革，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
强化机构编制管理的刚性约束。
【职责调整】按照＂编随事走、人随编走＂原
则，县机构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有关职责机

上、抓在手上。各部门、各单位也把机构改革作

构调整情况，在现有人员编制总量内提出人员转

为头等大事，主要负责同志负总责，组织专门力
量，认真做好本部门、本单位机构改革实施工

隶方案，经县机构改革领导小组讨论、县委常委

会会议审定后，县委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印发

·２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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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登县涉改部门和单位机构人员转隶工作实施 【日常管理】 组织全办干部学习《中共中央关
方案》。按照涉改部门单位协商一致原则，双方 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
提出具体机构人员转隶意见，报县机构改革领导 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引导干部提高政治站位，
小组办公室同意后，统一组织划转和转隶人员。 增强＂四个意识＂，积极参与和支持机构改革，
３月２５日，由县委组织部牵头，涉改部门单位三 切实执行机构改革各项政策规定，把思想和行动
方会面，按照工作业务需要和转隶人员个人实 统一到中央和省市县委的决策部署上来。同时，
际，对涉及人员转隶机构、人员进行有序转隶， 县机构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下发《关于在机构改
做到人员融合、业务融合和感情融洽。按照先转 革中严明纪律的要求》，严明政治纪律、组织人

隶再做＂三定＂的原则，县委办公室、县政府办 事纪律和财经纪律，细化纪律措施，严明纪律要
公室印发《关于开展县级涉改部门和单位＂三 求。严格执行省委＂五个严禁＂纪律要求，严格
定＂工作的通知》，明确制定和修订＂三定＂规

定的范围、报批程序和时限要求。各涉改部门和
单位严格按照《甘肃省机构编制管理办法》有关
规定和从严控制要求，制定和修订本部门、本单

按照机构数、领导职数和干部审批权限调整配备
干部，从严控制提拔和调整干部数量，并结合省

委巡视反馈整改意见统筹推进。教育干部严格遵
守保密纪律，明确保密范围和保密人员责任，对

位的＂三定＂规定。

机构编制方面内容和有关工作，严格控制知悉范

【资金资产审计】 建立划出方、接收方密切协
作的工作机制，制定《永登县机构改革涉改部门
单位国有资产划转工作方案》《永登县机构改革

围，严禁泄露酝酿讨论机构编制的情况，严禁传
播小道消息，严禁散布传播妨碍或干扰机构编制
工作的言论。特别是涉密文件，严格按照密级等
级和传阅范围呈送，严禁擅自扩大文件传阅范

涉改部门单位经费划转工作方案》和《永登县涉
改部门和单位审计工作方案》，对全县涉改部门
和单位领导干部全面开展经济责任审计，组织做

围。

【登记管理】 认真贯彻执行新的《事业单位登

好涉改部门和单位资金资产的清查、划转、接收 记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要求，严格把关，依
等工作。以２０１９年部门预算为基础，遵循分类核
定、足额划转、三方认可原则，对基本支出预算
中人员经费、公用经费和项目支出预算指标进行
核定划转。划转前，各涉改部门和单位对经费资

法依规开展事业单位法人登记和年检工作。完成
２０１９年度事业单位年检工作，年检事业单位２５９
个，变更登记事业单位１１个，新设立登记单位４
个，注销登记２个，年检、变更、设立通过的单

产进行自查摸底、核对盘点，并造册登记，审计

位全部在事业单位在线网站和机构编制网进行公
示，接受社会监督。完成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赋

部门进行全面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划转时，县
财政局相关业务科室按有关程序进行划转。

码和新证书换发工作；完善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制
度，制定事业单位信息公开、登记管理实地核查

【档案管理】 按照《中共兰州市委办公厅兰州 等办法。根据中央和省市编办关于开展机关和编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在全市机构改革中做好档 办直接管理机构编制的群众团体等机构统一社会
案处置工作的通知》要求，成立档案移交工作
组，深入涉改部门和单位开展档案移交管理业务
培训，细化工作措施，加强指导检查，依法依规
妥善做好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移交和日常管
理工作，既保障涉改机构的正常运转和履职需
要，又确保机构改革工作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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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代码赋码工作的有关文件精神，做好全县机
关和群众团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赋码办证工作。
【权责清单梳理】根据市委编办市司法局《深
入推进和完善市、区县政府工作部门权责清单制
度的实施方案》（兰机编办字 〔２０１９〕２３号）精
神，在２０１５年制定并公布的权责清单基础上，按

社ｉ会服务与管理

照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情况，对应省级权责清单

长，各股室负责人为成员的开展集中整治形式主

目录，结合县政府各部门＂三定＂规定，在县政
府各部门编制、县委编办审核的基础上，完成永

义官僚主义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全体成员原汁原
味学习《永登县开展作风建设年活动集中整治形

登县政府工作部门的权责清单。本次编制政府工
作部门权责清单共涉及部门２８个，共编制权责事

式主义官僚主义领导小组２０１９年工作要点》，深

项３６１６项，其中∶行政许可１８９项，行政处罚
２５５２项，行政强制１５９项，行政征收５项，行政
给付５１项，行政裁决８项，行政确认６５项，行政

奖励６７项，行政监督８３项，其他行政权力４９１
项。责任事项２１５７８项，追责情形３０６６３项。
【党的建设】 按照＂一岗双责＂的要求，把党
风廉政建设任务分解到工作的各个方面，按照
＂主要领导干部要履行第一责任人的政治职责＂
的要求，班子一把手切实做到重要工作亲自部
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点环节亲自协调，提

出具体措施，强化落实责任。认真贯彻执行民主

刻认识深入开展作风建设年活动的重大意义，切
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市县委部署要求上来，
做到与省市县步调一致，推动各项工作取得

成效。
【监督检查】 积极与县纪检、组织、监察、财
政、人社、审计等部门建立协调配合机制，广泛
开展预防警示教育，加强和规范机构编制管理。

建立健全＂１２３１０＂举报电话与三维数字平台受

理程序，确保＂１２３１０＂举报电话２４小时开通与
三维数字平台短信接受，畅通信息交流通道，深
入查找违纪违规线索，及时查处违纪违规行为。
２０１９年办理人大代表议案３件，及时答复和解释

集中制原则，不断健全和完善领导班子议事规 社会各方面的来信、来访，虚心听取意见和建

则，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互相开 议，广泛接受监督。

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既肯定成绩，又找到了不
足，提出整改意见，又明确今后的努力方向。组 【中文域名管理】 县委编办立足工作实际，多
织全办干部进行党课教育，观看警示教育片，交

措并举，扎实推进中文域名注册续费及管理工

流学习心得，增强机关工作人员廉洁从政意识， 作，取得实效。安排专人负责域名续费工作，对
２０１９年到期的单位及时下发通知，并通过财政拨
款的方式进行统一缴费。全县３２６家注册单位全

部完成续费。鉴于机构改革工作的开展，新成立

一批单位的同时较多单位出现撤并、名称变更
等，针对这个问题，编办专门对涉及的单位下发
通知，要求单位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及时进行域
名的相应更改。编办对单位提交的申请进行严格

把关，严审材料，保证注册率。

党员学习
坚持政务公开，提高行政管理的透明度，虚心接
受群众的监督，杜绝腐败现象的滋生。努力提升

干部队伍凝聚力、战斗力和执行力。２０１９年没有

【脱贫攻坚】 根据县委、县政府安排部署，县
委编办每月组织干部深入到联系村社进行入户，
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了解帮扶户家庭情况、经济
收支情况等，为帮扶户出主意、想办法、送温
暖，协调解决问题，筹措发展资金，帮助发展经

济，加强干群关系，在入户的同时认真填写了精
准扶贫＂一户一策＂表格。

发生违法违纪行为。成立由党支部书记、任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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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名录
薛小红（８月免）
主 任 直

【政策宣传】 召开两次由各乡镇分管领导、民

副主任 李升林

政干部参加的业务培训会议，组织业务骨干分赴

县机构编制电子政务中心

各乡镇召开乡镇、村社干部政策培训会议，现场

副主任 左昶成

王小芸

解读相关政策，解答疑难问题；印制２０００余份兜

（兖究 鑫）

》民政启》
【概况】 根据中共永登县委办公室、永登县人
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永登县民政局职能配

底保障应知应会手册，发放到乡（镇）、村、干
部手中；印制兜底保障政策明白卡 １００００余张，
组织干部将明白卡张贴到保障对象家中，并面对

面宣讲政策及享受的类别资金。通过多方位、多
层次的宣传，全面提高干部、群众的政策知

晓率。

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的通知》（永办发 【兜底保障】全县农村低保标准提高 ８？？
〔２０１９〕５０号）精神，调整后县民政局机关行政 一、二类低保对象月保障标准由３１０元、２９２元
编制９名，设局长１名、副局长２名。将县老龄工
作委员会办公室职责划入县卫生健康局；将退役
军人优属安置、军队有关职责划入县退役军人事
务局；将救灾职责、县减灾委员会职责划入县应
急管理局；将相关物资储备职责划入县发改局。

提高至３３５元、３１８元。２０１９年，全县农村特困
基本生活供养标准由每人每月４３０元提高至每人
每月４３６元，照料护理补贴标准按照保障对象具

备生活自理能力、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完全

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和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

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分别按照每人每年不低于
１２００元、２４００元、３６００元进行发放，实现现行

务工作，统筹推进孤弃儿童保障、儿童收养、儿

标准下的政策性脱贫。全县共保障城市低保对象

童救助保护，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和 ７８０户１５１７人，占全县非农人口的２．０８？？累计
困境儿童保障制度。负责贯彻执行民政工作的法 发放低保金８４５．７５万元。农村低保对象６７１７户
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拟订有关民政事业的规章、 １６１０９人，占全县农业人口的５．１？？发放低保金
制度和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依法

４３００．０７万元。城市特困人员８户８人，发放供养

对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进行审批、登记管
理和执法监察；负责社会救助工作；加强和改进
基层政权建设工作；负责行政区划和地名管理工
作，组织和指导行政区划界线管理工作；负责社
会福利工作；负责社会慈善、社会捐赠、群众互
助等社会扶助活动，推进慈善事业的发展；负责

金１１．８万元，护理补贴金１．４３万元。农村特困人

婚姻管理、殡葬管理、流浪乞讨人员求助管理和

员 １０９０户１１９３人，发放供养金６５９．５８万元，护

理补贴金１８６．３６万元，丧葬费２５．７４万元。落实
低保户和特困供养对象用电优惠政策，按每户每
年６１．２元标准进行补助，为７８０７户低保、特困家

庭减免电费４７．７８万元。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落
实到位，全年共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４０５３

人，发放资金４９５．０８万元。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

儿童收养工作，推进婚俗和殡葬改革，指导婚
姻、收养、救助服务机构管理工作；负责全县经
营性公墓审核工作；负责管国家、省、市和县拨
民政事业经费；指导、监督民政事业经费的使
用；负责县社会福利彩票的管理和销售工作；管

疾人的基本生活。

理本级福利资金并监督使用；承办本级福利资金

买重特大疾病商业保险，支出资金９１．５万元，全年

资助项目的评审工作；负责县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获赔１１６人，理赔７２万元，更大程度缓解困难群

的建设和管理工作。

众看病就医问题，有效降低困难群众因病致贫、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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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６１８５人，发放资金５１１．９９万元，切实保障残

建立大病商业保险补偿机制，按照每人每年

８０元标准，累计为全县１１４３９名＂两保一孤＂人员购

社会服务与管理
贫几率。全面开展农村低保复核及兜底保障冲刺

度，形成政府领导、民政牵头、部门配合的殡葬

清零工作，建立＂蹲点包抓＂工作机制，实行拉
网式排查，全面入户核查，加强动态管理，将符

改革工作领导机制；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标语、
宣传材料等形式，广泛宣传殡葬法律法规；组织

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全部纳入救助范围。全县通过

开展违法违规私建＂住宅式＂墓地等突出问题摸
排和殡葬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回头看＂，努

复核退出低保１７９７户６３０１人（含死亡、渐退人
员），新进低保４７０ 户１１４４人，做到＂有进有
出、应兜尽兜、应退尽退＂，保障对象更趋精
准。充分发挥临时救助制度托底功能，优化申请

力推动殡葬事业向健康、文明方向发展；全年办
理结婚登记２６５５对，离婚登记９００对，补领结婚
证 １００１对，补领离婚证３２本，办证合格率达

审批程序，提高兜底保障能力和救助时效。
１００？？补录１９４９年以来至２０１２年７月婚姻登记
２０１９年，为因病、因灾、因学等原因造成基 历史档案９３５８７对；发挥村级红白理事会、道德
本生活受到影响的１０３７户困难群众发放临时救助 评议会、村（居）民议事会作用，开展高价彩礼
金 ５５８．６７万元，有效降低困难群众致贫返贫几

治理，推动移风易俗，群众婚嫁观念明显转变，

率。紧盯＂两不愁三保障＂，为城乡特困、低保 农村乡风文明明显提升；２０１９年，累计救助流浪
和低收入人群发放取暖费２７９．４２万元，积极筹措 乞讨人员 １６人次，有效保障流浪乞讨人员的基本
各类资金８９６万元，为全县１１９４名城乡特困人员

生活权益。

购买衣被两套。为２３２８名城乡特困、农村低保一

类每户购置煤炭一吨，确保困难群众温暖过冬。

积极开展春节慰问活动，为４１７１户农村低保一、

【养老慈善】 ２０１９年，３家服务企业为全县
８４０名困难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１７４４８次，拨付

二类家庭、１２００余名困境儿童和１１２４户特困供 补贴资金５６．８５万元；筹集１２０万元实施社会福利
养人员购置大米、面粉、食用油等基本生活用
品，有效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院供水工程，彻底解决社会福利院生活用水和消
防用水问题；筹资２０万元，对院内道路、门窗玻

及时启动８次物价补贴发放工作，为全县城 璃、卫生间淋浴等基础设施进行修缮，对院内绿
乡低保、特困共计８６２５户１８８７８人，发放物价补 化环境进行改造提升，种植树木３００余棵，院内
贴２２６．８１万元，有效缓解物价上涨对困难群众生 环境得到大幅度提高；筹资７８万元修建活动室、
活的影响。将整理完善档案作为一项重点工作，
对档案室进行改造升级，购置安装标准化档案
柜，将全部柜体重新编号，列明档案类别。统一

阅览室、储藏室及洗衣房；积极响应中央环保督
查的要求，筹资９２万元，实施社会福利院煤改电

供暖工程，安装变压器等配套设施；由２家服务

印制１万份低保、特困档案目录封面，并通过第 企业对中堡镇、红城镇等６个乡镇的１２６９名困难
三方对县、乡（镇）两级档案进行逐一对照、查
漏补缺，尤其对保障对象审核、审批时间和家庭

收入数据的逻辑关系进行核对，确保档案无＂缺
项＂、＂漏项＂和＂错项＂，材料齐全，内容真
实，无涂改现象，做到一户一档、分类管理、专
柜储存，切实规范资料填写，提升档案管理

老年人提供优质的居家上门服务，累计上门服务
４６４３６人次，拨付补贴资金２０１．０３６万元；投资２０

万元建成＂幸福兰州·为老驿站＂永登县居家和
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并委托第三方服务企业对信
息平台进行动态管理和监测；投资２５万元，新建
农村互助老人幸福院５个；投资５４万元，新建永

水平。

登县城关镇北街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一处，
并引入品牌优、服务好的社会组织承担老年人日
【社会事务】 ２０１９年，登记社会团体６家，民 间照料中心的运营和管理，对运营良好的农村互
办非企业单位４家，全县共有３６８家社会组织，
其中，社会团体２８２家，民办非企业单位８６家，

助老人幸福院和城市社区日间照料中心拨付运营

年检合格率为９４？？？立殡葬改革联席会议制

施的正常运行，提升养老服务设施质量和水平，

补贴和奖补资金１５７万元，保障城乡养老服务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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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登年鉴（２０２０）
增强老年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组织第一联合支部书记，利用自身种植大棚辣椒

在天津市宝坻区民政局的大力支持下，以解 ＂土专家＂的优势，带动２００余个大棚种植户，注
决＂两不愁三保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发 册＂大直沟＂辣椒品牌，大棚种植户收入达到
挥慈善事业在社会援助领域＂补短板、救急难、
４００余万，有效带动当地群众的脱贫致富。盛安
兜底线＂的重要补充作用，争取天津宝坻区对口 医院党支部积极组织开展义诊、免费体检、上门
帮扶资金 １０万元，对全县５０名贫困家庭大学生 为养老院老人体检，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进行帮扶；争取天津市慈善协会资金援助项目，
在县委广场隆重举办天津市慈善协会对口援助 领导名录
长 许立山（２月任）
＂津沽有爱·爱心筑梦＂爱心助学暨＂津沽有 局 长
爱·守护希望＂慈善助医助学捐助仪式，现场为 副局长
长 张义贤

３８名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大学生及患病儿童发放捐

韩贤文（３月任）

助资金２６．５万元。

（席建斌）

【儿童福利】全面落实孤儿保障资金，将保障

永登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１１６０元，为全县１１０名社会
散居孤儿，发放保障资金１６１．２６万元；实施＂福
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为２７名中专以上的孤

【概况】 １９９４年６月２１日，成立永登县人民政

儿发放助学金２４．２５万元；培训各级儿童督导员
１６名、村居儿童主任２１０名，开展实事无人抚养

儿童数据摸底调查工作，排摸２４５名事实无人抚
养儿童；将１８７８名留守儿童、２０９９名困境儿童
信息录入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信息管理

府扶贫办公室，后于１９９８年５月６日与永登县农
业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合并，更名为永登县农业建
设扶贫办公室。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８日，与中共永登县
委农村工作办公室帮扶办公室合并，更名为永登
县扶贫开发办公室。科级建制，编制３９名，领导

职数３名，一正两副。

系统，实现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动态管理，
确保儿童关爱保护政策落地见效。

【理论学习】 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社会组织党建】 ２０１９年，永登县社会组织党
委对全县的社会组织情况进行摸排，摸清社会组
织从业人数以及党员底数，及时更新社会组织党
员台账，对兼合性社会组织、联合党支部、单独

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

组建的党支部进行归纳分类，社会组织党组织总

项工作中，认真学习《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始

覆盖率由６５？？高到８５？？共转入党员６７人，发

终把脱贫攻坚工作扛在肩上，抓在手上，落实在

上的系列重要讲话及对甘肃重要讲话和指示精
神，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贯穿各

展党员３人，预备党员７人，入党积极分子４０ 行动力上，以＂抓党建促脱贫＂为主线，以＂脱
人。各支部利用自身行业优势，办实事解难题， 贫攻坚我们在行动＂为牵引，以产业扶贫、措施
为本地困难群众脱贫提供智力、技术和项目支
持。柳树镇社会组织联合支部书记，利用自身协
会优势，积极在全县贫困地区开展手工制作技能
培训，帮助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农村低保户、残
疾人等贫困群众学习手工编织技能，帮助贫困群
众增收致富，共举办培训１４期，参训人数达
１１００余人，充分发挥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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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金融扶贫为抓手，强力推进全县富民产业
培育、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升，全面落实

各项惠民政策。
【扶贫责任】 严格落实五级书记抓扶贫的责任

体系，２０１９年机构改革之后，县上及时调整充实
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完善县委书记、县长任＂双

社会服务与管理
组长＂和县级抓牵头、乡村抓具体的责任机制，
切实加强对全县脱贫攻坚工作的组织领导。同
时，在机构改革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全县脱贫攻

度，以身作则、率先垂范，高位推动脱贫攻坚各
项工作任务落实。全县２００个行政村、２０７７５户
建档立卡户结对市、县帮扶单位２８０个、帮扶责

坚工作实际，继续保留并在人力、物力、财力上

任人８１０１名。坚持＂大稳定小调整＂原则，２０１９

加强县扶贫部门工作，县扶贫办主任兼任县政府
党组成员。２０１９年，县委常委会、县政府常务会

年，对驻村工作队成员进行调整优化，选派３２０

先后召开１２次脱贫攻坚专题会议、１１次县扶贫

工作。加强帮扶工作队日常管理，完善工作队的
考核激励评价机制。举办＂永登县２０１９年驻村帮

开发领导小组会议，全面安排部署脱贫攻坚工

余名干部充实到全县１０２个贫困村开展驻村帮扶

作，集全县之力、汇全民之智，抓重点、强弱 扶工作培训班＂，编印发放《精准扶贫、精准脱
项、补短板，攻坚克难，实干苦干。
贫知识问答》和驻村帮扶工作手册，帮助指导帮
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带头落实脱贫攻坚责
任，亲自研究、亲自谋划、亲自督战，遍访全县
１０２个贫困村；县级分管领导、各行业主管部门
全力抓指导、抓保障、抓落实，保证重点工作高

扶工作队员熟练掌握各类扶贫政策，提高工作的

效率推进、高质量完成。乡镇党政一把手切实担

级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反馈问题整改作为一项重要

负起抓具体责任，把主要精力投入到脱贫攻坚工

政治任务，以最大的决心、最快的行动、最硬的

精准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问题整改】始终把中央专项巡视和国家、省

作上，瞄准脱贫目标和关键指标，聚焦重点任 措施、最严的要求，扎扎实实开展整改工作。聚
务，狠抓各项工作任务的落实。制定《永登县关 焦反馈问题，严格对照问题清单，制定《永登县

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方案》
登县脱贫攻坚工作督查办法》《永登县贯彻落实 和《永登县２０１８年度国家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反馈
于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实施意见》《永

＂一户一策＂精准脱贫计划工作方案》等文件，
形成一整套指向明确、重点突出、措施严明的工

问题整改方案》，对问题整改工作进行全面安排
部署，做到问题整改不到位不放过、成效不达标

作方案。县委、县政府与乡镇、部门签订《脱贫 不放过、群众不满意不放过，切实巩固扩大整改
攻坚责任书》，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成果，推动脱贫攻坚整体质量的提升。２０１９年，
纵向到底、横向到边、条块结合的工作体系和三

阵、全县干部共参与、上下联动促脱贫的工作

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４个方面１８项２６个问题，
全部整改完成。２０１８年度国家脱贫攻坚成效考核
存在的７类２１个问题、省级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反

格局。

馈的３个层面１６个问题、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级书记一起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四大班子齐上
自２０１６年以来，县级财政共投入扶贫领域资
金达到５．２４亿元，占年度县级财政收入的２５？？
上。各乡镇、各部门、各单位扎实开展＂六查三
核＂＂阳光洒满农户庭院＂和＂３＋３＋１＂拾遗补缺
冲刺清零三个专项行动，狠抓产业扶贫、教育扶

绩效评价反馈的１０个问题，全部整改完成。

贫、健康扶贫、社会保障扶贫、档案资料规范等

项补齐短板，全力开展脱贫攻坚冲刺清零行动。
医疗保障方面∶全县两家县级医院全部达到
二级甲等水平，１６个乡镇卫生院和２００个村卫生

工作，提高扶贫质量，切实巩固脱贫成效。建立
县级领导干部包抓脱贫工作责任制，县级及以上
领导帮扶３户贫困户，科级干部帮扶２ 户贫困

【解决突出问题】 严格按照《全省脱贫人口
＂两不愁三保障＂冲刺清零工作总体方案》，以刀

刃向内的勇气和精神破除顽症痼疾，扎扎实实逐

室人员和设备全部达标。全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户，一般干部帮扶１ 户贫困户，将＂市县抓落

参保率１００？？参保资助实现全覆盖。依托＂互

实＂的脱贫攻坚主体责任不折不扣落到了实处。
帮扶工作中，坚持县级领导包乡、抓村、包户制

联网＋医保系统＂，及时开通＂永登医保＂微信公
众号，在全市率先实现医保业务网上办理。建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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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卡患者在各级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全部享受基

本医保提高５个百分点报销、大病保险起付线降
低至２５００元、医疗救助最低按７０？？助的＂一站
式＂即时结报等政策，真正实现医保扶贫增加贫

困户收入的目的。
安全饮水方面∶ ２０１９年，实施脱贫攻坚农村
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冲刺清零）５７处，安装
水窖净化设备１７１套。全县１６个乡镇、２００个

村、１３３９个社安全饮水全覆盖，供水稳定正常，

致富带头人６１０人，带动贫困户２５０６户。

农业保险方面∶全县建档立卡户政策性农业
保险参保２８５１户，投保资金达到１４６７万元。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方面∶制定《永登县深入学习浙

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扎实推进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及美丽乡村、厕
所革命、风貌提升、污水治理等１５个子方案，形
成＂１＋１５＂责任体系，共投入资金 ９３５５．８１万

义务教育方面∶ 全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

元，建成卫生户厕１６５８７座，完成５５个改厕整村
推进村建设、配备粪污车 ５５辆，创建清洁村庄
１６０个。清理农村生活垃圾 ３５０００余吨、淤泥

共有义务教育阶段适龄人口５６６０人，均建立就读
档案，享受＂两免一补＂和营养餐补助政策。全

３１００余吨、村内水塘１３１口、沟渠８７６公里，清
理畜禽养殖粪污等农业生产废弃物９９００余吨。龙

水质达标。

县义务教育阶段共有残疾儿童少年３２５人（其 泉寺镇被评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镇。
中，建档立卡户学生 １１３人），在校就读２６２人
（其中建档立卡户学生７７人），送教上门６３人（建

【扶贫协作】 组织领导方面∶党政主要领导亲

档立卡户孩子３６人），义务教育阶段无学生辍学。

自谋划，亲力亲为推动工作，县委常委会、县政

住房安全方面∶ ２０１６年以来，县级财政累计

府常务会多次研究部署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制

投入１．０５亿元，共完成危房改造６７０４户，全面消
除全县农村危房。所有农户住房均按标准进行安

定《永登县２０１９年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实施方
案》，签订《天津市宝坻区、甘肃省永登县专项

全等级鉴定。易地扶贫搬迁方面∶＂十三五＂期

帮扶框架协议》，围绕重点工作任务，成立专门

间，全县共搬迁建档立卡人口３８４户１２９３人，于 工作班子，由县级领导牵头抓总、跟踪问效，乡
２０１９年６月 ３０日全部实现搬迁入住，入住率 镇部门对接落实。２０１９年两县区党政主要领导互
１００９。
访考察２次，召开工作联席会、协调推进会９
兜底保障方面∶ 全县共有农村低保对象６７１７
户１６１０９人，实现＂应保尽保、应养尽养、应退
尽退＂。２０１９年，一类对象年补助水平由３７２０元

次。县直相关部门、结对乡镇先后开展扶贫协作

对接活动３０余次。
产业合作方面∶围绕永登实际，充分发挥宝

提高到４０２０元，二类对象年补助水平由３４８０元 坻区位、人才、资金等优势，制定了产业合作优
提高到３８１６元。农村分散供养标准由２０１８年每

惠政策。援建扶贫车间３１家，吸纳就业人数９１８

人每年５１５５元提高至２０１９年每人每年５２２６元，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３３７人）。３０余家宝

实现兜底人口政策性脱贫。优化临时救助申请审

坻企业和永登县在多个层面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批程序，对于＂急难型＂临时救助，坚持＂先救 ４家宝坻企业在永登县注册，总投资２８３３万元，
助，后审批＂原则，提高兜底保障能力和救助 带动贫困人口９７２余人。为解决永登县贫困群众

时效。

产业扶贫方面∶ 对４５３９ 户有能力和意愿发展
产业的建档立卡户，落实２０１９年产业奖补资金
（含＂五小＂产业补助资金）９２５万元，产业扶持项

农产品卖难问题，宝坻区积极动员广大干部、教

师等社会各界人士开展消费扶贫，购买永登牛羊

驴肉、蔬菜等农副土特产品２２７５万余元，受益贫

困户１０１１人。

目资金全覆盖。对无能力发展产业的，组织合作

劳务协作方面∶宝坻区组织北京首航艾启威

社、企业等，通过资金入股、耕地租赁、托管、

节能技术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

务工等方式，带动贫困户增加收入。全县共培育 限公司等３０余家企业，来永登县举办劳务宣传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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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举办电焊、月嫂等就业技能培训班２期，培

＂两不愁三保障＂三项措施，补短板弱项。２０１９
年，共核对２０７０３户７３４４９人信息２０余万条，确
保脱贫工作务实、脱贫过程扎实、脱贫结果真

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９４人。

实。同时，紧盯致贫原因、因户制宜、因户施

人才交流方面∶ 选派２名副县级领导，５名
科级干部赴宝坻区挂职锻炼，选派１０名医生到宝
坻区人民医院进修，选派９０名教师到宝坻区进
修，组织４１９名教师赴宝坻区学校学习培训，举

策，动态调整完善１０４户３５１人未脱贫户＂一户

介招聘会２场次，发放资料１０００余份，提供就业

岗位１２０多个，劳务输转贫困劳动力共计１４８

一策＂精准脱贫计划和１０５户３６１人监测户巩固
提升计划，增强扶贫帮扶针对性，切实做到脱贫
措施精准。针对国扶办和省上反馈的１２６９１条疑

办党政干部及专业技术人才培训８场次，共培训 似问题和自行筛选出的１００００余条问题数据，分
９１５人；培训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４０２人，带 年度、分类别逐户逐人逐项进行比对核查，对身
份证号码不符合校验规则（特指１８位证件号
动建档立卡户２２５８户。
资金支持方面∶２０１９年宝坻区落实专项帮扶

资金３１０９万元，用于干部和人才培养、重点民生

码）、帮扶责任人联系方式为＂空＂或号码异常
等１８项１９４５７条问题全面进行整改，做到线上线

工程、劳务协作、基础设施以及产业发展。２０１９
年，宝坻区财政扶贫资金３１０９万元全部到位，实

下纵向一致、部门之间横向一致。按照＂谁主管

施项目共３９个，扶贫成效显著。

谁负责绩效＂的原则，完善监督管理机制，严格
执行限时拨付、旬月报告和通报约谈制度，对财

携手奔小康方面，在巩固完善宝坻区８个镇

专项、谁分资金、谁负责监管＂、＂谁使用资金、

村、１２个学校、２个医院、２０家企业结对帮扶我 政专预扶贫资金支出进度滞后的乡镇、部门进行

县贫困村、学校、医院的基础上，２０１９年，新增 通报批评和工作约谈。
宝坻区东方商业联合会结对帮扶永登县２个村。
强化扶贫资金动态监控，充分利用监管平
宝坻区动员社会各界捐款３３０．７２０６万元，捐赠衣
物５０００余件、电脑４０台、图书１万册、轮椅１８

台，实现财政扶贫资金运行过程可记录、风险可
预警、责任可追溯、绩效可跟踪。项目库建设工

辆、假肢５例，折合资金７５．７万元。

作方面∶围绕产业培育、就业扶贫、教育扶贫、
健康扶贫、生态扶贫、贫困村整体提升、专项资

【巩固脱贫成效】按照＂核心是精准，关键在

金贴息、项目管理等８个方面动态调整项目库，

落实，确保可持续＂的总要求，对所有贫困户、
贫困村进行全面＂回头看＂，做到＂一人不差、

涉及项目３１项，涉及资金８９３９６．４４万元，全面完

一户不落、一村不漏＂。加强部门联动，采取

＂定单＂式培训方式，全年举办技术技能培训班

成２０１９年项目库建设工作。资金绩效评价工作方
面，聘请第三方对２０１６年以来的１６个乡镇１０大

７０余期，培训有意愿有能力贫困人口４１８９ 人。

类６５０余个项目进行全面的绩效评价。决算审计
工作方面，对２０１５年以来的所有账务进行规范，

同时，广泛挖掘收集脱贫攻坚中涌现出的先进集

财会账务处理实现电子化。对２０１７年以来的财政

体和个人，通过座谈会、宣讲会、主题党日等形
式，说政策、说党恩、说变化、说干部、说自
己，用身边的人、身边的事教育引导身边的人，
弘扬脱贫攻坚正能量，营造人人关注扶贫、人人
支持扶贫、人人参与扶贫的良好舆论氛围，激发

专项扶贫资金项目进行造价审核、决算审计，基
础设施建设类项目的报账资料更趋完善规范，有
效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益。

广大农户自主脱贫的内生动力。
按照＂四不摘＂和＂回头看＂要求，逐户填

写了《脱贫人口＂回头看＂核查表》，通过核脱

贫人口基本信息、核脱贫人口收入、核脱贫人口

领导名录

主 任
任王有泉

副主任
Ｅ 蒋明瑞

汤学生

（汤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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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永登管理部
【概况】 １９９３年成立永登县住房资金管理中
心，２００４年８月，更名为兰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永登管理部（以下简称中心），参照事业单位
管理，隶属兰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管理，编制
３人，领导职数２人，一正一副，聘用人员６人。

期对管理部全体职工进行约谈，开展约谈工作２７
人次，及时掌握员工思想动态，时刻提醒干部职工
廉洁自律、奉公守法，坚决杜绝对客户故意刁
难、吃拿卡要违规现象发生。用铁的纪律，严的
监督，硬的措施切实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落

实＂三会一课＂制度，不断强化组织生活规范
化。召开党员大会９次，支部书记带头讲党课２
次，确保党员受教育、做决策更科学。坚持以开

展＂主题党日＂活动为抓手，通过开展学雷锋、
【目标任务】 ２０１９年，归集公积金２２４５５．８６万 献爱心、向永登县烈士陵园革命先烈敬献花篮、
元，完成年计划１．９５亿元的１１５．１６？？新增开户
缴存职工 ４５５ 人，完 成年计划 ２３０ 人的

１９７．８３？？发放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３１４笔，贷
款金额１１３７８．１万元，完成年计划７５００万元的
１５１．７？？个贷逾期率为０．９９？？提取公积金８７９３
笔，提取金额２０６８７．８７万元。

重温入党誓词、积极参加中心组织庆祝建国７０周
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经典朗诵、＂我爱我

的祖国＂诗歌朗诵等活动，不断增强全体员工的
凝聚力和使命感。完善永登支部党建资料台账，
提升党支部标准化水平。完善党员积分管理制
度，以量化考评督促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推
动支部全体党员整体素质不断提升。９月，完成

【党建工作】 支部书记时刻牢记＂一岗双
责＂，认真抓学习、抓部署、抓落实、抓督查。
履行支部管党治党责任，坚持每季度开展专题讨
论，研究部署全面从严治党及党建重点工作，细
化工作措施，强化压力传导，有序推进党建工
作。由支部书记每季度按时向中心主要领导汇报
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和党建重点工作的开展情
况，虚心接受领导的指导，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及

支部＂党员活动室＂工程，加强党建阵地建设，
设置读书角，不断提升全体员工文化品位，扭转

员工本领恐慌的局面。
坚持把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相结合，做到两
手抓、两手都要硬，促进党建和业务工作双

提升。

发向上的领导班子，带领管理部全体员工齐心协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中心切实
抓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坚持把
学习贯穿始终。通过开展读书周、专题研讨、实
地参观、听讲座、看影视等形式，每个党员做个

力干好各项工作。组织全体员工学习中央八项规

人学习笔记１５０００字以上，党员和职工撰写心得

定、《宪法》《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纪

体会及专题交流研讨材料共１５篇，举办集中交流
研讨会２次。坚持把立行立改贯穿始终。通过问

党建重点工作。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讲风
格、讲规矩、勤沟通、多商量，打造精诚团结奋

律处分条例》及实施细则等法规，观看反腐警示

教育片，算好利益账、法律纪律账、个人的良心 卷调查、开座谈会、实地调研等形式，虚心向缴
账，教育广大党员，加强自我管理，警钟长鸣，
自觉防腐拒变。坚决按中心要求做到重要环节、
关键业务由管理部负责人审核把关，提取、贷款
复核重要岗位由正式员工担任，严防违纪违法问

题的发生。
紧盯＂春节＂＂＂中秋＂＂国庆＂等重要节点，
通过领导监督、群众监督及同事之间相互监督等
切实有效措施，坚决杜绝消极腐败现象发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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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单位和缴存者征求意见，做到＂问计于民＂。
同时勇于刀刃向内、敢于揭短亮丑，通过严肃的
自我审视，查找自身存在的问题，做到检视问题
准，整改清单明。对照问题清单，雷厉风行抓整
改。通过开展问题清零行动、志愿服务行动等活
动，做到落实力度大、效果好。认真组织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组织生活
会，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通过严肃认

社会服务与管理
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让＂红红脸＂、＂出出汗＂

满意；全面推进贷款工作。管理部通过及时掌握

成为常态，使全体党员党性得到锤炼，保证党员

永登县辖区开发商楼盘信息，加强联系，做到应
贷尽贷，发放贷款９４６５．４万元，超额完成全年目

队伍的纯洁性。

标任务；严格按照中心要求，对归集、提取、贷
款各类业务档案，安排专人负责，进行归档装
订，按进度装订完毕；以审计中发现的问题为警

示，要求工作人员严格执行中心的相关业务操作
规程，认真审核归集、提取、贷款资料，坚决杜

绝违规操作，防止骗提骗贷现象发生。对审计出

通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全
体员工作作风大转变，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达到

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有
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做表率的目
标，有力的带动公积金业务的高质量发展。树立
终身学习理念，不断提升员工素质。管理部坚持
政治理论学习和业务知识齐抓，通过集体学习与
自学，以考促学等方式，大力推广学习强国、甘
肃党建等学习平台，大兴学习之风，引导全体员
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的问题，管理部虚心听取审计意见和建议，采取
有效措施，对发现的问题查原因，找不足，进行
整改，坚决杜绝屡审屡犯；坚持关键数据核查制
度。安排专人对每周第一笔的销户提取、公积金

还款贷款业务数据进行认真核查，保障住房公积

金资金安全。
【队伍建设】 管理部将日常管理工作与职工绩

效考核紧密相结合，严格要求全体工作人员遵守

大厅工作纪律，着力打造管理部亲民、高效办事
窗口。严格落实＂首问责任制＂＂一次性告知＂

＂两个维护＂，不断提高全体员工政治觉悟和业务

等制度，坚持开展晨会学习制度，总结窗口服务

水平。

经验教训，对工作中发现和存在的问题，及时通

【意识形态】 通过电视观看国庆七十周年阅兵
式、参观展览等形式，做活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工

作，引导广大员工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

过开展晨会点评，落实整改，不断提升窗口服务
水平。坚持派专人为办事群众无偿复印，提升公
积金窗口人性化、便捷化服务水平，做到用精细
化的服务让群众满意，赢得办事群众的一致

过网络、接待群众等方式，及时搜集舆情信息，

好评。

做好舆情上报工作。加强职工网络纪律，要求管
理部全体职工管好自己的＂朋友圈＂＂微信群＂

【其他工作】 开展文明单位创建活动。管理部

不得发表不正当言论，坚决做到听党的话，紧跟

严格落实中心创建市级文明单位工作方案要求，

党走。
【中心工作】 开展归集工作。安排专人，与稽
查科联动，加大归集扩面工作，不断开辟归集增长
点。积极推进缴存方式变更业务，做到职工缴存方
式便利化。建立单位公积金欠缴、缓缴户情况追
踪工作台账，积极开展公积金催缴工作，确保归

做到早计划、早安排、快行动。完成了道德讲
堂、阵地建设、食堂卫生许可证证照办理等基础
工作。以党建带文明单位创建形式，开展了＂低
碳生活从我做起——健步行＂，＂守信处处受益、
失信寸步难行＂等活动，践行环保理念，倡导诚
信建设，不断开拓创建文明单位新局面。深入推
进扫黑除恶治乱专项斗争，坚决打击涉及公积金

集存量客户不萎缩。认真做好日常归集业务，确保

的＂黑＂、＂恶＂、＂乱＂乱象，坚决打击伪造虚假

完成全年归集任务；做好公积金提取工作。全年

资料骗提、骗贷公积金等行为，坚决打赢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这场硬仗。认真做好精准扶贫工作。

柜台办理８７９３笔提取业务，做到服务优质，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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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登年鉴（２０２０）
通过帮扶扶贫点养殖社销售猪肉等方式，积极做

人被县公安局考试选拔为派出所民警，２０１６年４

好扶贫工作。

月将编制核减为４名，现在编４人（主任１人，副
主任１人，纪检组长１人，工作人员１人），现有

【特色亮点】 全面提高职工责任心，做好贷款
发放工作。管理部借鉴兄弟单位的经验，加强贷
款审核力度，由贷款受理把好第一关，贷款审批
岗把好第二关，个贷审批岗把好第三关，贷款综
合复核岗严把第四关，层层把关，既提高了员工

１６个县直部门和单位（住建局、文旅局、卫健
局、应急局、税务局、农业农村局、市生态环境
局永登分局、发改局、市场监管局、水务局、自
然资源局、商务局、工信局、民政局、烟草专卖
局、消防大队），共２６人进驻政务大厅。

责任心，也加强了贷款发放的安全性。坚持落实
晨会学习制度。管理部自开展晨会制度学习以 【统一思想】 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和
来，坚持严格要求全体职工每天８∶４５分到岗，从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根据政务服
每周一到周五，从不间断，对中心下发的文件及 务中心工作实际，采取集中学习与个人自学相结
归集、提取、贷款、窗口服务等法规制度、操作 合的方式，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规程进行学习，并由管理部负责人进行点评，对
在办理业务中发现的问题、服务方面出现的问
题，及时探讨、及时要求整改。今后，管理部将
坚持好、落实好晨会学习制度，加大学习覆盖

面，丰富学习内容，让中心政策在管理部得到有

力实施。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党章党规以及
相关政策理论、法律法规等业务知识，及时传达
学习党的大政方针，及时掌握简政放权动态，熟
知行政审批事项流程。通过学习教育，不断提高
工作人员的政治思想认识和依法行政能力。大力
实施并细化五零服务（服务对象＂零距离＂，服
务事项＂零推诿＂、服务对象＂零投诉＂、服务质

领导名录

量＂零差错＂、服务事项＂零积压＂）和十项制

主 任 杨增千

度，并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对窗口工
作人员德、能、勤、绩、廉等方面严格进行考

副主任氵
刘亚鹏

（熊万伟） 评，对大厅窗口工作人员定期不定期进行业务培

政务服务中犯

训，在提高工作效率、人员管理、优化服务环境
等方面收到了实效。配合机关部门推进行政审批

＂三集中，三到位＂改革、政务服务运行模式改

【概况】 政务服务中心是县委、县政府为深化 革等方便群众办事的工作业务改革。定期不定期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深入推行政务公开，加强政 统计通报到岗情况和纪律执行情况，对时有发生
务服务，切实改善投资发展环境，促进政府职能
转变和廉政建设，面向企业和社会公众办理行政

的无故迟到、无故缺岗、随意脱岗等不遵守中心

管理制度的行为，由主要领导和纪检组长进行约
审批和其他行政管理服务事项而设立的办事机 谈并大会通报。以严格的制度约束工作人员行
构。成立于２００７年１２月，原名永登县人民政府 为，规范政务中心的服务管理。
政务大厅管理办公室，隶属县政府办公室管理，

首次进驻２０家部门和单位。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７日由

【推进＂放管服＂】 多方协调，持续推进＂三集

县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更名为＂永登县政务服务 中三到位＂工作。２０１９年，政务大厅进驻 １６个
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为县委、县政府派出机 部门和单位、２８名工作人员，进驻事项４５７项，
构，属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科级建制，原核定事

进驻率为９４？？按照省上要求＂应进必进＂的目

业编制５名，其中领导职数２名（内设主任１名，

标，除２９项特殊事项不能进驻大厅的外，做到全

副主任１名），派驻纪检组长１名。２０１５年，因１

部进驻；立足实际，不断推进＂一窗受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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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服务与管理
作。５月初，市场监管局设置＂商事登记＂综合 蛮，＂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等现象。

窗口、自助办事区和帮办区，运行＂一窗受理、
集成服务＂工作模式，方便群众办事。根据工程
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要求，设置＂工程建设
项目审批综合服务窗口＂４个，运行＂一窗受
理、集成服务＂的审批模式，设置其他综合窗口
６个，综合窗口一窗受理率达到９５．４？？实现前

【其他工作】政务中心４名干部联系柳树镇红

砂川村７户建档立卡户。干部多次深入农户家中
了解情况，不断完善＂一户一策＂；根据市县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安排部署，对照《兰州市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实地测评点位标准》规定的
有关政务大厅的１１项测评标准，加大宣传力度，

台统一受理，后台分类办理，前台统一出件的工
作模式；营造平台，不断推进＂一网通办＂工 认真检查落实，深入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作。政务服务中心把对《甘肃政务服务网永登子
站》正常维护运行作为常规化工作，定期发布

＂放管服＂改革的文件和相关报道。

工作。

领导名录
主 任王
王兴明
副主任李长得

（赵立莉）

兰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永登分中心
市县领导视察＂放管服＂工作
积极推进《永登县行政审批系统》升级改造

【概况】 ２０１５年２月永登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成立，于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整体移交兰州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更名为＂兰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永
登分中心＂（以下简称交易中心）。单位性质为事

工作，２０１９年，认领编制事项４８６项，上报需开
通３２０，有部门专网的１０７项，现场检查、考 业（参照公务员管理），科级建制，核定编制１０
试、验车等５９项不开通在线办理，开通后在线可
办率达到８７．９？？？心组织，统筹推进各类事项
报送梳理工作。认真做好全县政务服务事项的梳

名，设主任１名，副主任１名。现有工作人员１３
人，其中３人为临聘人员。内设综合办、业务

室、财务室三个科室。分中心位于永登县城关镇

理工作。２０１９年，全县各部门、各单位认领编制 纬七路佳宁综合１号楼Ａ座８层，建筑面积
首批政务服务事项４８６项，在中国政务服务平台 ７３５．２５平方米，使用面积５７４．０３平方米。交易场
公布４８６项，达标率１００？？政务服务事项的实施

地＂分区布局、物理隔离＂，完全按照省市标准

清单编制、＂四办四清单＂梳理、政务服务移动

化场地要求设计建设，设置有独立的开评标区、

端事项梳理、政务信息资源目录、高频事项梳理
等工作推进有力，省级目标确保９０？？上事项开

综合业务办理区、候标区、样品展示区、专家抽

通在线办理。

取室、电子监标室、询标（答疑）室、信息机
房、办公区、档案室等各类服务功能区。分中心
运用兰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一网三平台＂（即兰

【作风建设】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强化工作作风建设，始终把为企业、为人民、为
发展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求窗口工作

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公共资源交易信息平台、
公共资源交易大数据平台、阳光招标采购平台）
开展业务工作，达到了交易时间场地安排、公告

人员做到热情大方、礼貌待人，接待服务群众一

发布、报名、保证金管理、评标专家抽取、交易

律使用＂您好＂＂请问＂等文明用语，推行微笑
服务，坚决杜绝有令不行、办事拖拉、态度刁

结果公示、交易费用缴纳等交易各环节网上办

理，实现了公共资源交易的公开、公正、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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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登年鉴（２０２０）

透明。

始终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旗帜鲜明讲政

治，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交易项目】 ２０１９年，完成各类公共资源交易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照《全面从严治党目

项目共２７６项，交易金额７４３７３．２２万元，收取交

标责任书》，将目标责任进行细化分解到责任科

易费４１．７６万元，其中∶政府采购项目２２４项，交
易金额２９００１．７４万元，节资率４．９５？？？程建设
项目３２项，交易金额２２４７２．０５万元；国土交易项

室和责任人，使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实到每
名党员干部职工，做到任务具体，责任明确，措
施有力。坚持抓早抓小，抓常抓细，紧盯关键时
间节点、关键岗位，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
谈话提醒，分中心主要负责人约谈干部职工２０
次，副主任约谈干部职工１０次。每逢春节、端
午、中秋、国庆等重要节日，提前召开廉政教育

目１３项，交易金额２２６１１．４３万元；采矿权７项，

交易金额２８８．００万元。进场交易项目信息发布及
时准确率达１００？？达到法定开评标时限当周内
开评标率达１００？？办结率和服务满意率均达

１００？？

会议，及时学习传达上级文件，重申＂十三个严

禁＂。重新细化梳理廉政风险防控点４９个，制定
【规范制度】 认真落实《兰州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县区分中心业务受理范围》等１１项制度和
《工程建设项目业务受理细则》等７项业务管理制
度，严格把控交易环节，抓好项目进场资料、开
评标记录、中标公示和中标通知书发放等关键节
点的核验，制作２４块制度牌并上墙，逐环节明确
服务事项内容和行为规范，为交易各方提供行为

遵循，督促交易各方依法履行职责。积极向市中

防控措施５１条。坚持集体领导，执行＂三重一
大＂集体议事决策等制度。严格落实请示报告、
离岗告知、请假、节假日值班值守等日常管理制
度。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和
省市委实施办法，认真开展＂四察四治＂专项行

动，深入查找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方面的问
题，建立台账，逐项整改，干部作风和服务效能

明显提升。

心汇报争取，完成远程异地评标软件系统安装。
运用市中心＂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进行国 【文明城市创建】 认真落实《兰州市公共资源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网上交易。针对省委 交易中心２０１９年推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实施
第一巡视组反馈意见中提出的＂工程招标评标专

家选择不规范＂的问题，立即整改，对进入分中
心的建设工程项目的评标专家一律从省库抽取。

方案》及《二○一九年永登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工作责任书》各项目标任务，将创建工作纳入分

中心重要议事日程，及时召开会议对创建工作进
行研究部署，建立＂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

【队伍建设】 不断完善分中心内部管理制度，

分管领导具体抓的创建工作领导责任制。按照创

重新修订完善《量化考核管理办法》《日常工作

建全国文明城市网格化管理要求，制定《２０１９年

绩效考核办法》《业务工作ＡＢ岗制和岗位责任
制》《安全保卫管理制度》《卫生管理制度》５项

周五环境卫生值日安排表》，组织分中心全体干

制度，进一步细化岗位职责，严格交易各环节流

皮癣＂专项整治行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入户宣

程，切实抓好干部队伍管理，促使服务行为不断
规范。深入学习《宪法》《民法》《招标投标法》

传、问卷调查和志愿服务活动，干部职工累计上
街９２人（次），清扫永登县城民主街４６次、清除

部职工积极参与永登县＂周五卫生大扫除＂、＂牛

《政府采购法》等法律法规，组织开展＂学习宪 野广告５０多处、发放各类＂创城＂宣传资料１６０
法知识，进行宪法宣誓＂主题党日活动１次、国 余份、制作悬挂喷绘宣传画２幅。按照市中心
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考试１次，切实推动依法履

《关于印发〈创建市级文明单位任务分解表〉的

职，分中心干部职工应用法治思维解决问题的能

通知》要求，制定下发永登分中心《创建市级文

力不断提升。

明单位任务分解表》，明确目标、细化责任，积极

·２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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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划和部署，确保创建任务落实到位。
【意识形态】 切实把意识形态工作摆上重要日
程，召开会议对意识形态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对
照年初签订的目标责任书，对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进行逐项分解，明确分管领导、责任股室和责任
人，确保意识形态工作责任落实。将意识形态工
作纳入全年工作，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分中心

执行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要求。在配齐资料柜、投

影仪等配套设施的基础上，新增党建图书资料３０
本，使党建图书达到８４本，实现党员学习教育的

阵地从＂有＂向＂优＂的转变；全力营造党建氛
围，使党建工作有气氛。在业务大厅制作悬挂党

务公开栏、十九大精神宣传栏、单位文化理念宣
传牌等１１块，在党建室制作悬挂＂三会一课＂制
度、学习园地等７块党建墙体宣传牌，利用大厅
ＬＥＤ显示屏、电视不断滚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

领导班子始终坚持党管意识形态不动摇，全面压
实主体责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策，创造党建工作的浓厚氛围；规范工作台账，
主动权、话语权，不断加强对意识形态领域重大 使党建工作精细化。围绕机关党支部建设标准化
问题的分析研判和重大任务的统筹指导，班子成 工作台账验收规范，充实完善组织设置等９类台
员带头批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认真学习习近

账，有效推进党支部建设标准化工作；创新考核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制定下发 模式，使党建工作有抓手。制定以＂设岗定责＋
《２０１９年意识形态学习计划》，切实加强对党员干
部职工的思想政治教育，确保在思想上同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不搞变通，不打折扣，没有出现

绩效考核＋量化考核＋积分管理＂为主要内容的
＂四位一体＂党员干部综合考核管理模式，实现
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动态与静态相结合、短期

错误言行。严格贯彻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与长期相结合的考核机制。
制，组织党员干部职工学习《关于规范永登县党
召开民主生活会１次、党员大会１６次、支委
员干部网络行为的实施意见》和《永登县网上舆 会议１４次，支部书记讲党课５次，开展＂公共资
情信息调控管控工作规范》，要求分中心党员干

源交易业务提升年，我该怎样干？＂＂习近平新时

部职工禁止在＂两微一端＂发布反动消极的言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知识竞赛＂等主题党日
论、低级庸俗的图片和视频，明确专人为分中心 活动１２次，支部书记与支部党员开展谈心谈话
网络评论员，切实维护网络舆论的正确声音，使 １６人次。及时将＂三会一课＂召开情况上传＂甘
之发挥正确引导的积极作用。２０１９年分中心网评

肃党建＂信息化平台；开展支部书记家访、党员

员转发网评文章 ６３次、１００余篇。

＂一带一＂帮扶，使党员思想快提升。支部书记

与２名＂一带一＂帮扶的后进党员的父母、亲戚
【党的建设】 切实把党支部建设标准化工作扛 进行面对面沟通２次，打电话沟通２次，组织２名
在肩上、抓在手上。抓好支部阵地建设，使党员 先进党员对２名后进党员进行＂一带一＂结对帮
活动有场所。强化党支部书记全面从严治党第一 扶，帮助后进党员在思想、学习、工作、生活上

责任人职责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责任，认真 提升；党员志愿服务进社区，使党群工作有效融
合。动员分中心党员干部职工给榆中县马莲滩村
贫困户捐款１６００元。开展志愿服务进社区活动，

标准化党支部建设

志愿服务进社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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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登年鉴（２０２０）

组织分中心党员干部捐款９００元，购买清油、面

效。采取＂原原本本系统学、以上率下带动学、

粉等生活必需品，深入永登县城关镇南街社区，
上门慰问２户困难群众，并帮助这２户困难群众
实现＂微心愿＂。开展＂创评＇五星＇党员，打
造＇五型＇支部＂活动，使党建工作有特色。大
力开展创评学习星、实绩星、贡献星、纪律星、
清洁星＂五星＂党员和打造学习型、服务型、规
范型、廉洁型、文明型＂五型＂支部活动，对党

交流讨论深入学、运用典型激励学＂的方式，制
定集中学习和个人学习计划，采取举办读书班、

集中学习与自学相结合的办法，组织党员干部职
工认真学习论述选编、学习纲要、系列讲话、党

章党规、《条例》《准则》、党史和新中国史，跟
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及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开展集中学习共４０次，完成所有

员干部进行＂评星定级＂，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 规定篇目的学习，党员干部职工每人完成主题教
工作相互促进，融合发展。
育学习笔记６万字以上。分中心领导班子成员带
２０１９年，集中学习５９次，党员干部职工撰
写思想政治论文１２篇，每人完成理论学习笔记

头记笔记，既逐字逐句领读原文，结合实际畅谈
心得、交流体会，支部书记以ＰＰＴ形式给党员干

１２万字以上，业务学习笔记２万字以上；依托学 部职工上专题党课３次、副主任上党课１次。围
习平台，拓宽学习渠道。截至１２月底，＂学习强 绕规定篇目和内容，以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国＂全体党员干部职工人均积分达１１７４４分、＂甘

神，党员干部职工人人动手写体会，共撰写研讨

肃党建＂支部全体党员人均积分５０１９分。由支部
书记批阅学习笔记４次、出题开展知识测试２

新时代＂、学习＂改革先锋＂称号获得者樊锦诗

交流材料７１篇，人人登台谈感想，加深学习理
解，开展学习研讨交流６次、召开学习成果交流
会２次。注重运用正反典型案例，开展先进典型
教育和警示教育，组织党员干部职工观看《＂时
代楷模＂黄文秀》《蜕变的初心》《榜样４》《决胜

同志、学习＂时代楷模＂——古浪县八步沙林场

时刻》４部专题片和主题教育优秀影片，既向先

次，进行量化考核４次，党员干部职工互查学习

笔记１次。组织开展＂弘扬爱国精神、建功立业

＂六老汉＂三代人治沙造林先进群体等主题党日 进典型学习，又深刻汲取警示教训。
活动，通过观看先进人物先进事迹、纪录片，引
通过＂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查、发放调查问
导党员干部职工积极践行核心价值观，大力倡导 卷查、开展调查研究查、认真开展自查互查＂的
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递正能量。把党

方式，邀请服务对象参加调研座谈交流会，认真

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宣传教育与公共资
源交易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分中心候标
厅电子屏、电视等宣传媒介，精心做好＂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政府采购领域扫黑

听取对分中心各项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征求到意
见、建议２条。向服务对象、评标专家发放调查

除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等重大主题宣传。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服务质量＂这个主题，安排党

问卷３６份，征求到意见、建议６条。制定调研方
案，围绕＂持续转变作风、促进服务高效、提高

员干部职工全员参与调研，共形成调研报告１３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牢牢把握 篇，发现问题５个。组织党员干部职工认真对照

党章党规找差距，并开展了２轮次的一对一谈心

＂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
求，做好研究制定实施方案、成立领导小组、及
时召开动员部署会议等一系列工作，确保主题教
育有序推进。坚持把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
问题、整改落实贯穿始终，以＂四学、四查、四

梳理汇总出存在问题１３２个，其中班子存在问题
８个。采取＂边学边改、边查边改、即知即改、

改＂为抓手，通过＂全员参与学习，全体记好学

汇报上级部门协助改＂的办法进行整改。对班子

习笔记，全员参与调研研讨交流，全面提高改进
工作＂的有力举措，切实推动主题教育落实见

经调查问卷、调研座谈会查出的分中心候标区场

·２９４·

谈话，大家互相听取意见建议，既＂红脸出汗＂、
又＂咬耳扯袖＂，诚恳指出对方存在的问题。共

地小、评标表格上需招标人盖章２个问题，做到

社会服务与管理
即知即改。对班子检视出的理论学习还不够深

情通转办件督办等工作；负责各类突发事件（舆

入、监督管理还不够严格、业务水平还不够高３

情件）的发现、报送、反馈跟踪等应对工作；负
责公安、城管、综治、环保、居家、养老等各类

个问题，坚持边学边改，并将长期坚持。对班子
调研查出的代理机构监管理乏力、评标专家缺乏
培训和监管、部分行业主管部门履行监管职责不
到位３个问题，及时上报市中心协助整改。党员
干部职工共查出问题１２４个，全部做到了即知即

网络资源整合共享工作。
【党建工作】 三维数字中心党支部坚持把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及历次全会精神作为推进党建工作的

改并长期坚持，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凸显主
题教育的实效。
原动力，以党支部建设标准化为主线，大力加强
严格按照要求组织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和组 党建工作。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织生活会，坚持问题导向，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 题教育，不断加强思想政治建设。三维数字中心
斗争，严肃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红脸出汗、咬

了预期效果。召开主题教育评估工作会，邀请４

结合工作实际，以主题教育读书班为载体，扎实
开展学习教育，深入学习交流研讨，开展革命传
统教育等各类活动，共撰写交流发言材料１０余

名服务对象和７名基层党员代表参加。会议对分

份，心得体会３０余份，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形势

中心主题教育开展情况进行汇报，并发放测评表
对分中心主题教育开展情况进行测评。市中心督

政策教育以及先进典型和警示教育各１次。深入

促问效组组长参加会议进行督导指导，并与服务
对象和党员代表进行座谈，听取服务对象和党员
代表们对分中心主题教育开展情况的评价及意见

理工作情况开展调查研究，发现问题４个，形成

耳扯袖，达到＂团结－批评－团结＂的目的，取得

建议。

调研报告１篇。扎实开展８个专项整治活动，围
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存在突出问题等８个方面内

容，共查摆问题３个。对查摆出的各类问题，建
立工作台账，明确了责任主体、进度时限和具体

领导名录

主 任 马 威

副主任 康逢新

城关镇东街、西街、南街、北街社区就网格化管

措施。持之以恒纠正＂四风＂，不断加强纪律作

（杨万荣）

兰州市三维数字社会服务管理中心永登分中心

风建设。

２０１９年，三维数字中心认真落实党员干部纪

律作风各项规定，严明纪律，严格规范党员干部
言行，党员领导干部带头落实《党章》《准则》
《条例》、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市、县委作风建设

【概况】 兰州市三维数字社会服务管理中心永

相关规定，强化作风监督，严格执纪行为。以开

登分中心成立于２０１４年４月１日（以下简称三维

展工作约谈、提醒约谈、告诫约谈和奖励约谈等

数字中心），为科级建制，核定事业编制５名。共 四种约谈形式为手段，认真贯彻执行县委约谈工
有工作人员１５名，其中主任１名，副主任１名， 作规定，年内县中心主要领导开展各类约谈５７人
科员３名，招聘工作人员 １０名。全面承担全县三

维数字社会服务管理平台、兰州市＂１２３４５＂民
情通服务热线群众诉求件转办管理等各项工作。
主要职责是负责制定辖区内三维数字、电子党
（政）务信息运行监管标准、操作规程、运行机
制等；负责兰州市三维服务网社区服务、网上办
事、县区亮点等模块的维护和运行；负责全县民

（次），整改工作作风等方面的问题４５个，完善各
类制度７条。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加强
警示教育。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为契机，充分发挥正面典型的激励作用和反
面典型的警示作用，引导全体党员干部牢记党纪
党规，牢记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定理想信

念，对党绝对忠诚。组织中心全体干部职工通过

·２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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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解答等方式积极开展信访举

社会服务管理系统人口库总人口数据上升至

报和扫除黑恶势力等宣传活动，使干部群众澄清
认识误区，引导其依法、有序、如实举报。结合

５００４３人；法人库法人档案数据是１４４６６户；空
间地理信息库含行政区域数据是２９０个，楼宇信

主题党日共开展各类警示教育活动３次。

息９６５个，房屋信息２８７８３个。截至１２月２５日，

新增法人信息 １６１０ 条，完善人房关联信息
【脱贫攻坚】 ２０１９年，县中心按照县委县政府 ８８６２条。
精准扶贫工作安排，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认真学习
精准扶贫相关文件政策，深入贫困户家中了解帮 【三维数字网格化信息管理】 ２０１９年，县中心
扶对象实际情况，详细讲解有关政策，认真落实 进一步提高网格化管理事部件上报质量和办理效
＂一户一策＂帮扶计划，帮助贫困户解决实际困 率，充分发挥手持终端作用，认真开展网格内的
难。２月份，组织帮扶干部开展了春节慰问活

社会治安等日常巡查工作，对网格区域内所有城

动，为７户贫困户送上清油、春联等生活用品。４ 市管理事部件问题和所管辖区域内人口信息、法
月份，配合苦水镇完成省政府精准扶贫第三方验

人信息、地理信息进行采集，并上报三维数字网

收工作，全力协助全县脱贫工作。９月份，为详 格化信息管理平台。截至１２月２５日，永登县网
细制定巩固脱贫计划，确保帮扶成效，组织帮扶

格化信息管理平台共受理网格化办件１５４４９ 件，

干部再次对２７户脱贫建档立卡户收入等情况进行

其中日常办件１１７９０件，一般办件３６５９件，办理
１５４４９件，办结率１００？？上报较为集中的办件类
型为∶环境卫生类。同时，县中心通过网格化信
息管理平台转办市城管委办件，截至 １２ 月２５
日，通过平台转办城管委办件２７１８件。

详细摸底。三维数字中心帮扶苦水镇苦水街村的
３１户精准扶贫建档立卡户全部经过脱贫验收。

【１２３４５民情通服务热线】１２３４５民情通服务热
线广泛受理建议、咨询、投诉、求助等各类诉

求，妥善解决每一位诉求人的困难和问题。截至
１２月２５日，共收到１２３４５民情通服务热线转办件
８４４６件，正在办理１１２件，已办结８３３４件，办结
法规方面的信息２２条。每周四总结分析本周民情

【三维服务网信息发布】 ２０１９年，县中心拓宽
为民服务渠道和领域，充分发挥兰州三维服务网
县区亮点和社区服务站点宣传作用，广泛宣传全
县政务动态、公告公示、政策宣传、亮点特色等
信息。同时，要求各社区不断丰富社区服务内

通转办件，汇总成周报发送至１２３４５工作群和手

容，及时更新各类惠民、利民、便民等信息，为

机报，截至１２月２５日，共发送周报４５期。每月
２５日按１１个诉求类型生成饼状图，总结分析本
月民情通转办件，汇总成月小结，上报市中心，

社区群众办事提供方便。截至１２月２５日，县中

截至１２月２５日，共发送月小结１２期。对节假日

时，县中心积极开展全县信用体系信息发布工

率为９８．６７？？通过民情通系统上传到知识库政策

心在区县亮点站点中发布更新各类信息１０４３条，
在社区服务站点共发布更新各类信息８４３７条。同

转办件，单独做成转办件类型、承办单位等方面 作，截至１２月２５日，在信用中国（甘肃兰州）
为内容的分析材料，总结节假日转办件情况。对
疑难复杂的办件，第一时间组织各承办单位召开

永登子站上传发布各类信息５７３２条。

协调会，及时协调沟通解决。如有舆情信息，县

领导名录

中心第一时间上报县委办、县政府办，联系承办
单位及诉求人，督促承办单位及时圆满解决

【三维基础数据库】 ２０１９年，永登县三维数字

·２９６·

主 任 廖明江
副主任 刘 波

（间得海）

镇概况

乡镇概况
城关镇》
【概况】 永登县城关镇位于东经１０３°９＇３０＂
至１０３°１８＇１８＂，北纬３６°４１＇４５＂至３６°４６＇
４８＂。东南与柳树乡接壤，西邻通远乡，北连中
堡镇，西接武胜驿镇，总面积７３平方千米，地势
呈两山夹一川，平均海拔２．１千米，年均气温

５．５℃，年均降水量３００毫米，四季分明，气候干

【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２０１９年，全镇完成
非公有制经济总产值１５．４６亿元；完成非公有制
增加值５．００１亿元；完成工业增加值８７１９．６万
元；完成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９３０万元；完成
５００万元以上固定资产项目投资３．８亿元。

【脱贫攻坚】 围绕建档立卡贫困户持续增收、
稳定脱贫的目标，按照＂脱贫不脱政策＂的原
则，以产业奖补的形式，鼓励多种多养，提升产

燥。辖６个村民委员会，４１个村民小组，４个社
区居委会，总人口４６５１６人，其中∶农业人口
１３７１４人，非农业人口 ３２８０２人。境内主要有
回、满、藏、土等少数民族。总耕地面积１５６１２

业发展水平，实现以产业促脱贫。２０１９年，落实
产业奖补政策３１户１２万元；落实＂五小产业＂

亩，其中水地７７００亩，山旱地７９１２亩。
城关镇位于永登县境中心，是永登县政治、
经济、文化的中心，是永登县人民政府所在地，

产业政策落实全覆盖。按照县扶贫办重点开展国
扶贫子系统数据质量提升行动要求，重点围绕建
档立卡户人员变动、身份证号码、城乡居民医疗

是甘肃省４２个全国重点镇之一。南距省城兰州
１１３公里，北至武威市１６７公里，是河西走廊的

保险、养老保险等基础信息进行全面核对纠错，

门户，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兰新铁路、甘
新公路、柳古高等级公路贯穿全境；永登火车站

数据８２０余条，保证全镇脱贫攻坚各项根源信息

有汽车相通。旅游资源丰富，人文景观众多，境
内有汉、明长城，逶迤于庄浪河东岸；有省级重

危房、义务教育阶段辍学学生、患病人员、安全
饮水不达标等问题进行全面清查，组织包村干部

点文物保护单位——明代古建筑海德寺；城东青

进村逐户排查农村住房２９４２院，排查农户安全饮
水３１９３户，排查出患病人员１０７人，坚持问题导

３１户１０．８万元；扶持地膜６１户１０００公斤，实现

完成人口动态调整，累计修改各类疑似问题信息

数据详实可靠，为实现＂扶贫工作务实、脱贫过
在城南２公里处；永登汽车客运站位于县城南 程扎实、脱贫结果真实＂提供精准支撑和坚实依
端，与武威、兰州、红古、天祝及县内各乡镇都 据。根据＂三保障＂任务清零工作要求，我镇对

龙山公园，城西仁寿山都是旅游的名胜之地。

向，对排查出的问题建立台账，及时与县相关行
【建置沿革】１９４９年前属枝阳镇辖，１９５１年
为枝阳区，１９５５年改名城关镇，１９５８年为先锋公

业部门对接，积极协调解决，全面完成＂三保
障＂任务清零工作目标。全面落实各项扶贫政

社一、二大队辖，１９５９年从先锋公社划出后成立

策，按时足额发放各类扶贫资金，协调接通自来

城关公社，１９６７年改名红卫镇，１９７１年恢复城关
镇，１９８０年１２月成立城关镇人民政府至今。

水３户，完成危房改造６户。全镇１７户５４人顺利
实现脱贫，贫困发生率从２０１４年的７．９７？？降为

·２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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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８？？实现全镇脱贫摘帽目标。

理空壳农民专业合作社１０家，规范４３家，为服

务＂三农＂、推进农村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抓好
【项目建设】 积极抢抓脱贫攻坚和省市县发展

政策机遇，围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
与县上相关部门对接，争取一批村巷道硬化、渠
道衬砌等民生项目，不断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为我镇美丽乡村建设、助推乡村振兴奠定坚
实基础。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精简办事程
序，坚持从早从快原则，主动帮助企业做好项目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定期开展蔬菜样品检
测，抽检样品１５００例，合格率１００？？确保蔬菜
源头监控和食品安全。加大对＂大棚房＂的监管
和排查整治力度，切实下功夫、花代价拆除一批
问题典型突出的＂大棚房＂。拆除大地农机彩钢
大棚房８座、连体彩钢房２处、硬化地坪８亩，恢

复耕地２２．４亩；拆除永安养殖场彩钢房１０间、硬
申报工作，缩短项目手续办理时限，优化项目服 化地坪１５０平方米，恢复耕地０．５亩；拆除鸿祥驾
务，为项目落地创造良好环境。以规模项目、可

校彩钢房３间，拆除硬化地坪４０亩，恢复耕地４０

持续项目和富民项目为重点，定期研究，及时调

亩。通过开展＂大棚房＂问题集中整治行动，对

度、及时推进，保证每月至少调度２次，协调解 全镇违法占地、违法建设行为起到震慑作用，为
决制约项目建设的关键问题，做到组织有力、协 今后耕地管理使用规范化打下基础。
调顺畅、联动高效，保障了瑞居小区项目、永登
县城南新区惠民供热站扩建项目、永登银河商住

楼等一批重点项目建设有序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发展理念，大力推进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
建设。以铁路、３１２国道、庄浪河、高速公路、

【＂三农＂服务】坚持把加快农业基础设施建
设、改善农村环境、调整产业结构作为＂三农＂
工作主线，不断增强农业发展后劲，持续改善农
村环境面貌，全力推进＂三农＂工作迈上新的发

永窑路沿线区域环境为整治重点，投入资金８６万
元，开展大规模环境突击整治活动１０次，动员全
镇党员干部居民群众近２１００余人次，出动机械
３６０余台次，车辆６５０余辆，清运垃圾、杂草

展平台。以虹鳟鱼养殖、高原夏菜和红提葡萄种 ３９００余吨。加强河洪道垃圾清理和面源污染治
植为农业发展主攻方向，打造农业特色产业品 理。对全镇各砂沟、渠道进行全面整治，尤其是
牌，推动农业经济持续、高效发展，实现农民持 以小砂沟、黄须沟和庄浪河为综合整治重点，先
续增收。２０１９年，全镇蔬菜种植面积达７１６７亩

１２３５５吨，其中，日光温室蔬菜面积２０４亩４６２

后投入人力６００余人次，挖掘机１００余台次，装
载机 ３００余台次，共清理、填埋垃圾 １４０００余

吨；存栏５１９头、猪存栏８４５８头、绵羊存栏９１３２ 吨，清除阻水建筑物５处，打捞河面废弃物１６０
只、鸡存栏５６２３１只。养殖业发展势头良好；投
资４万元维修高家湾村机井１眼、北街村机井２

眼。投资 ３４万元在满城村新打机井１眼；投资

余吨，全面完成县上下达的清理任务，达到河
道、排洪道畅通，河岸无杂物垃圾、河面无杂草
漂浮物的要求。依托镇环卫所保洁员队伍做好各

１０６万元衬砌渠道１１．５公里，其中，北街村８公 村日常保洁和垃圾收集处理工作，严格落实户收
里、五渠村３．５公里；投资６８万元硬化北街村巷
道２公里；投资３１万元在南街村和北街村安装太
阳能路灯９８盏；投资２１４万元在南街村、北街
村、五渠村开展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完成卫生改
厕任务４００户，改造提升５３户。充分发挥土地资

集、村清运（填埋）、县处理要求，新增设垃圾

源优势、政府公共资源优势，加快产业结构调

整，激活农村经济活力，完成清产核资、身份界

违法行为。对中央环保督察组＂回头看＂涉及的
１５ 件信访件全部进行核查整改，处理率达

定等工作。完成土地流转标准化示范站建设，清

１００？？？合整改落实中央环保督察组转办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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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点２３个，新购置清运车１辆，实现农村生活
垃圾收集处理全覆盖。加大环保检查工作力度，

重点清查辖区内企业的主要污染物去除情况，坚
决查处企业、养殖户超标排放、直接排放等环境

乡镇概况
问题６件；全力整改落实省环保厅督查组转办环

起。同时增强广大群众的安全意识，提高应急处

保问题４件，依法封堵满城渔庄非法直排庄浪河
排污口４个，督促１０家渔庄修建化粪池４座，将

置能力，保障人民群众财产安全，镇上联合县消

满城部队附近的直排口通过管道改造并入城市排

开展了消防安全培训；联合县交警中队进辖区学

污管道。抽调干部组建四个整治小组，各负其
责，攻坚克难，雇佣大型机械和人员，集中精力
对辖区一二级水源地全力做好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地环境保护综合整治工作。依法依规关闭清理一
级水源地区域内商铺１５间，拆除违建彩钢棚
２１００余平方米，拆除违建彩钢房 ２０００余平方

校开展交通安全知识讲座６次；在东坪新村组织
开展由２１０人参加的消防应急大演练活动；在回

米，清理建筑垃圾 ４０００余吨，恢复耕地２１亩，

配合拆除养殖企业 ６家，为五渠村５家养牛户
新建养殖场化粪池 ５座。

防大队组织辖区企业、小学、幼儿园和东街社区

民小学组织开展由１３００名师生参加的地震、消防
应急演练活动。注重加强地质灾害预防，配合完

成东坪新村地质灾害点治理工程，消除东坪新村
的地质隐患威胁；配合完成黄须沟泥石流防治工
程，有效缓解县城内的泄洪压力。对全镇建册的
１３５２个单位全面进行入户核实，＂地毯式＂摸查
个体工商户３５３２户，全面完成全国第四次经济普

查工作；武装、妇女儿童、青少年、统计、应
【民生保障】 实现建档立卡户家庭医生签约全

急、社区建设、关心下一代等工作全面有序开

覆盖。强化计生服务工作，全面完成免费孕前优

展、成绩显著。

生健康检查任务 １５０例，为计生＂两户＂家庭办
理意外伤害保险 ２５３份，发放生育登记服务证
３６８例，发放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４６本。对各项
奖励扶助、特别扶助、失独家庭补助、特殊家庭
养老等计生政策资金做到及时审核、足额发放。

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２１．５万元。发放农村居民
临时救助５０．３万元。发放医疗救助６８．３万元，发
放残疾人两项补贴４４．８万元，发放孤儿生活费
４．２万元，发放特困人员生活补贴２２．７万元，发

【打黑除恶】 坚持把维护社会稳定作为压倒一

切的工作来抓，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作为第一责
任来落实，全力为全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
护航。纵深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２０１９年，全
镇开展扫黑除恶宣传活动１８次，发放《致全县人

民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一封信》１．８万份，
发放《关于鼓励群众积极举报的一封信》１．８万
份，发放应知应会试卷３２０份、调查问卷 ２６０

放各类重点优抚定补６７．９万元。通过审核城乡低
保停保２４４户５４４人，新增４４户８９人，全镇共有
低保户５９０户１２６４人，全年发放低保金６３９．３万
元。全年发放社保卡 １２８３２张，修改制卡错误信

份，张贴举报贴３０００余份，在主要街道、十字路
口等显著部位制作、悬挂横幅６３条、宣传喷绘

息５８５条。收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５９１５人２３１．１３

村社、社区楼院全覆盖。狠抓线索排查，注重日

１１２幅。做到了＂信＂（一封信）到户、＂车＂（宣
传车）进社、村村有横幅、人人知政策，确保了

万元。

常巡查和专项排查相结合，重点围绕城乡接合
持续加强对镇属企业、人口密集场所、小 部、城中村、三不管楼院、集贸市场等开展线索

学、幼儿园、商场、超市、危化企业、输油汽管
道企业及道路交通等安全检查力度，依法关闭教
场沟内无证非法炒砂企业１家，全年共查处安全
隐患４１起，督促整改４１起，整改率１００？？紧盯

节假日安全不放松，在中秋、国庆、年末岁初期
间针对辖区企业和人员密集场所开展防风险查隐
患保安全专项整治，先后开展安全专项检查４

排查。上报干扰施工线索１条、匿名举报线索１
条；办理移交线索１１条（已核查排除），正在办
理移交线索１条；镇扫黑办组织派出所、综治中

心、司法所对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开展专项整治
行动，对城关镇范围内所有宾馆、旅店、娱乐场
所及网吧进行排摸，处罚３８家、关停不符合规定

的旅店、宾馆、娱乐场所及网吧３７家。强化社区

次，查出问题隐患１５起，责令企业立行立改１５ 服刑人员矫正工作。全镇在册社区服刑人员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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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其中，缓刑３３人，暂予监外执行１人。对辖

积极开展志愿服务活动。镇机关、社区在便民大

区内的３４名社区服刑人员及１２３名（近三年）社
区矫正期满解除人员，通过电话、书面、当面、
短信、微信视频等相结合的方式详细掌握矫正对
象动态，逐一开展研判，加强监管，做到行知去

厅设立志愿服务岗，广泛开展文明引导和便民利
民等志愿服务活动。社区志愿服务工作站，在节

向、动知轨迹。
２０１９年，接待信访案件１５件，办理三维数

日期间积极组织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重点对
辖区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困难职工、残疾人等
对象开展节日慰问、提供家政服务等志愿服务活
动。２０１９年，全镇共组织开展各类志愿者服务活

动１２０余次，参加活动的志愿者达２０００余人次。
成功调解４２ 件。重点围绕涉军群体、邪教人员、 注重自查自纠，建立完善创城软件资料。坚持创
精神病人、吸毒人员、重点上访对象等群体做好 城软件硬件一起抓，将创城资料台账任务进行细
字民情通转办单２１０件，排查出矛盾纠纷４３件，

稳控工作。对４名重点上访对象，按照＂一人一

化分解，责任到人，确保文字资料规范有序合乎

预案＂的要求，制定预案，成立稳控小组，盯死 要求。积极整改落实市第三方测评反馈问题，举
看牢，确保做到去知轨迹、出知动向。全镇没有 一反三，查漏补缺，切实补齐短板，夯实工作基
非法赴京上访现象发生。严格落实禁毒工作责 础。顺利通过省级文明乡镇复验。
任，２０１９年初与各村、社区签订《城关镇２０１９
年禁种铲毒责任书》，压实了禁毒工作责任。注

【队伍建设】 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原则，

重禁毒工作氛围营造，组织开展禁毒宣传活动３０ 将责任目标细化到领导、科室、到人，层层负
次，悬挂横幅５０余条，陈列展板３０余块，发放
宣传材料８０００份，进村入户签订《禁种铲毒承诺
书》２４３０份，直接、间接接受禁毒教育达７０００
余人次。大力推进禁毒阵地建设，建成集社区戒

毒社区康复与宣传教育为一体的综合服务中心一
座，面积达２７０平方米，内设有综合办公区、多

责。完善了考评机制，确保依法行政工作取得实
效，按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的全面开展。按照规
范化服务性政府要求，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
落实用制度管人管事，促进依法行政。在干部例
会学习中穿插法律知识学习，增强全镇工作人

员依法行政意识，把法治思想，法治观念注入

功能教育室、开放式图书角、心理咨询室、尿检
室和禁毒展厅等功能科室，为完善吸毒人员管理

个人的思想、工作、生活中，努力铸造一支政
治强、思想好、业务精、作风硬、纪律严、廉

体系提供阵地保障。

洁高效的干部队伍。大力推进＂七五＂普法和
＂法治乡村（社区）＂建设，利用庙会、重要节
日等节点，进社区、进农村、进楼院，大力开
展《婚姻法》《劳动法》《土地管理法》等与群

【创建文明城市】 注重宣传，营造浓厚创城氛
围。通过利用微信平台、电子屏幕滚动播放、张
贴大型展板、围墙围挡公益广告喷绘、干部入户
发放创城资料等宣传形式，全方位、多角度为创
城宣传造势。注重环境整治，塑造干净优美城市
形象。按照县上＂划片分包，入网包抓＂要求，
将社区干部纳入网格化管理，实施干部包片、包

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宣传３０余

次，发放宣传材料 ２０００余份，提高群众尊法学
法、维权找法、解决问题用法、依法表达诉求

清理清运＂三不管＂楼院垃圾，派专人负责，专

的法治意识。各村（社区）建成法制图书阅览
室，成立法制志愿者宣传队伍，与律师事务所
签订了＂一村一顾问＂协议，使群众可以随时
查阅学习法律知识、寻求法律咨询，极大地提
高了群众学法用法的积极性，为全镇深入推进

人拉运，全年共清理＂三不管＂楼院及背街小巷

依法行政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区域，靠实责任，定期巡查所包区域，发现问题

及时上报，并通知包抓单位及时整改到位。及时
垃圾２８０余吨，组织干部集中清理街道楼院小广

告、＂牛皮癣＂８００余处。注重志愿者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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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概况

领导名录
镇党委
书 记 张东桂
副书记 徐大生（兼）

【经济指标】 ２０１９年，实现固定资产投资
２．１２３８亿元，较上年增长１０．５？？农民人均纯收
入达到１３１０９元，较上年增长８？？镇域经济整体
实力得到较大幅度提升。

镇纪委

书 记 杨海龙

【脱贫攻坚】 ２０１９年，中堡镇贫困人口退出９５
户２５７人，其中，稳定脱贫６１户１８０人，兜底脱
贫３４户７７人，剩余贫困人口７户２４人，贫困发

主 席 常玉明（９月任）

生率为０．１４？？教育扶贫方面∶适龄儿童全部接

梁登堂（４月任）

镇人大

苏建香（１０月退休）

受义务教育，享受＂两免一补＂和＂营养餐＂政
策，全镇享受两免政策学生７８４人。就业扶贫方

副主席 汪建文（９月任）

镇政府
镇 长 徐大生
副镇长 郁宾山

面∶全镇聘用公益性岗位３５人，发放工资１４万
元；聘用共管共享岗位５３人，发放工资３８．１６万

元。健康扶贫方面∶全镇建档立卡户签约医生

张彦超

周 玲（９月任）
黄 珊（１１月挂职期满）

６０２户１９３３人。组建家庭签约医生团队１５个。制
定签约医生＂一人一策，一病一方＂帮扶计划和

帮扶措施，实现＂零距离＂就医看病，建档立卡
（张正军） 贫困户从根本上解决＂看病就医难＂问题。兜底

中堡镇
【概况】 中堡镇位于东经１０３°１９＇～１０３°５６＇，

保障方面∶全镇农村低保２３９户５１４人，发放低
保金１８９．０３万元；农村特困３６户４４人，发放供
养金２８．８万元，做到＂应保尽保、应养尽养、应
退尽退＂，兜底保障对象更趋精准。安全住房方
面∶危房改造投入资金４６万元，完成危房改造

北纬３６°７５＇～３６°８２＇。１９９９年被甘肃省和兰州市
分别确定为省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和市级工业 １７户全部入住。
示范区；２０００年被市委、市政府命名为小康镇。

地处永登县城西北部，北接武胜驿镇，西邻民乐 【项目建设】 ２０１９年，全镇固投任务２亿，谋
乡，东依上川镇，总面积１３５．３平方千米，平均 划项目５个，完成投资２．１２３８亿，完成率１０６？？
海拔２．３千米，地势北高南低。年均气温５．８℃， 蓝星硅材料有限公司改造提升２０１８年续建项目∶
年降水量３１９．１毫米，无霜期１２６天。土壤以栗钙

计划总投资１．３５亿，完成剩余投资４５１３万。开工

土、灰钙土为主，局部地区为红土土壤。庄浪河 建设项目４个∶永登祁连山水泥有限公司年产
由北向南流经全镇，除大岭直属社为山区外，其 ２００吨新建骨料生产线项目计划总投资６０００万，
余村社均为庄浪河畔的水川区。东西群山环绕，
南北呈阶梯状。全镇辖１０个行政村、１个直属
社、２个社区居委会，共有５６个村民小组、３１个

完成投资５４７８万。祁连山１—１８号水泥库改造项
目计划总投资２０００万，完成投资１３９７万。永登

自然村。有总耕地２７７９３．８ 亩，其中∶水浇地

众联水泥有限公司干粉预拌砂浆生产线项目完成
投资５６００万。永登玄武岩有限公司新建骨料生产

１５９３８．８亩，山旱地１１８５５亩。镇内交通通信便
利。兰新铁路、３１２国道、徐古高等级公路纵贯
全境，有高速公路出口一处、铁路运输货站一

线项目完成投资４２５０万。实行项目备案制，成立
由经委、国土、农办等部门组成的项目服务组，
主动出击，积极作为，帮助企业办理项目建设过

处，区位优势明显。

程中的相关手续，及时督促项目实施单位加快工

程进度，使落地项目早开工、快竣工、速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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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目前在手在谈项目，认真分析，强化责任意

９１８吨、建筑垃圾６００余吨，整治非正规垃圾点

识和主动服务意识，积极搭建信息沟通平台，健
全项目服务机制，争取项目早日落地。

２８个。严格落实河长制，清理河道垃圾５处１５

【发展农村经济】 全镇日光温室、高架大棚等
设施农业种植面积超过２０００余亩，小麦种植
３１００亩、玉米１２７０亩、高原夏菜１２２００亩，马铃
薯种植扩繁 ５００余亩。全镇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１．１１万亩，经济作物播种面积１．１７５万亩，粮经
比例达４８．５８∶５１．４２。以专业合作社为载体，做
大做强畜禽养殖规模，持续推进畜牧业向规模

化、标准化、安全化和现代化方向发展。全镇
牛、羊、猪、鸡存栏量分别达到４８９头、１．３万

吨，设立警示牌２０个，有效整治河道垃圾，优化
水域环境。大力开展水源地专项整治和中央环保
督查件整改落实＂回头看＂工作。联合县环保、
水务、交通、农业等部门对县城水源地周边环境
进行集中整治。筹资６０余万元，拆除违建３０１６
平方米，关停汽车修理厂、加水点、养鸡场等５０

余处，恢复土地原貌４２．５亩，安装围栏４６００米。
收到中央环保督查件８个，全面完成清理整
治和台账销号。积极筹措资金２０余万元，全面开
展中心街市场综合整治，硬化道路０．５公里，拆
除乱搭乱建４００余平方米，清理清运垃圾３００余

只、６２８６头和７．２万只。与此同时，全面提升动 吨。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土壤和大气污染防治工
物疫病防控能力。严格执行非洲猪瘟防控排查制

作效果显著。严格落实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完成

度、＂一对一＂包抓制度，对全镇１６２户养殖户进

行了彻底排查，与目标对象签订责任书、告知书

１０个行政村及大岭直属社草管员聘用工作，扎实
做好管护、防火及日志填写工作。继续实施＂三

等６０余份，严把养殖、屠宰、加工、贩运关，从

改＂工程，按照边改厕、边教育、边引导的工作

源头上杜绝疫情的出现与扩散。采取集中和分散 思路，先后组织镇村干部到武威、武胜驿、柳
相结合的方式，组织举办电焊、维修、美发等各
类技能培训２期，培训农民工１８６人（次）以

上，输出劳力４５００人（次）以上。

树、大同、龙泉寺等兄弟乡镇观摩学习先进经
验。全年累计改造厕所６００户，五里墩村、中堡
村整村改造率达８５？？上。通过广泛发动群众，

借鉴外地模式，对去年改造的鲁家庄、大营湾两
【乡村振兴】 投资１０７万元对汪家湾村、中堡 村的１０８ 户厕所进行改造提升。按照＂先试先
村、清水河村、鲁家庄村、大营湾村、何家营村

１２．６公里渠道进行衬砌；投资 １４２万元硬化中
堡、清水河两村道路４．１８公里，投资１０８万元硬

化五里墩、邢家湾两村道路３．２公里；投资６８万
元硬化大营湾、何家营两村道路２公里；投资４０

行、典型带动、稳妥推进＂的工作思路，全面推
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完成成员身份界定及
清产核资工作。２０１９年，确定五里墩村为三变改

革示范村，同步推进其他９个村的三变改革工作。

万元为何家营、大营湾、清水河三村安装路灯 【扫黑除恶】 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先
１００盏。投资９０余万元，对罗渠—石咀渠险段， 后６次召开镇属单位负责人、镇村干部参加的扫
以及东一渠渠首、东二渠渠首进行全面维修，对 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会。张贴《关于积极鼓励公
部分人饮工程管道和闸线进行了更换。同时，积 民举报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的通告》１３０余
极争取市县支持，投入资金２８万元，对五里墩、
清水河沿线庄浪河段三处砂场清理地段和村庄进
行造林绿化，完成绿化５８．８亩，造林１１３００株。

份，发放宣传资料１０００余份，上报工作信息２６
条，开展群众举报黑恶势力线索调查９起。实施

有力地改善村容村貌。

咨询。全年印发宣传资料３２００余份，接待群众法
律咨询１８０余人次，解答房屋产权纠纷、工伤赔

＂七五＂普法的第三年，按照要求集中开展基层
投资１４４万元在１０个村实施人居环境提升工作， 法律服务活动和法制宣传活动，为群众提供法律
依法拆除废弃厂房棚舍等２１２处，拆除残垣
断壁２６８０米、清除陈年垃圾８１０吨、生活垃圾

３０２

偿纠纷、民工维权和土地承包纠纷以及土地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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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的分配等相关问题。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

主＂方针，以创建＂平安中堡＂为重点，积极做
好综治维稳工作，维护社会的稳定。坚持和发展

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全县率先实行户长制，
共聘用户长３５名，大力破解基层社会治理＂最后
一公里＂的难题。完善＂大调解＂工作机制，健
全人民调解工作组织网络，规范村、社调委会工
作程序，有效发挥联手联调机制，全年有效化解
矛盾纠纷１３６起，调解率达１００？？调解成功１２８

类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２０１９年，组织安全生产
大检查７６次，对镇域内２８家企业的现场扬尘污
染防治、环保设施运行、烟气收集与排放、安全
生产责任制落实等重点部位和环节进行督查检
查，共发现安全生产隐患１４５条，其中，现场整
改１２９条，其余问题责令企业依法限期整改。建
立健全道路交通安全监督管理长效工作机制，
＂交管室、劝导站＂工作逐步走上标准化。完成
甘肃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信息系统录入工作驾

起，调解成功率达９４？？在全镇范围内集中开展 驶员录入３０１条，车辆信息录入３８４条。
禁种铲毒专项整治，实施＂网格化＂管理制度，

３３名吸毒人员帮教管控工作情况良好。认真贯彻 【党的建设】 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乡镇主要领导当一天禁毒专干工作要求，通过面

对面交流，深化对吸毒人员的教育和引导。全年
新接收刑满释放人员７名，解除社区矫正２１名，
安置帮教对象７５名，所有刑满释放人员建立个人

档案，实行一对一的帮教，帮教率达到１００？？

筹资 １０余万元维修和改善司法所的办公条件。

教育为契机，转变工作作风，以敢为、能为、有
为、敢当的精神，深入查摆和整改存在的问题。
活动中，完成调研课题９个，梳理出领导班子突
出问题９条，班子成员突出问题４８条，提出意见

建议１６条，对查摆出的问题建立台账，逐项整
改。始终把依法行政作为基本要求，全面推进法
治政府建设，在法治框架内积极创新政府运行机

【社会民生】 扎实做好低保、特困动态调整、

制和决策方式，严格执行＂三重一大＂制度，健

医疗保障和生活救助工作。２０１９年，发放低保

全重大决策论证和问责纠错机制，确保决策遵从

２０５．５８万元、特困资金２４．４７万元、物价补贴３．３
万元、特困人员护理补贴８．６６万元、孤儿生活费
５．１６８万元、临时救助１９．０３万元、残疾人两项补
助１８．４８万元。医疗救助２６人，发放救助资金
２９．９９万元；全镇建档立卡户６０２户，１９３３人，参

法律法规、体现社情民意、彰显公平正义。把落
实全面从严治党贯穿到政府工作的全过程、各领
域，以党章为根本遵循，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保率１００？？参保资助１９３３人，资助金额１６．１万
元。按程序开展低保清理整顿工作，做到应保尽
保、应退则退。向全镇４２８２户发放耕地地力保护
补贴（粮食直补）６９．４３万元、地膜１８吨、农药
１．１３吨，黄板１万张。投资３０万元完成罗城滩小
学、中堡小学科室建设及中堡幼儿园建设，义务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工作稳步推进。完成征兵任务

７人，兵役登记１１２人，发放现役、退伍军人
＂光荣牌＂７１２个。围绕＂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工作要求，坚持＂防风险、遏事故、除隐患＂方
针，狠抓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不断提高安全
生产管理水平，扎实认真开展以深化道路交通、
企业安全、非煤矿山为重点的专项整治活动及各
种安全生产大检查，切实消除事故隐患，遏制各

矩。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持续抓好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四风＂整治落实落细。聚焦
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监管，严肃查处侵害群众利
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

发展环境，保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

清明。

领导名录

镇党委

书 记
己 陈立升
副书记 徐永红（兼）

魏学丹

镇人大龙文科（２月任）
主席
镇纪委

书 记
钱承红

３０３

永登年鉴（２０２０）

镇政府

３０８８９ 万元。共落实各类项目７１项，投入资金

镇 长 徐永红
徐 剑（２月任）
副镇长 後

３３８５万元，其中，易地扶贫搬迁资金３１８万元，

武装部

＂美食一条街＂改造提升项目资金３５０万元，产业
奖补资金１３７万元，到户资金１１９万元，基础设
施项目资金４１６万元，水利设施项目资金６４３万

郭英英（２月任）

部 长 哈成章
党建办
主 任 张英成

元，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资金３２０万元，厕所
改造资金４４２万元，村和社区办公阵地建设资金

１５０万元，退耕还林和荒山造林资金４９０万元。

（张英成） ２０１９年，农民人均纯收入预计达到１０４００元。

武胜驿镇

【脱贫攻坚】一户一策方面∶ 紧盯＂两不愁三
保障＂，２０１９年底全镇拟脱贫人口２１８户４９３人，

【概况】武胜驿镇位于东经 １０２°５１＇～１０３°
１０＇，北纬３６°５０′１７＂￣３６°５３＇５＂。地处永登庄浪河
谷西北端，因辖区内有明代驿站而得名，是＂丝
绸之路黄金段＂凉州（武威）与金城（兰州）之
间的重要驿站；是向西进入河西走廊的咽喉之

其中脱贫人口３３户８９人，兜底脱贫人口１８５户

４０４人，剩余贫困人口为３７户１２１人，全镇贫困
发生率降至０．３９？？对剩余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一户一策＂基础数据全部采集完毕，通过我们
自查、督查组督查反馈，发现＂一户一策＂中存

地；是兵家必争之地。其东连坪城乡，西接民乐 在的致贫原因分析不准确、脱贫保障措施不详
乡，南与中堡镇、通远乡为邻，北与天祝藏族自 实、脱贫帮扶增收计划不具体等问题，认真对
治县接壤，距永登县城２０千米，距天祝县城１５ ＂一户一策＂精准扶贫计划进行＂回头看＂，并立
千米。总体布局为三川一沟，即大川、小川、庄
浪河川以及利巴三沟，属典型的半干旱半湿润二

即进行整改落实，修改完善并签字背书。
产业扶贫方面∶全镇种植高原夏菜达到３．５

阴贫困山区。全镇总面积４６９．７１平方公里，天然

万亩，中药材留床１．２万亩，优质洋芋６．７万亩，

林 ８０３９ 亩，退耕还林４３５０亩。平均海拔２６００
米，年降水量 ３４０～４５６毫米，年均气温４．５℃，

红笋、蒜苗、花菜、荷兰豆等种植面积不断扩

年无霜期８０～１００天。
全镇辖１个社区居委会，２３个村民委员会，
１１５个村民小组，８４０８户，３８３３０人，其中农业

大，蔬菜品种优化和多样化，抵御市场风险能力

提升，农作物和经济作物产值预计可达 １．８亿
元。积极引导养殖大户向标准化、规模化方向发

人口 ３３９２０人。镇域内主要有回、土、满、藏、

展，羊存栏数达９．８万只。多渠道输转农村富余
劳动力，农村实用技术培训４８００人次，劳务输转

蒙古、维吾尔等８个少数民族２０００余人。总耕地

１万余人次。

１３２８４２亩，水浇地２２２９２亩，旱地１１０５５０亩，人
社会保障方面∶全力保障困难群众生活，城
均耕地４．１亩。农作物主要以种植娃娃菜、红 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扩面提标，全镇共发放低保
笋、甘蓝等高原夏菜为主，正常年景亩产量可达 金 ４３２．０８４５ 万元，特困人员生活补助资金
８０００余颗。镇域内Ｇ３１２国道、连霍高速、兰新
铁路等沿庄浪谷纵贯镇域，北可通河西地区，南

６７．５５３９万元，特困人员护理补助资金１４．４２５２万
元，临时救助资金５９．６４３５万元，残疾人两项补

贴６８．５万元，残疾人扩面补贴１２．８７５万元。
公路、大川及兰长等乡村主干道路辐射大小
教育扶贫方面∶ ２０１９年春季全镇义务教育学
可达兰州，镇域东南部设徐古高速出入口；永天

两川。

【目标任务】 ２０１９年，全镇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３０４．

段共１６５６人，享受＂两免一补＂惠民资金共计
６５４９８５元 （其中小学１０７９人３７２２５５元、初中
５７７人２８２７３０元），享受寄宿生生活补助８９２人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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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资金５２０３７５元（其中小学２９７人１４８５００元、初

基础，尤其是大利、旅顺、五端村通过村级电站

中５９５人３７１８７５元）。享受农村义务教育营养餐 增加经济收入，集体经济收入成效明显。鼓励农
学生１６５６人共计资金６６２４００元。享受惠民资金 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特色富民产业，建成设金牧牛
学前教育免＂保教费＂６２１人，共计资金３５６２５０ 羊肉加工企业，引导支持建立扶贫车间，带动武
元（其中普免６２１人３１０５００元，建档立卡户再免 胜驿、新民、聂家湾等９个村发展壮大村级集体
１８３人４５７５０元），实现了＂义务教育全保障＂和 经济，带动贫困户 ２８０余户。
＂教育资助全覆盖＂的目标。
健康扶贫方面∶全镇组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基础设施建设】水利设施不断夯实。积极争
团队２３个，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重点人群２０９１ 取项目资金，大力实施水利设施建设项目，发展
人，普通人群１３２０６人，签约协议书初级包６５４１ 有效水浇地面积，解决人畜饮水困难的问题，在
人，签约协议书中级包１７１７人，落实长期慢性病 霍家湾村修建塘坝１座，黑林村修建塘坝１座，
门诊５０６人复审，新申请办理２０１人，为建档立 旅顺村修建塘坝１座，道顺村实施人饮工程泉头
卡户主动办理５５人，切实做到随时随地上门服 集水廊道维修工程，武胜驿村新打机井１眼，修
务，方便群众就医，减轻农民负担。通过全镇上 建高位蓄水池１座并配套电力设备、输水管线等
下和帮扶单位齐心协力，攻坚克难，真抓实干， 相关辅助设施。另外，还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贫困人口和贫困村退出工作顺利通过宁夏大学第 春季抢修项目；办公条件有效改善。全镇２３个行
政村，１个社区居委会，大部分村办公阵地修建
三方评估工作。
完善，达到村级办公阵地标准要求，也配有文化
【特色产业】 认真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 广场、文化活动室等，正常开展工作。２０１９年，
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紧紧围绕中 积极争取资金，修建屯沟湾社区居委会６６０平方
央＂一号＂文件，紧紧抓住＂三农＂发展的各项 米，并对道顺、黑林、五端、长丰等４个村办公
叠加机遇，努力打造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 阵地进行改造，改善村级办公条件，为支部建设

农业大镇。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全镇着力在培育 标准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落实省管、市管党费
发展富民产业上下功夫，种植高原夏菜面积超过 补助维修因灾受损村级活动场所资金６万元；硬
３．５万亩，品种由单一的娃娃菜扩大到红笋、蒜 化道路日趋完善。针对武胜驿镇部分村村道未硬
苗、花菜、荷兰豆等多个品种，部分村试种医用
红花，这也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一种途径，不

化的实际，争取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天津市宝坻
区帮扶资金，硬化村组道路７公里，基本实现通

仅增加农业效率和农产品附加值，也有效解决尾 村道路全覆盖、户户通，改善群众出行条件，提
菜处理难的问题；合作社作用不断发挥。对全镇 高生产生活水平；＂厕所革命＂逐步实施。结合
＂空壳＂合作社进行核查清理，筛选有实体的农

各村实际，积极推广简单实用、成本适中、农民

民专业合作社４２家，覆盖全镇２３个村，通过社 群众能够接受的卫生改厕模式，把贮粪池不渗不
员自筹、整合资金、入股分红等方式，促使合作 漏作为基本要求，鼓励厕所入户进院，有条件的
社规范运行，发挥带动作用，拓宽就业渠道，带 农户要积极推动厕所入室，全镇卫生厕所改造
动贫困户发家致富奔小康。同时，加大产业奖补
扶持力度，落实产业奖补资金９８４户１３７万元，

继续落实产业扶持资金，按照８？？比例进行分
红，落实分红资金６６万元；集体经济不断见效。
全镇按照＂合作社经营、村两委监督、村集体分
红＂的合作方式，发展高架设施农业，建设村级

２０５１户，其中水厕３１８座，旱厕１７３３座；易地搬
迁实现目标。在搬迁入住的基础上，加大基础设
施建设，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硬化小巷道２．６公
里、修建护坡０．４公里、排水渠２公里、修建小花
园３座等，同时，落实与金牧清真食品有限公司
带动发展协议，为搬迁农户提供就业平台，增加

光伏电站，为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奠定良好的 家庭收入，基本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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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可发展＂的目标。

夯实反邪教工作基础，加强舆论宣传，强化防控

措施，建立长效机制，做到了发现及时，处置迅
【生态文明建设】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速，消除负面影响。健全信访维稳制度，充分发

山＂的发展理念，大力推进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
建设，持续优化人居环境。持续开展全域无垃圾

挥镇村两级调节组织的作用，完善矛盾纠纷排查
调处机制，抓苗头，压势头，及时调处化解矛盾
纠纷３２件，基本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
把矛盾纠纷消灭在萌芽状态。

专项行动。全镇村干部深入铁路、公路沿线以及
各村沟岔进行集中整改，对发现的零星垃圾、废

旧地膜，堆积生活、建筑垃圾和河沟河渠垃圾进
行清理，共清理卫星航拍垃圾点２１８个，清理非 【社会安全】 严格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
正规垃圾堆放点３５个，同时拆除庄浪河非法采砂 责、齐抓共管＂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
洗砂场６家，保护生态环境；持续开展人居环境
改善行动。全镇上下发扬＂三亲四实＂的武胜驿

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原则，
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及时排查整治安全
隐患，共检查各类生产经营单位、地质灾害点

精神，以＂五合一＂改造工程为抓手，充分发挥
老百姓在建设小康家园和脱贫攻坚中的主体作 学校、医疗卫生、食品药品、道路交通等行业领
用，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村容村貌变化明显，
人居环境质量较大提升，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明显

域７８次，对发现的问题隐患督促建立台账，明责

限时，销号整改，坚决遏制和杜绝了重特大生产

改善，为建设＂生态宜居环境美、兴业富民生活 安全事故的发生。建立防汛指挥机构，明确工作
美、文明和谐乡风美、干净整洁村庄美＂的美丽 责任，精心组建队伍，筹备防汛物资，严格落实

家园而不懈奋斗；持续开展国土绿化行动。在旅 ２４小时值班制度，全面落实各类防汛工程的排查
顺、长丰、道顺、富强堡等８个村实施封山育林 除险措施。加强重点区域巡查，结合河长制工
４４０００亩；实施火家台村人工造林１０００亩；实施

作，突出抓好重点河道清障整治，确保行洪安

黑林、道顺、奖俊埠等８各村退耕还林补植补栽 全。全面复核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确保整改
１３００亩；在全镇各主干道路、乡村道路和农户房 件件落实到位，整改达到目标要求。不定时地对
前屋后栽种洋槐、侧柏、柳树、杨树等各类苗木 辖区内主要企业进行环境监督，有效遏制环境污

乱治乱＂的工作要求，以＂三讲四核一强化＂为

染事件的发生。全面贯彻镇村两级河长制，清理
整治庄浪河和大小两川沙沟，设置河长公示牌２３
处，严厉打击非法采砂、非法排污行为，尽最大
力量保护水资源、防治水污染、改善水环境、修
复水生态。加强对秸秆、垃圾等＂四烧＂的有效

抓手，扎实开展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对街长村

管控，全力开展冬季大气污染防控工作，认真开

霸、非法采砂洗砂等农村家族势力和黑恶势力进

展污染源普查，切实做到环保监督管理到位。

２．４万余株。落实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生态护林员
１９ 人，每年人均补助８０００元。

【打黑除恶】 按照＂有黑扫黑、有恶除恶、有

行了排摸，依法打击和惩治黄赌毒，彻底铲除黑
恶势力保护伞，优化基层政权建设环境，健全防 【倡导五民工作法】 针对地处山区、农民居住
范打击涉黑涉恶犯罪长效机制，特别是农村涉黑

到有效整治，市场监管、行业监管工作明显加

分散、贫困面大的实际，武胜驿镇党委结合正在
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在全
镇党员干部中倡导并践行＂五民工作法＂（帮产
业富民、促帮扶惠民、抓教育兴民、化矛盾安

强，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明显提升。集中开

民、勤代理便民），有效推动镇村干部服务群众

展禁毒宣传和踏查铲毒，全面落实＂五位一体＂
帮教措施，做到落实有责任、帮教有效果。不断

制度化、常态化。帮产业富民，武胜驿镇按照

涉恶涉乱问题，使涉黑涉恶涉乱得到全面整治，

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突出治安问题得

· ３０６·

＂党建＋扶贫＋产业＂的思路，充分发挥党支部战

乡镇概况
斗堡垒作用，积极引导农户发展种植高原夏菜，

廉＂的要求，持续发力效能建设和作风建设，提

共种植３．５万亩，保证每村都有致富产业，每户
都有稳定收入。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４２家，覆盖

升为民服务水平。坚持为民施政，建立健全监督

２３个行政村，通过产业带动入股分红、务工就业

等形式，带动群众共同致富。推进扶贫车间等扶
贫新模式，建成村级光伏电站３个，年收益达
１０．８万元，建成＂三链＂党建示范点１个，有效
带动１００余户贫困户脱贫致富；促帮扶惠民，武
胜驿镇认真实施脱贫攻坚三年行动计划，明确
＂促帮扶惠农＂的工作思路，积极联系省市县三
级结对帮扶单位，细化帮扶措施，落实帮扶政
策，争取惠农资金 １０００多万元，有效解决贫困村
水、电、路、房等基础设施建设，巩固脱贫成

检查常态化制度，强化日常检查、专项检查和重
点检查，督促责任主体认真履职。积极推进行政
问责，严肃查处违纪行为，推动政风服务的持续
好转。积极开展法制工作业务培训，不断提高干
部队伍的依法行政能力。加强对规范性文件的备
案审查，及时开展政务、村务、居务公开，自觉
接受党内监督、人大监督和群众监督；强化效能

建设，着力解决政治上不过硬、履行主体责任不

和社会志愿服务活动。在全镇树立＂美丽永登
人＂＂爱岗敬业＂、＂孝老敬亲＂等道德模范１０６
人，以身边的典型教育身边人； 化矛盾安民，武

到位、压力传导层层递减等问题，驰而不息转作
风、纠＂四风＂。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普
及干部教育培训，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不折不
扣落实好县委、县政府和镇党委各项决策部署；
坚持清廉治政；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全
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强化＂一岗双
责＂，持之以恒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压缩＂三公
经费＂和一般性支出，严格规范各项资金的管理
使用，抓好廉政风险点防控，严格执行＂三重一
大＂和＂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强化审

胜驿镇抓住维稳工作的＂牛鼻子＂，建立信访台

计监督和审计整改。

效；抓教育兴民。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提升公民道德素质，融入群众家庭生活、公民社
会实践、学校课堂教育、学生课外活动等各个方
面，组织党员干部带头开展多种形式的道德实践

账，定领导、定方案、定部门、定专人，限期化
解矛盾。同时，将矛盾化解工作的触角前移，变
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不断扩大矛盾纠纷排查的
覆盖面。干部进村入户时，工作开展到哪，矛盾

排查到哪，责任落实到哪。矛盾纠纷排查实现镇
不漏村、村不漏社、社不漏户；勤代理便民，在

全镇 ２３个行政村设立 ９５个便民流动代理站
（点），由村＂两委＂委员、村民小组长担任代办
员，按即办件、咨询件、上报件三个类型，根据
事项轻重缓急，即时进行业务代理，并第一时间
反馈办理情况，让为民服务代理制代出时效。与
此同时，不断健全镇代理服务中心、村代理服务
室、流动代理服务站三级运行机制，建立县、
镇、村、站（点）四级联系代理服务实施办法、
工作运行流程图、联席会议、轮流值班、办结反
馈、投诉处理、监督考核等制度，让为民服务代

理制代出便捷。
【队伍建设】 按照＂高效、规范、务实、清

领导名录
镇党委

书 记邵建胜

副书记

镇人大

龙世国（兼）

魏 军

巨建文
主 席 王永燕

副主席
镇政府
镇 长 龙世国
副镇长

张永德

薛紫贵林
薛守成

镇纪委
书 记 张忠昌
武装部

部 长李发福

（龙学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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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树镇

【主题学习】 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持续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

【概况】柳树镇位于东经１０３°２０＇～１０３°５０＇，

制度化，依托＂学习强国＂＂甘肃党建＂等平

北纬３６°８２＇～３６°６５＇。地处永登县中部，东临上 台，全面加强学习型政府建设。全镇上下坚持从
川镇，南接大同镇，西靠通远乡，北依城关镇，
镇政府驻柳树村，距永登县城８千米。辖区东西
最大距离３８千米，南北最大距离２５千米，总面

积４４．２平方千米，地势平坦，局部落差小，平
均海拔２０００米，年平均降水量２８０毫米，平均气
温６．２摄氏度，无霜期１２０天，四季分明，气候干

燥。下辖１４个村民委员会，１０７个村民小组，
６３７４户，２６５２４人。总耕地面积７２００８．６万亩，其
中水浇地２９８００万亩，山旱地４２２０８．６万亩，砂地
１．６万亩。因城郊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捷通
畅，是农业项目落户的重点规划区。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的高度，认真开展学习研讨、调查研
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批评与自我批评。通
过主题教育，切实强化党员干部的责任担当，提
高政治觉悟，坚定理想信念，强化服务意识，提
升了工作能力。全面推进政务公开，严格实行重
大决策部署跟踪问效制度，提升政府执行力和公

信力。

【特色小城镇发展】优势产业不断壮大。全镇
日光温室蔬菜达到２１００亩，日光温室红提葡萄达
到２３０１亩，露地蔬菜达到２０４００亩，鲑鳟鱼养殖
达到６０亩，经济林种植达到４０００亩，高原夏菜

【建置沿革】 １９５０年属永登县第二区，１９５６年
为永登县柳树乡，１９５８年８月设立人民公社。

达到７０００亩，优质洋芋达到５０００亩，粮食播

１９８４年恢复为柳树乡。２００４年１１月将清水乡并

种、经济作物播种、饲草播种总面积达到７１５００

入柳树乡，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完成撤乡改镇工作，改

亩，油料５２００亩。畜禽养殖业标准化规模养殖场

称永登县柳树镇。

达到１２家，羊存栏数达到３４６６７只，猪存栏数达

【目标任务】 ２０１９年，非公经济增加值达到

到９８４２头，鸡存栏数达到３５４００只。以蔬菜种
植、红提葡萄、特色种养殖为主的农业产业不断

５０４６０．０３万元，完成目标任务的１００．５？？？定资
产投资８７５６万元，完成目标任务的１２２．３？？？

民人均纯收入１３１５１元，增长率达８？？？输转富

壮大；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在全镇大力推广应
用＂三变＋特色旅游＂发展模式。谋划村集体经
济多元化发展形式，通过入股分红、光伏发电等

余劳动力８５００余人（次）。其中，自谋输出２５００ 模式，壮大村集体经济。想办法、出实招、找政
余人（次），组织输转６０００余人（次），实现劳务

策，争取资金１８４万元，壮大村集体经济４个。

经济收入１．２亿元；投资２７１．６万元，完成渠道衬

村集体经济收入１０万元以上的村２个（教场村、

砌３０．５ 公里；投资４８９．６万元，完成道路硬化 孙家井村）、５万元到１０万元的村４个（清水村、
１４．４公里；投资１３６万元，进行人居环境综合整 韩家井村、康家井村、黑城村）、２万元以上的村
治，全面提升；投资４４．４万元，安装太阳能路灯 ８个，彻底消除贫困村村集体经济＂空壳＂的现
９８盏；投资３５０万元，新建卫生厕所１０００座；投

状；乡村旅游业不断发展。按照＂一核二轴五片

区＂的总体布局，坚持＂稳定基地、规范运作、
新建公共厕所９座；投资１０１万元，新建节能电 良性发展、提质增效＂的发展思路，通过农村
炕１０００座；投资２０万元，新建节能灶２０个；投 ＂三变＂改革，利用＂公司＋合作社＋农户＂的经
资６０万元，改造提升水厕５００座；投资５４万元，

资８０万元，新打机井４眼；新排摸３２户Ｃ级危房
全部建设完成；完成农村妇女＂两癌＂免费筛查

营模式，充分发挥柳树地理区位、生态资源和民

１７６３人，超额完成７３２人。

休闲＂＂垂钓娱乐＂等特色旅游产业。依托柳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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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文化三大优势，大力发展＂旅游观光＂＂农家

乡镇概况
丰厚的历史积淀和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挖掘整

水管道统一对接到污水处理厂主管道，污水排至

理吉普赛民俗文化、满族民俗文化，大力发展民
俗文化旅游。以越国开心农庄、美乐幸福农场、

污水处理厂进行集中处理。以庄浪河及周边为整
治重点，着力整治庄浪河复兴段周边５家养殖

李家湾吉普赛民俗小镇、复兴虹鳟鱼庄为主的乡
村旅游项目成绩显著，实现旅游接待５０余万人

场。实现废旧地膜回收站点全覆盖和化肥农药

次，旅游收入突破１０００万元。
【脱贫攻坚】 为全面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紧
扣＂两不愁、三保障＂目标，坚持将扶贫与扶
志、扶智相结合，把＂一户一策＂脱贫计划的落
实作为脱贫攻坚的抓手和关键，狠下功夫，一件
一件抓落实。着力抓好群众主体作用的发挥，引
导贫困户树立自力更生促脱贫的意识，激发贫困
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持续加大投入，全面
提高脱贫攻坚质量，全力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
争取各类专项扶贫项目资金２５００余万元，大力实

＂零增长＂。加强土地管理，依法强化基本农田的
保护与监管，加大对违规占地的查办力度，坚决
打击乱搭乱建、乱采乱挖等违法行为。２０１９年，
整合各类资金３３２万元，用于拆除全镇各村残垣

断壁和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积极响应＂厕所革
命＂号召，全镇新建卫生厕所１０００座，新建村级
公共卫生厕所９座。全面落实＂门前三包＂和
＂网格化＂责任制，积极改善农村脏、乱、差面
貌，注重培养全镇群众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重

点开展三线六面（庄浪河、３１２国道、兰新铁
路）环境整治，先后出动清理人员１２００余人次，
车辆９００余台次，在全镇清理生产生活垃圾５４６０

施农村道路硬化、饮水安全、渠道衬砌等一大批 吨，清理沟渠塘
扶贫项目工程，全镇农村饮水安全、道路硬化、

坝 ３２ 处，清理

人居环境改善等实现全覆盖。大力实施光伏发电

畜 禽 养殖粪污

项目，建有村级光伏电站２个，全镇光伏电站总

１１ １８４吨，清

规模达到１５６千瓦，有效带动贫困村集体经济和

理乱搭乱建、乱

５２户贫困户增收；深入推进东西部扶贫协作，天 堆乱放 ４６ 处。
津市宝坻区帮扶我镇１３５万元实施产业扶贫、基 组织镇村干部和
础设施建设、就业技能培训、人才交流等多个项
目，脱贫攻坚不断向纵深推进。贫困人口从２０１３
年底１３６２户５４０３人，下降为２０１９年的７户３１
人，贫困发生率由２０．２８？？至０．１２？？２０１９年脱
贫１４０户４２６人，其中稳定脱贫６９户２０５人，兜

底脱贫７１ 户２２１人。

公益性岗位人员
积极参与，拆除
危旧房 、危险
房、空心房，实

施＂三化＂工 镇长撒元年检查督导＂厕所革
程、铺 设道牙、命＂工作
清理残垣断壁。
组织干部群众开展复垦植绿，在全镇范围内绿化

植树 ６４００株，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扶贫日调研

【生态文明建设】 全面推行河长制，深入推进

【社会治理】 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
抓共管、失职追责＂的安全生产责任制以及＂三
管三必须＂和＂属地管理＂的要求，深入开展各
类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落实安全生产监督管

＂携手清四乱、保护母亲河＂专项行动，深刻吸
取天水清水河污染事件教训，对全镇＂一河九沟

理责任，完善镇、村安全管理责任体系。按照严

一水库＂再次进行全面清查摸底。将１７家渔庄污

山、危险化学品、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领域的安

督查、零容忍的要求，加强道路交通、非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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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监管。积极组织民兵、群众参加有效应急演练

专项治理，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４场次，安全生产会议４次，安全集中整治会２
次，提升镇村应急能力和群众的应急知识。以网

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推进平安柳树、
和谐柳树建设。加大禁毒工作力度，组织禁毒宣
传工作队，深入各村排查、铲除毒品原植物和禁

毒知识宣传，告知村民种植毒品原植物的危害
性，让村民了解什么可种，什么不可种，并对发

【社会民生】 持续推进卫生防疫工作∶ 针对
＂非洲猪瘟＂疫情，多次进行安排部署，积极做
好预防、防疫工作。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加强学
校基础设施建设，投资８０万元新建山岑村完全小
学１所，新建中心小学５０平方米门房１栋。投资
２５万元，新建复兴小学２０平方米门房１栋，并对

现的苗头性问题及时制止和依法处置。严格执行 操场进行硬化。健康扶贫事业∶建设健康柳树，
社区戒毒、社区康复等各项措施落实。对在册的 卫生院药品全部实行零差率销售。成立＂１＋３＂
健康扶贫管理小组，为３４名新识别因病致贫的建
２９名吸毒人员进行帮教谈话。
档立卡贫困人口开展健康体检和健康指导。组建
专业体检队伍，为建档立卡户开展免费健康体检
建立健康档案。文化体育事业∶全镇文化站有文

艺表演队３４支、村级社火队７支。２０１９年，成功

举办永登县第二届农民丰收节暨乡村旅游节广场
舞比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文艺演出、脱贫攻坚
宣传月等文艺演出，组织文化下乡文艺演出１０余

场。全镇１４个农家书屋均配备专人管理，严格遵
守书屋开放时间，确保让群众在农家书屋学到科
技知识、获取致富信息。社会保障体系工作∶养
镇领导与镇安监站工作人员进行安全检查

加强防邪工作，严防邪教蔓延，全镇党员签

订不信教承诺书；推动信访工作重心下移、关口
前移，积极妥善处理好各种利益纠纷，切实维护
好群众的合法权益。完善综治防控体系和社会矛

老保险、医疗保险参保率均达到 １００？？困难群
众生活保障水平得到提高，农村一类低保标准由
每人每月３１０元提高到３３５元，农村二类低保标
准由每人每月２９２元提高到３１８元，孤儿补助金
标准由每人每月６４０元提高到１１６０元。全镇在册
城乡低保户４９６户１２７９人，占全镇人口的５？？

围绕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
盾疏导、化解机制，着力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努力把各种社 问题清单，重点对＂一卡通＂发放、管理和使用
会矛盾化解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依法依规 不规范，惠民惠农政策、资金落实不到位，惠民
处置国道３４１线复兴段阻工问题，妥善解决国道

惠农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职能部门监管不力、

３４１线孙家井村段征地拆迁等一批重点信访问 纪检监察机关监督不严等问题进行治理。发现问
题。全力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广泛宣传，营 题线索共３３５条，其中∶ １５０户长期在外无法联
造扫黑除恶浓厚氛围，设立举报箱、举报电话， 系，１５１户换折或注销（一户两折３户，原户主

定期上报。达到有黑扫黑、有恶除恶、有乱治

死亡未报备更新８６户，存折丢失、分户及更换户
主的６２户），１８户有房户，１６户有工商注册信息

乱、有霸铲霸的治安效果。加强宗教事务法治化

户。通过注销账户、更新办卡、追回资金、停保

管理。切实做好新形势下的民族宗教工作，建立

等方式全部整改完成。

健全统战宗教工作制度，狠抓民族宗教领域维稳
工作。扎实开展宗教领域＂三化两热＂突出问题

【其他工作】 民兵预备役、双拥工作不断加强

确定信息报送员，积极发动群众检举相关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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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概况
并出色完成征兵任务，消防、统计、粮食、妇女

儿童、共青团、老干部等各项工作都有条不紊推
进，并取得新的成绩。

领导名录
镇党委
书 记 刘复彬
副书记 橄元年（兼）

镇人大

【产业发展】 全面落实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
制度，启动划定粮食生产功能区１５６３２亩。全面
启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基本完成农村清产核
资、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工作。基本完成农村
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和宅基地确权工作。自

肖同生

主 席 霍发前
镇政府
镇 长

然之星供港有机蔬菜继续扩大规模，种植露地蔬
菜６００余亩，有机蔬菜品种３０余个，产品远销香

撒元年

港、深圳等国内外市场。主动与惠农公司携手合
作，扩大建设规模，新建有机蔬菜种植面积７００

副镇长 李新贵

魏永昌

亩。王家坪万家馨鲜切花种植示范基地项目，引

李茂

进种植郁金香、向日葵、芍药等多个品种，采用

镇纪委
书 记 闫吉德
武装部
部 长 毛振宇

荷兰进口种苗，种植面积达２００多亩。引进银鹏

万头生猪养殖场。安山村引进试种钙果面积

３００ 。

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坚持不断深

党建办

主 任
杨天芳

谱》载∶明代名为＂南大同堡＂。清道光时叫
＂山口驿＂。清光绪元年（１８７５年）左宗棠去新疆
路经此地，将＂山口驿＂改为大通。新中国成立
后取谐音改为大同。２０００年改为大同镇至今。

（董正龙）

天同镇

化农村改革，激发农村发展新活力，支持休闲农
业和乡村旅游精品工程，西部玫瑰谷完善休闲娱
乐设施，新建七彩滑道、水上游乐和小木屋等休
闲娱乐设施，提升玫瑰谷的对外影响力。启动贾
家场林隐清泉河畔农庄项目，以教育研学为发展
方向，利用庄浪河河畔文化和闲置资源，建设集

【概况】 大同镇位于东经１０３°１２＇～１０３°２９＇， 实践教学、手工制作、美术、音乐、娱乐等为一
体的乡村研学项目，创造乡村体验农业新模式。
县龙泉寺镇、柳树镇，西毗大同镇，南依龙泉寺 举办首届跌马沟杏花旅游节、采摘节，提升跌马
北纬３６°３１＇～３６＇４３＇。地处兰州市西部，东接本

镇，北邻柳树镇。距离县城东南１５千米，庄浪河
中下游，是全县欠发达，贫困指数较高的镇之

沟杏园的影响力。为解决销售难题，通过与县电
子商务中心对接，开启电商销售大接杏的新路

一。全镇地势北高南低，平均海拔１９５０米，气候 子。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对全镇１１５家

干燥，日照充足，年均气温５．９℃，年无霜期１２６ 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全面摸底调查，加强培训力
天左右，年均降水量 ２９０．２毫米。全镇总面积

度，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提高

２８５．２平方公里。全镇共辖１３个行政村、１２０个村

合作社发展产业、带动农户的作用。郭家墩村与

民小组，７９８９ 户，２６６３０人。总耕地面积４８８９３

万家馨鲜切花基地合作，新发展集体经济项目，

亩。有党总支１个，党支部１９个，共有党员７８８
名，其中预备党员３５名，外出流动党员６６名。

入股资金 ５０万元，村集体按照８？？固定分红，
获得分红收益４万元，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收入。

【建置沿革】《永登县志》和大同《孙氏家 【脱贫攻坚】 ３月，经省级第三方评估组入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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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登年鉴（２０２０）
核查，顺利通过国家脱贫验收，宣布永登县退出

贫困县序列。围绕＂两不愁、三保障＂中存在的
短板问题，全面开展＂冲刺清零＂行动，确保脱
贫路上不少一户，不落一人。根据国家和省市县

关于对全县贫困人口进行全面核查的要求，严格
按照识别标准，对照＂六不算＂＂两不愁三保障
不达标不脱贫＂＂收入不达标不脱贫＂的要求，
对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度以来所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进

础上，开展环境整洁村创建行动，对１１个整洁村
和两个一般村投入每村１万至３万元的资金，全
面进行三堆五乱的清理整治，各村村容村貌得到
显著改善。投资１２００万元的大同镇垃圾填埋场建

设项目完成可研报告、勘察、环评等工作，项目
将于２０２０年３月动工建设，分步推进农村＂厕所

革命＂。
２０１９年，在王家坪、郭家墩、北同、安山四

行核查，确定监测户６户１５人，边缘户１３户５１ 村整村推进，改造卫生厕所 １０００ 户。改炕 １３０
人，未脱贫户１２户３０人，全镇贫困发生率降至 户，改灶１００ 户，改造村内公厕８个；全面落实

０．１２？？

２０１９年，全镇共实施省市县扶贫项目三批２２
个，总投资１４０７万元，完成惠农产业园道路硬化

河长制。深入推进＂携手清四乱、保护母亲河＂
专项行动，深刻吸取天水清水河污染事件教训，
对全镇河道再次进行全面清查摸底，加大管理力

７公里；山里红产业园道路３公里；新农村、高 度，创新管理方法，建立管理台账，确保镇域内
岑、贾家场、泉水沟、安山等五村道路硬化１２公

不发生河流污染等问题。加强日常巡查检查力

里；实施北同、新农村、泉水沟、青寺等村渠道

衬砌１１．８公里；实施北同、保家湾等村人居环境

度，庄浪河道内非法采砂点全部取缔拆除，对河
道内外环境进行全面整治，对陈旧垃圾进行彻底

整治项目一个；跌马沟村新打灌溉机井１眼；实

清理，历史性解决滥采乱挖难治理的顽疾；加大

施小水维修改造项目５项；投资 ３００万元实施安
山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衬砌渠道２５公里，辐

生态治理力度。严格生态保护制度，加强天然林
和公益林保护力度，恢复庄浪河生态绿化，栽植

射耕地２４８０亩。在保家湾、高岑等村组织开展挖

旱柳、刺槐等生态林６２亩；严厉打击违规占地。
加强土地管理，依法强化基本农田保护与监管，

掘机、装载机技术及烹饪技术免费培训４２０人，
优先从建档立卡户中选聘公益性岗位人员１２１ 加大对违规占地的查办力度，坚决打击乱搭乱
名、护林员４名，使贫困人口就地务工，增加收
入，实现稳定脱贫奠定基础。围绕惠民惠农财政

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问题清单，重点对＂一
卡通＂发放、管理和使用不规范，惠民惠农政
策、资金落实不到位，惠民惠农领域腐败和作风
问题，职能部门监管不力、纪检监察机关监督不

建、乱采乱挖等违法行为。巩固＂大棚房＂问题
整治成果，坚决遏制农地非农化，守住基本农田
这条不可逾越的＂红线＂；认真开展国家和省市
环保督查问题整改和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集中力
量开展秸秆禁烧宣传和整治工作，推动秸秆回收

和资源化利用项目。

严等问题进行治理。
【创建文明乡村】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传承中
【生态宜居】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山水林
田湖草系统治理，加快推行乡村绿色发展方式，
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
有，按照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的要求，构建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坚持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一起抓，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培育文明乡
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
明程度。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以社会主义核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乡村发展新格局，实现百姓 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
富、生态美的统一。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实 度保障三管齐下，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
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完善农村公

梦宣传教育，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成

益设施共管共享机制，发挥村级理事会作用，在
每村３万元共管共享经费和人均２０元保洁经费基

立大同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及 １３个村级实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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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７个行业专业志愿服务队及１３个村级志愿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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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队，完成志愿者注册１３００余人。组织参加建国
七十周年大合唱比赛活动，各村也开展不同形式
的庆祝活动；完善文化活动阵地建设。建立１３支

农村舞蹈队，共举办１９场形式多样的文艺表演。
启动泉水沟村文化活动室建设，为保家湾、郭家
墩文化活动室配备设施设备。加大农村幸福养老
院和日间照料中心建设，为老年人提供更加完备
的活动场所；开展移风易俗行动。广泛开展好邻

推动信访工作重心下移、关口前移，积极妥

善处理好各种利益纠纷，切实维护好群众的合法
权益。完善综治防控体系和社会矛盾疏导、化解
机制，着力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
本性、基础性问题，努力把各种社会矛盾化解在

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全力推进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广泛宣传，营造扫黑除恶浓厚氛围，达到
有黑扫黑、有恶除恶、有乱治乱、有霸铲霸的治

居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遏制大操大办、

安效果。高度重视民族宗教工作，夯实民族宗教
厚葬薄养、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丰富农民群众 工作基础，扎实开展宗教领域＂三化两热＂突出
精神文化生活，抵制封建迷信活动；加强农村科 问题专项治理，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落实＂两站
普工作，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养。落实妇女两癌
检查１８３６人，其中，建档立卡人数１５６人，超额

一室＂工作职责，排查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制定
整治方案，消除安全隐患。坚持预防为主，强化

完成任务。

责任落实，有效预防控制重大动物疫病。针对
＂非洲猪瘟＂疫情，多次安排部署防疫、预防工

【社会治理】 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尽
职免责、失职追责＂的安全生产责任制以及＂三
管三必须＂和＂属地管理＂的要求，落实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责任，完善镇、村安全管理责任体

作，严防死守，严格落实防控工作。

通、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人员密集场所等重

行；积极开展健康扶贫。成立＂１＋３＂健康扶贫

点领域的安全监管。督促经营单位落实好主体责
任，做好分级管理，及时排查安全隐患，遏制重
特大事故的发生。加大禁毒工作力度，大力开展
＂禁种铲毒＂行动，入户签订禁种承诺书。严格

管理小组，为２６７名因病致贫的建档立卡贫困人

【民生保障】 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切实把教育

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办好群众满意教育，
系。按照严督查、零容忍的要求，加强对道路交 加强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大同二中教学楼投入运

执行社区戒毒、社区康复等各项措施落实。对在

口开展健康体检和健康指导；组建专业体检队
伍，为全镇４８２名建档立卡户开展免费健康体
检，并建立健康档案。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参保率均达到９８．６？？提高

册的２６名吸毒人员进行帮教谈话。加强防邪工 困难群众生活水平，农村一类低保标准由每人每
作，严防邪教蔓延。加大易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的 月３１０元提高到３３５元，农村二类低保标准由每
救治和管护工作，加强铁路护路工作，保障铁路 人每月２９２元提高到３１８元，孤儿补助金标准由

运行畅通。

每人每月６４０元提高到１１６０元。镇在册城乡低保
户３４１户８８９人，占全镇人口的３．５？？对镇内残

疾人进行免费体检，发放辅助器具，对行动不便
的非持证残疾人上门办理残疾证；危房全面摸排
清零。２０１９年全镇共改造危房户３２户，全部竣

工入住。

杨通信访集道 维护信访秩序
扫黑除恶信访禁毒防邪维稳活动

【党的建设】 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成立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研究制

定学习方案，定期开展学习交流，召开专题会
议，确定调研课题，深入对照党章、《准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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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查摆问题，找差距，改进作风；持续推进学
学

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依托＂学习强国＂＂甘肃
党建ＡＰＰ＂等平台，全面加强学习型政府建设。

全镇上下营造出浓厚的学习氛围，切实提高干部
政治觉悟，强化干部责任担当，坚定干部的理想

主 任 海顺玲

（王晓萌）

龙痕击镇》

信念，强化干部的服务意识，提升干部的工作能 【概况】 龙泉寺镇位于东经１０３°３５＇，北纬３６°
３９＇，地处永登县城东南部，庄浪河中下游，距
县城３０千米，东接中川镇，西靠通远乡，南邻红

城镇，北依大同镇。南北长６千米，东西宽４０千
米，行政区域面积２５５平方千米，现有耕地面积

５０２１０亩，其中水浇地２１７２３亩，山旱地２８４８７
亩，主要有小麦、玉米、马铃薯、高原夏菜等农

作物。２０１８年全镇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２３８４元。镇
内气候适宜，年降雨量 ２９３毫米，年平均气温
７．３℃，平均海拔１９００米，年日照２５７０小时，全

年无霜期１４０天。龙泉寺镇是古丝绸之路上的文
化古镇、商贸重镇，２００４年列为甘肃省小城镇综

主题党日活动

合改革试点镇，２０１７年被甘肃省委、省政府命名

力。建立党员干部约谈提醒教育制度。工程项目

为＂省级文明乡镇＂，２０１８年被确定为＂兰州市

招投标和审计制度，政府决策更加科学、规范、

农村＇三变＇改革试点镇＂。全镇下辖１６个行政

民主；全面推进政务公开。严格实行重大决策部

村１００个村民小组，共有６８４６户２２８００人。龙泉

署跟踪问效制度，主动接受人大依法监督和社会
舆论监督，办理人大代表意见建议８４件，办复率

寺境内交通、通讯便利，兰新铁路、连霍高速、

１００？？提升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

率１００？？电力资源充沛，境内有１１千伏安变电

３１２国道、２１２省道纵贯全境，移动通信网络覆盖
所。全镇共有初级中学２所，完全小学７所，教

领导名录

学点４个，教职工１４０多人，在校学生１４００多人。

镇党委
书 记 唐文胜
副书记刘万明（兼）

李万平

镇人大
主 席贺正祥

镇纪委

书 记 陈海霞

镇政府
镇 长

刘万明

副镇长 张大勇

命存云

党建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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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成

【建置沿革】 新莽时期，先属天水郡，后属汉
阳郡。２２０年，北方由魏统一，并入永登县，属
金城郡。公元３８５年，隶属于由鲜卑族乞伏国仁
建立十六国之一的西秦政权。南宋元嘉八年
（４３１年），被大夏国所灭。元代隶属于金城郡，

明洪武二年起经清代、民国时期隶属于永登县。
１９５０年建乡，２００１年１１月撤乡建镇，２００４年１１

月在县域村镇行政区划调整过程中，将原来的东

山乡全部并入龙泉寺镇。２００４年被列为甘肃省小
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
【农业生产总值】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０月底，全镇
完成农业生产总值２．４３亿元，同比增长７．９？？

乡镇概况
实现农业增加１．３８亿元，同比增长８．３？？完成

固定资产投资１．１９６ 亿元，占全年目标任务的
１０８．７？？？现非公企业经济增加值２．８３７亿元，

占全年任务的１００？？
【脱贫攻坚】 将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作为最大
的政治责任和第一民生工程，按照＂六个精
准＂、＂五个一批＂的要求，补短板、强弱项，完
成２０１９年度１２１户３２５人计划脱贫户的市、县级

模，２０１９年，稳定发展山楂２０００亩、高原夏菜
７０００亩、饲草玉米 １６０００亩、肉驴养殖１５００头，
两个贫困村建设９９千瓦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初步
形成＂东养西种、东粮西菜、东饲西果＂的产业
发展格局；按照＂村级土地银行（农户）＋经营
主体（基地）＋村集体＂的模式，由村级土地银
行（农户）、村集体、经营主体三方商定股权、
股值和股份，并签订入股合同书，实行保底收

益、定额分红和利润分红；充分运用上级支持的
验收。对照国家贫困退出标准，聚焦目标任务， ５０１万元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资金、３０６．７５万元扶

刺清零，深化脱贫攻坚＂阳光洒满农户庭院＂我

贫到户产业奖补资金以及２１６万元＂五小＂产业
发展资金，探索出村集体入股分红，贫困户二次
分红以及＂驴犊共养＂的共同致富模式，实现 １６
个村集体每年平均增收２万元以上，带动７８３ 户
贫困户人均增收４５５元，实现产业发展建档立卡

们在行动活动，查找和整改存在问题５５个，收集

贫困户全覆盖。

以＂有无比现有建档立卡户还贫困的人口＂和

＂有无比已脱贫的建档立卡户还富裕的人口＂为

标准，认真开展贫困人口核查，深入查找＂两不
愁、三保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拾遗补缺、冲
和落实意见建议１６９条，完成２０１９年度＂一户一

策＂精准脱贫计划动态调整工作，贫困群众生活 【基础设施建设】 争取资金４３８．５万元，在龙
幸福感不断提高；全镇１９２９名义务教育阶段适龄
儿童入学率１００？？１５０名高中职学生享受＂雨露
计划＂每学年１５００元补贴，没有因贫困而辍学学
生。４４２名慢性病人全部签约家庭医生、办理慢

性病门诊卡，１３９名大病患者医疗费用报销８５％
以上，剩余费用超过３０００元的，全部通过临时救
助、大病报销再报销、商业保险等方式进行兜底

解决；对＂四类重点对象＂危旧房房屋进行改
造，全镇农户住房安全鉴定均为Ａ、Ｂ级。实施
贫困户庭院硬化９８０平方米、砖化５０８８平方米，
新砌围墙２１２２．８米。按照扶贫、低保两线合一的
要求，确定农村低保供养人员３６８户８２４人，将
五保户４２ 户４７人纳入兜底保障范畴。所有建档
立卡贫困户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 １００？？盖，政

泉、大涝池、官路沟、碱柴井４个村硬化道路６
公里、砖化巷道６２００平方米，在花园、童家窑、
碱柴井、大涝池、土门川、杨家营、费家湾、水

槽沟８个村衬砌渠道２６．５５公里；争取资金３１１．５
万元，新建大涝池村办公阵地１处、官路沟村文
化广场１处，实施建档立卡贫困户＂三化＂工程
４７户；新打大涝池、福山２个村机井２眼，实施
土门川村３公里人饮工程管道维修和６０个闸阀井
更换项目；推进人居环境改善和国土绿化行动，

拆除残垣断壁５０００余平方米，清扫三堆五乱２００
余处，清运建筑垃圾４００余吨，并栽植各类绿化
苗木４万株，沿村庄内、道路沿线、河岸两旁和
住宅周边绿化３６公里；改造福山、瑞芝、胡家

府代缴政策全面落实。

湾、龙泉、水槽沟、河西６个村的１５００户水冲式
卫生厕所７个村的村级公共卫生厕所，争取全省

【＂三变＂改革】 坚持把农村＂三变＂改革作为

污水集中收集卫生厕所改造试点项目，投资７５万
元，在土门川村七社改造水冲式卫生厕所６８户、

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不断转方式、调结构，促
发展。按照＂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

铺设排污管道 ２３００米、新建５０ 立方米化粪池１
座、建设安装人工湿地粪污处理设施１套；投资

股民＂的总要求，以 ＂三变＋＂ 的模式，在

２５万元建成垃圾集中收集点；投资２００万元建设

１６个村全面推进农村＂三变＂改革，细化实施方
案和集体经济发展方案，不断扩大产业发展规

年处理量１８００吨的垃圾无害化处理项目；按照

＂以旧换新＂的方式回收废旧地膜，交企业无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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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处理利用，年回收量５３吨以上；回收农作物秸
秆进行饲料化利用，年回收量５０００吨以上，支持

千头肉驴养殖基地发展；持续推进＂每天一毛
钱、垃圾分一分，环境美十分＂经费自筹制，除

建档立卡贫困户和长期外出户之外，每户每天收
取一毛钱，用于村庄环境保洁。筹集各类资金４０

万元，用于生活垃圾清运、公共区域保洁和保洁

＂见缝插绿、高质量植树＂的总体思路，沿河道
两旁栽植各种苗林５．３万株，其中，绿化苗木２．９
万株，经济林苗木２．４万；造林面积４８１．７亩，其
中，绿化造林１８１．７亩、经济林３００亩，深化水污
染防治；组建由综治办、安监站、司法所、国土
所、民政办、派出所、卫生院、学校等部门和单
位人员参加的综合性应急队伍，并将全镇７２７名
民兵纳入到综合应急队伍中，完善应急管理组织

人员工资发放，解决经费不充足的问题；全面实
行＂１＋ｘ＂一体化网格管理，整合各类公益性岗 体系和工作机制，不断提高预防和处置突发公共
位，聘用有劳动能力的建档立卡贫困户１５２人， 事件的能力。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０月底，镇级河长巡
在镇上组建环卫所、村上成立环卫站、各社设立

一体化网格管理员，形成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河３０次，河段长巡河８５次，村级河长巡河２０４
次，及时解决人为倾倒垃圾、排放污水等影响河

的三级联动全方位保洁模式，解决工作没人干的 道的各种问题。
问题；探索实施人居环境改善积分管理制，把群
众在卫生改厕、垃圾治理、风貌提升＂三大革 【民生保障】 全镇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
命＂和发挥主体作用方面的表现量化成积分进行
测评，并参与积分兑换。硬件方面∶按照以奖代

率和养老保险参保率９９？？。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０月
底，累计发放低保、五保、医疗救助、困难残疾

补的方式，对积分排名靠前的农户在房前屋后美

人生活补贴等补助资金 ３５３．８万元，救助人数

化、亮化方面提供物资和机械支持；物质方面∶
把积分划分为８１－８５、８６－９０、９１－９５、９６分及以

１６３３人。开展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
管理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对全镇５４１６户的２９项

上４个阶段兑换生活、文体、学习、保洁等物

惠农惠民财政补贴政策落实情况进行清查，发现

和整改存在的问题３６１条，切实保障群众利益，
为＂优秀党员＂＂五星级文明户＂等创先争优工 确保各项惠农政策落实到位；全力推进＂扫黑除
品；精神方面，每季度对积分情况进行汇总，作
作的评选依据，每年进行表彰。诚信方面∶把积
分管理与发放１０万元无抵押授信贷款相结合，支

恶＂专项斗争，受理涉黑涉恶问题线索１１条，由

持群众自主发展，提升积分管理实效。

【社会治理】 坚持完善安全生产和生态保护责

条。实行重点信访案件领导包案制度，确保突出
问题及时解决。全面深化禁毒工作，强制戒毒３
人，社区戒毒管控６人（３人期满解除）；联合派

任体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

出所踏查 １６个村罂粟种植情况１０次，实现毒品

共管＂工作机制，镇内行业部门各司其职，围绕

零种植、零产量。认真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反邪教工作，排查调处纠纷

＂水电路气房，工农商学兵＂十个方面，开展安

县扫黑办调查处理６条，镇扫黑办核查处理５

全巡查２２次，向有安全隐患的企业下达停产整改 ４３起，调解成功率９５？？全镇２１个寺庙道观运
通知书６份、限期整改通知书３３份，严防生产安
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开展庄
浪河、咸水河流域＂四清理一绿化＂工作，联合
县环保、水务、国土执法大队等相关部门联合执
法，出动人员５００人次，挖掘机８台次，装载机

行平稳，３２名涉邪人员管控有力（其中∶本年度

５６台次，运输车辆２３０台次，依法拆除非法采砂

＂１２３４５＂民情通诉求件７３件，办结率１００？？完
善外出报备、财务管理、项目管理等制度，不断

场８家，累积清理垃圾２．１万立方米，清理砂石料
１４．５万立方米，有效遏制乱采乱挖现象；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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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教退出１５人，现管控１７人），安置帮教６１人，

社区矫正１０人，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自觉接受群

众监督，加强政务公开和政府信息公开，公开政
务信息 １８２ 条，办理网民留言 １７条，办结
规范行政行为，以制度管人管事，驰而不息转作

乡镇概况
风、纠＂四风＂。完成福山、杨家营、花园和官

路沟４个村的村委会主任补选工作，实现书记、
主任＂一肩挑＂，工作落实更加高效。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深入开展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牢牢把握

＂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
求，坚持把个人自学和集中交流研讨相结合、警
示教育同观看专题片相结合，举办为期７天的理
论学习中心组主题教育读书班，组织各党支部书
记参加镇党委为期一周的集中轮训，在工作实践

中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转
化为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的思想自觉，
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行动自觉；坚持把
调查研究和解决问题相结合，聚焦加快产业规模
化发展、加强基层人大代表工作、深入推进党支

部建设标准化、作风建设、脱贫攻坚、卫生改

厕、安全环保、退役军人管理等方面存在的突出
问题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结合班子
成员分工，深入村社掌握实情，分析存在的问
题，制定解决的措施，形成专题调研报告１０个，
召开领导班子调研成果交流会；坚持把检视问题
与征求意见相结合，全镇上下共查找出领导班子
存在问题３个，班子成员存在问题４８条，党员干
部个人存在问题３０条。设置征求意见箱、公开联
系电话，公开征求人民群众、＂两代表一委员＂、
服务单位的意见建议，畅通群众监督渠道，结合
＂阳光酒满农户庭院＂我们在行动主题活动，收
集和查找在民生实事，社会发展、特色产业、基

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问题和建议７２条；坚持把问
题整改与专项整治相结合，对已经发现的８１条问
题和收集到的７２条建议，立查立改，即知即改、
应改尽改，一时解决不了的，建立问题清单，盯
住改、限期改。镇纪委负责人，围绕专项整治的
８个方面工作内容，制定实施方案，确定目标任
务、明确镇村干部职责，切实把开展专项整治贯
穿于问题整改的全过程，确保问题整改事事有回

音、件件有着落。

领导名录
镇党委
书 记 陈光华
副书记 保永平 （兼）

镇人大
主席
镇纪委
书记
镇政府
镇长
副镇长
武装部

高永峰
王国昌
刘长祥

保永平
徐大鹏

郁万祥

柴 山（５月任）

长 王立昌
部 长
党建办

主 任 巨雅琼

（董 珀）

※红城镇》
【概况】 红城镇位于东经１０３°１２＇～１０３°２９＇，
北纬３６°２０＇～３６°３０＇。地处永登县东南部，东接

中川、树屏镇，南靠苦水镇，西连七山乡，北邻
龙泉寺镇。红城是古丝绸之路上重要商埠重镇、
文化名镇。因旧城城墙取红土筑成而得名，俗称

红城子。红城地处庄浪河川，海拔１８３６米至
１９２０米之间，年平均气温７．２℃，无霜期１４６天，
四季分明，光能丰富，是庄浪河川重要的粮食、
油料、果品、肉禽蛋等副食品重要产地。兰新铁
路、柳古高速公路、３１２国道纵贯全境，镇距兰

州市区仅６８千米。全镇总面积３４７平方公里，总
耕地５３８６０亩，其中老水地９４８０．５９亩，新河地

３２５７．９４亩，旱砂地２３６４１．２２亩。全镇辖９个行政

村，８６个村民小组，现存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感
恩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山陕会馆等一批珍贵建
筑。通过艰辛努力和积极申报，２０１８年红城镇被
国家住建部、文化部联合公布为第七批＂中国历

史文化名镇＂。全年实现农业总产值１０１６８．２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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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农业增加值７５５４．５万元；全年共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１．１６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１１６６５元。
【建置沿革】 １９５０年初设红城区。１９５６年８月
撤区改镇。１９５８年９月改设红城人民公社。１９６２
年５月分为红城公社、凤山公社和龙泉公社。
１９６４年１２月凤山公社合并到红城公社。１９６６年７

月改为永红人民公社。１９７０年３月恢复。２０１９年

１月被国家确定为第七批国家历史文化名镇。

【目标任务】 ２０１９年，是新中国成立７０周
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大同
镇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
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盖，支持建档立卡户发展高原夏菜１６０３亩，油料
３０００亩，玫瑰８３２４亩，饲草１１３２亩，经济林木
８８２亩。肉牛存栏５７６头、出栏２３８头；生猪存栏
２３６５头、出栏２５１３头；羊存栏１２３８６只、出栏
６５５０只；肉类总产量３８４．７吨，蛋产量６５６．５吨。

行业扶贫方面∶ 全面落实健康扶贫、教育扶
贫、危房改造、民政兜底等扶贫政策，享受＂雨
露计划＂补助学生３６名，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实现

零辍学；６３户贫困群众享受危房改造政策，落实
危房改造补助资金 １３５万元；１７０ 户贫困群众享
受民政救助政策，发放民政救助金１４５．４４万元；
同时，集中开展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
障筛查摸底工作，核查患病人口６９２人，通过

＂健康甘肃＂手机ＡＰＰ做好重点人群日常健康管
理，做到＂一人一策＂，使建档立卡贫困户签约

服务管理率达９５？？上。

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紧盯全面建成

就业扶贫方面∶ 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

小康社会总体目标，聚焦脱贫攻坚＂一号工

合，继续实施抓党建促脱贫千人劳务技能培训计

程＂，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１２２５６＂全域旅
游计划，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较好完成镇十九
届人大五次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镇域经济稳中

划，在全镇９个行政村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劳
务技能培训，全年开展中式烹饪技能培训班４
期，培训贫困人口３４６人（次），其中建档立卡劳

有进、社会更加和谐安定、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动力３５人。参加驾驶员培训９人，参加２０１９年精
全年实现农业总产值１０１６８．２万元，农业增加值 准扶贫月嫂、养老护理技能培训７人。完成劳动
７５５４．５万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１．１６亿元；农村 力输转６４００人（次），扶贫户输转１２５户２５２人。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１１６６５元。

在全镇选聘公益性岗位及共管共享人员１０３人，

年人均增收４０００元以上。申请办理创业担保贷款

【脱贫攻坚】 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的政治 １３人（次），其中４人用于农民合作社的扩大经
任务，在全镇深入开展＂阳光洒满农户庭院＂专 营，９人用于商铺的扩大经营，大力帮助剩余劳
项行动和＂一户一策＂动态管理、中央巡视＂回
头看＂专项整改、脱贫攻坚重点任务拾遗补缺、

动力创业就业。

冲刺清零等重点工作，坚决打好打赢脱贫攻坚

干部和５个驻村帮扶工作队全面落实省市县委各
项决策部署，紧盯全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按照

战。２０１９年，经市县验收认定，全镇共有１５１户

帮扶工作方面∶ １７家帮扶单位、３６６名帮扶

３７６人实现稳定脱贫，全镇贫困发生率下降到 ＂四不摘＂的要求，为１５５户３９７人未脱贫人口认

０．０４？？

产业扶贫方面∶２０１９年，发放＂三化＂改造
补助资金３１．３１２４万元，补助７３户；落实财政专
项扶贫资金４３８．７８万元，３３５户建档立卡户实现
产业入股分红，入股资金３６９．５万元，分红金额
２９．５６万元；落实产业奖补资金 １５万元，惠及群

众 １１６ 户，实现产业培育扶持政策贫困户全覆

·３１８．

真制定落实＂一户一策＂精准脱贫计划，对１３５２
户已脱贫户扎实开展＂回头看＂，全力巩固脱贫

成效。落实《甘肃省贫困村驻村帮扶工作队管理
办法》，加强驻村帮扶工作队的管理，２０１９年，
共协调落实各类帮扶资金４５．２４万元，帮办实事

２０余件。

乡镇概况
【发展现状】 项目建设方面∶办理污水管网工
程项目土地手续、用地规划、工程规划等手续，
项目可研报告通过专家评审；垃圾填埋场项目完

２０００平方米，清运土方、垃圾点８０余处，清理

成项目选址、土地预审、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

万平方米。

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等前期工作，环评审批在
办理阶段。红城感恩寺道路建设项目争取到位专

项资金２００万元，周边农户拆迁安置工作进展顺

污染防治治理方面∶积极争取财政资金支
持，实施河坝治理、生态防护林建设等工程项
目，投资２６０万元在野泉村治理庄浪河河坝１．３公

利，完成道路基础工程。永宁新村商贸中心完成

里，在永安村新建河坝防护林４４．３亩，植树３２７８

土地出让、招拍挂等手续，项目有望重新启动；

株；对 ３１２国道沿线、庄浪河两岸、村庄陈年垃
圾定期不定期进行清理，累计清理垃圾 ５０００余
方；认真做好中央环保督察和省级环保督察信访
交办件＂回头看＂工作，２件生态环境突出问题

农业产业化发展方面∶农村集体经济清产核资工
作基本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及农村＂三

变＂改革稳步推进。参与＂三变＂改革的新型经
营主体达１７家，入股集体经济资金２５０万元，农
户资金入股合作社２０万元，土地入股３８５０亩。
积极发展高效节水农业和特色优势产业，建成高
原夏菜种植示范点３个，建成千亩以上全膜双垄
沟播玉米种植示范点２个，实施全膜双垄沟播种

植５１４５亩，种植草红花９６亩、甜叶菊５８亩、黄
芪１５０亩、药用菊花３０亩，稳步推进农业产业化
发展步伐。新兴服务业发展方面∶结合红城寄递
物流业发展现状，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培育一批

电商经营主体，推进优质农产品网上销售。成功

乱堆乱放、乱搭乱建１００余处，整治＂大棚房＂
问题７个，查处违法用地９处，涉及用地面积３．３

得到有效解决。
安全生产监管方面∶ 强化安全生产＂红线＂
意识，定期对辖区重点企业和生产经营单位进行
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及时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检
查各类生产经营单位７６家（次），其中主要领导

带队检查 １７家（次），出动检查人员 ６５ 人

（次），对烟花爆竹经营点、危化品企业、人员密
集场所、道路交通等重点行业和规模企业进行全
面的排查整治达３３次，排查安全隐患７６条。其
中，现场责令整改３０条、限期整改４６条，整改

举办红城镇下河村第二届＂锦绣下河·山水画 ７０条、整改中６条，整改率达到９２？？？极落实
卷＂旅游节、红城古镇＂红市花灯＂旅游节等重 道路交通安全主体责任，开展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司、红市花灯等文化旅游品牌，红城古镇地方特
色文化旅游、乡村旅游实力进一步彰显，交通运
输、商贸物流、餐饮娱乐等传统服务业持续保持

重点整治工作，严厉查处打击各类交通违法行
为，建成＂警保合作劝导站＂１个，在永登二中
至农行红城营业所中间路段设立违停抓拍探头３
个，各村重要路口均设置警示牌１处，养护道路

良好的发展势头。

３３条，养护里程６４．３５８公里。

【社会治理】 人居环境整治方面∶ 聚焦重点、
突破难点，强力推进农村厕所、垃圾、风貌＂三
大革命＂，发动广大群众广泛参与，着力解决农
村环境＂脏、乱、差＂问题。２０１９年，落实投资
３０６万元，完成下河、徐家磨、进化等５个村９００

【民生保障】 民生事业保障方面∶全面落实临

要节会，全面打造丽水丹霞、感恩古寺、西夏军

时救助、医疗救助、灾害救助等社会救助政策，
大力发展优抚安置、残疾人保障等事业，全力保
障困难群众生活，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扩面提

标，２０１９年，发放低保金２３５．８万余元、五保金

座水冲式卫生厕所改造任务；落实投资３６万元， ５３．７４万元、临时救助金８２．９万元；重视关爱弱
完成玉山、凤山、华山等６个村公用厕所建设任
务；坚守＂农地农用＂原则，扎实开展＂大棚
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和人居环境整治专项行
动，先后在全镇９个村拆除残垣断壁、危旧房屋

势困难群体，健全困境儿童和农村留守儿童、留
守妇女、空巢老人关爱服务体系，积极开展送温
暖送关爱行动，为７名＂两癌＂妇女发放救助金
７万元，为５名孤儿实现＂微心愿＂，每人发放价

·３１９·

永登年鉴（２０２０）
值５００元的爱心物品。

案７８４份，全面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现长

【文明创建】核心价值观引领方面∶将文明城
市创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紧密结
合，积极推动核心价值观融入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的各个环节，使规范社会治理的过程成为传导正

期慢性病门诊卡全覆盖，完成流行性疾病防控工

确价值取向的过程。积极倡导新事新办，实现村

社会服务水平方面∶ 不断提升农村医疗卫生
服务能力，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建立健康电子档

作。强化全面＂两孩＂和计划生育家庭发展政策 级红白理事会全覆盖，推动＂喜事简办、旧俗新
体系宣传引导，完成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８０ 办＂成为新风尚；广泛开展＂传家训、立家规、
例，＂两癌＂筛查完成１２５２人（次），上报新增享
受奖励扶助对象５９人、特困救助对象９人，独生
子女奖励对象１３６人，特别扶助４人，计发放各
类奖励及救助资金４７．２５３万元。全面实施两孩政

扬家风＂活动，弘扬传统家庭美德、现代家庭理
念，建设新时代家风文化；举办红城镇第二届农
民文体艺术节，展示新时代农民新风采，为全面
打赢脱贫攻坚战凝聚正能量、营造好氛围；在宁

策，实施网上生育登记管理，全年累计办理生育 朔、永安、下河３个村建立＂巾帼家美积分超
保健服务证１３０人（次），其中网上申请办证１０２ 市＂，以积分制方式在超市兑换相应的物品，引

人（次）。
公共设施建设方面∶ 加强养老机构日常监

导妇女带动广大群众通过自发参加人居环境治理
＂赚＂积分，＂兑＂出城乡环境新面貌；组织开展

管，推进农村幸福养老院建设，建成永安村日间 群众性文体活动５０余场（次）；组织承办永登县
照料中心，完成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

南片区篮球赛，红城镇代表队获得一等奖；组队

参保信息录入工作，发放社保卡２００００余张。争

参加全县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歌咏比

取资金２０万元，在宁朔村新打机井１眼；投资７

万元维修徐家磨村机井６眼；投资２６万元衬砌进

赛，获优秀组织奖；积极开展＂双百结对＂帮扶
活动；红城乒乓球协会组队参加全县乒乓球联谊

化村渠道１．１公里，加固渠道险段１６米；争取资
金２０万元实施下河村塘坝清淤项目，投资２０万

赛３次，红城书画协会举办书画展２场（次），开
展农民广场舞表演４场（次），举办秦腔清唱活动

元新建凤山村渡槽一座，争取２５．５万元，衬砌永

５０余场（次）；成功举办红城镇红市花灯旅游

安村渠道３公里；投资 １８７万元硬化进化村道路

节，使沉睡１６年的红城＂社火＂、红市花灯得以

３．５公里，硬化凤山村道路２公里，投资３万元用
于华山村自来水维修。

传承。

食品药品监管方面∶大力整治食药行业突出
问题，切实加强日常监管。２０１９年，为６０家符

合条件的经营实体申报办理《食品经营许可

文化底蕴深厚的优势，在＂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中开展党员志愿服务活动，引导鼓
励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投身到志愿服务活动

证》，对１４家流动餐厨单位承接活动进行备案登

中，通过志愿服务引领社会风尚，努力推动志愿

记；与４个蔬菜种植大户，６个农资供应点签订

服务活动常态化。在镇机关和全镇９个村完成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和实践所建设，在全镇９个村创
建打造党员志愿服务队、文化文艺志愿服务队、

不出售、不使用高毒农药协议，并及时对外销蔬

菜进行检测，抽检的蒜苗、菠菜、芹菜、红笋、

创建志愿服务品牌方面∶ 充分发挥红城历史

甘蓝、娃娃菜等１５３３个样品，合格率１００？？？
极做好非洲猪瘟防控工作，全力推进健康中国建

教育志愿服务队、法律志愿服务队等１２支专业特

设；加强民族宗教工作，开展＂沙化＂＂阿化＂
＂清真概念泛化＂专项治理，经排查未发现有清

统文化，有效整合镇域范围内的人力资源和优秀

真概念泛化及沙化、阿化的食品，不存在宣传广

果奠定坚实基础。

告门头沙化、阿化标志。

平安红城建设方面∶扎实开展＂七五＂普法
活动，深化警示宣传教育，发放＂七五＂普法宣

·３２０·

色志愿服务队，深入挖掘和弘扬红城地区优秀传
文化资源，为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在红城开花结

乡镇概况

花灯骆驼

花灯射手座
传书籍 １５４ 套，命＂主题教育，把握＂守初心、担使命，找差
答 复 各 种咨 询 距、抓落实＂的总要求，牢固树立＂四个意
８００余人（次）；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
在贫困村开展法 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做好稳增

律 宣 传活 动 １６ 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

次，印发宣传资

各项工作，切实以担当实干的具体行动，把红城
料 ８０００余份，制 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治责任、历史责任、工作责任
作法制宣 传横幅 扛在肩上、抓在手上、落到实处；全面依法行政
１６ 条，宣传展板 方面∶贯彻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实施规划，坚持把
８块，普法宣传 依法行政作为政府工作的基本准则，按照法定权

简报 １６期； 开展 限和程序行使权力，确保政府民主决策，全面提
民间社火

扫黑除恶专项斗 高法治政府建设水平。２０１９年，完成宁朔、进
争，认真核查群 化、徐家磨、野泉、凤山、玉山６个村书记、主

众举报和上级交办的各类扫黑除恶问题线索１９

任＂一肩挑＂选举工作，全面提高各村依法行政

条，落实＂一案三查＂＂两个一律＂；深入开展社 能力进；加强廉政建设方面∶认真落实中央＂八
会矛盾＂大排查＂＂大化解＂专项行动，确保把
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２０１９年

项规定＂精神及其实施细则，在全镇深入开展
＂四察四治＂专项行动，深入查找整治日常工作

排查各种矛盾纠纷９５件，其中一般纠纷８０件，
重大纠纷１５件；调解９３件，２件处理中，调解率

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突出问题。持续推

达９８？？？控吸毒人员３７人，其中社区戒毒４

进反腐倡廉，从严落实＂一岗双责＂，聚焦侵犯
群众切身利益的＂微腐败＂，盯紧民政社保、扶

人、社区康复３人、戒断三年未复吸人员１０人，

贫攻坚、惠民利民等重点领域，认真开展惠农惠

管控邪教人员 ４０人，今年教育转化并解脱８人
（有害气功５人、全能神３人）；成立社区矫正工
作志愿者队伍，接受社区服刑人员９８人，解除

民＂一卡通＂专项治理，全年发现＂一卡通＂管
理和使用不规范问题１４２５条，其中∶长期外出务
工户１１８６条，一户两折１条，老户主死亡、新户
主未更新＂一卡通＂１４３条，违规代管或亲人代
管４条；＂一卡＂多户使用４２条；其他问题４９
条。严控＂三公＂经费，坚决管好用好扶贫、低
保等资金，使惠民资金和项目发挥实效。自觉接

８３人，在册１５人。
【队伍建设】 强化政治担当方面∶ 坚持把政治
建设摆在首位，认真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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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人大的法律监督、工作监督，２０１９年，办理人

全镇村级主干道路共有６２条，７４．９ｌ千米，已硬

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３３件，满意和基本满

意率 １００？？

化４６条，５６．３１千米。有６３家生产企业。其中，
化工企业５家，砖瓦企业２３家，玫瑰加工企业６

领导名录

家．其他建材及餐饮企业２９多家。有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兰州太平鼓＂＂苦水高高跷＂；省级

镇党委
书 记 李庭明

非物质文化遗产＂苦水下二调＂＂铁芯子＂；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苦水玫瑰栽培技艺、木偶戏及

副书记 起
赵正禄（兼）

＂二月二＂龙抬头社火。

镇人大

【建置沿革】１９４９年８月２８日苦水解放，设苦
水区。１９５７年撤区建乡为苦水乡，１９５８年成立苦
水人民公社。１９６７年更名为新华人民公社，１９７０
年复称苦水人民公社。１９８３年４月改称苦水乡，

豆建军

主 席
第 陈学忠
镇纪委
书 记 郁万珍
镇政府

１９９９年撤乡建镇，自此苦水镇名称沿用至今。

镇 长 赵正禄
副镇长 胡建成

【目标任务】 ２０１９年，是新中国成立７０周
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陈延良

甘孝玉（４月任）

武装部
部 长 张 平
党建办
主 任 樊守山

标的关键之年。县政府和镇党委的正确领导下，

在镇人大和全体代表的监督下，全镇上下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许美林）

》苦水镇

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２０１３年２月视察甘肃
重要讲话和＂八个着力＂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

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甘肃代表团审议
时的重要讲话和２０１９年８月视察甘肃重要讲话和
重要指示精神，紧盯年初各项目标任务，依托产

【概况】 苦水镇位于东经１０３°２４＇～１０３°２５＇， 业优势、文化优势、资源优势，聚焦脱贫攻坚、
北纬３６°１２＇～３６°１９＇。位于兰州市郊，庄浪河下 乡村振兴、人居环境整治等重点工作任务，聚力
游，南邻西固区河口乡，北接永登县红城镇，西
与红古区相邻，东连永登县树屏镇，是闻名遐迩

的＂中国玫瑰之乡＂。国道３１２线和兰新铁路贯穿

打造国家级特色小镇、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
范园和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全镇经济社
会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进中向好的发展

全境，交通便利。全镇总面积４５４．５平方公里，

态势，较好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２０１９年全镇工
平均海拔１７９３米，年均气温８．１℃，年降水量２８０ 业增加值达１．６３亿元，非公经济增加值达３．４５亿
毫米，无霜期１８５天。现辖１２个村，１０２个社，

元，引进落实５００万元以上投资项目３个，完成

７６５０户，３．２万人，１６个党支部，党员１０１１名∶

固定资产投资７５２０万元。

总面积４５４．５平方公里。全镇耕地３７３８３亩，其
中，水浇地２４０４７亩。玫瑰１．８万亩，果树５２８５ 【脱贫攻坚】 ２０１３年底以来，全镇共有建档
亩，蔬菜１．２万亩。境内河道全长约２０千米。有 立卡贫困户１２２４户３６９９人，通过近几年各级政
９条农灌渠，长６８．６２千米，有库塘３８座，其中 府的精准帮扶，贫困户的不懈努力和社会各界的
水库８座，塘坝３０座，总库容５５３．５８万立方米。 大力支持，已累计脱贫１２１６户３６８１人。今年实

·３２２．

乡镇概况
现１６９ 户４７７人脱贫，其中稳定脱贫 ５３ 户１４９
人，兜底脱贫１１６户３２８人，剩余未脱贫８户１８
人，贫困发生率为０．０６？？２０１９年，苦水镇顺利

通过省级第三方脱贫攻坚评估验收组的验收，４
月２８日，甘肃省政府下发文件批准包括永登县在
内的１８个县市区退出贫困县。按照＂脱贫不脱责
任、脱贫不脱政策、脱贫不脱帮扶、脱贫不脱监

管＂的要求，苦水镇持续聚焦＂两不愁三保障＂
标准，不断加大帮扶力度，全面落实帮扶措施，
建立健全脱贫和防止返贫的稳定机制，做到脱真
贫、真脱贫，确保扶贫路上一个也不能少、一个

也不能落下。
２０１９年，对１２２４户３６９９人建档立卡贫困户

４４户县列危房户，１户国家级危房户改造任务，

发放补助资金１３５万元，完成对２０１８年４４户暴雨
受灾住房重建农户发放补助资金８６万元；全年反
馈脱贫问题７４个，苦水镇认领２１个。中央脱贫
攻坚专项巡察县反馈２１个，苦水镇认领３个。国
家成效考核县反馈２１个，苦水镇认领６个。省级
财政专项巡视县反馈１０个，苦水镇认领７个。省
级成效考核县反馈２２个，苦水镇认领５个。苦水
镇对反馈的所有问题逐一排查研判，建立责任清
单，把问题整改与推进年度减贫任务时限、巩固
脱贫成效目标有机结合，确保所有问题真改实改
彻改，脱贫攻坚责任、政策、工作全部落到实
处，年度脱贫任务高质量完成。

进行动态管理，严格按照１２３４５程序完成贫困人
口退出工作，对２０１３年以来问题数据逐户核查修
正，完成国扶贫办系统动态调整录入２３６０条，完

【特色小城镇建设】 玫一路道路建设项目。项
目计划总投资９７７万元，新建长５６７米，宽１８米
成系统人口自然增减３４户３６人。同时结合脱贫 的主干道路一条并配套相关设施，项目完成可
人口＂回头看＂工作，确定脱贫监测户４户９ 研、初设、施工图的编制并通过专家评审，完成

人，贫困边缘户５ 户１８人，完成系统标注和录 预征收土地２０．５６亩，为被征地农民缴纳基本养
入，数据质量得到不断提升；发挥龙头企业、合 老保险１７３．７４万元，项目在招标阶段；玫一路停
作社、产业大户的＂领头雁＂作用，对２０１８年未

车场建设项目。项目计划总投资５０９万元，新建

脱贫的３９９户４６５万元产业发展资金由全镇１３家 占地４９００平方米的停车场一处，并建设公共卫生
农业龙头企业、合作社进行入股分红带动，年收 厕所、值班室等配套设施。项目完成可研、初
益率为８？？平均每户增收１６００余元。加大到户

设、施工图的编制并通过专家评审，完成项目预

资金扶持，对照＂一户一策＂梳理出来的产业需 征收土地１２．７亩，为被征地农民缴纳基本养老保
求，采取＂以奖代补＂方式，鼓励建档立卡贫困
户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和＂五小＂产业，其中，
落实到户产业资金５４户１７５人２２．０９万元，落实
＂五小产业＂产业奖补资金３７户１５４人１５万元；
在全镇范围内开展基本医疗保障清零行动，对全
镇 １２２４户３６９９名建档立卡户进行全面摸底核

查，完成核查健康人群３０６８人，患病人群６１３
人，治疗患病人员５８５人，占患病人群总人数的

９５．４３？？

完成学前建档立卡户家庭经济困难认定 ５０
人，落实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

李 佛

高职教育阶段学生和１８名大专及以上教育阶段学

图测绘项目。项目总投资１００万元，对全镇近２０
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１∶１０００地形图测绘，项目

政策２４６人，为３１名高中教育阶段学生、２３名中 险８１．９４万元，项目在招标阶段；特色小镇地形
生落实教育扶贫相关政策；按照危房拾遗清零工

作要求，对全镇范围内危房进行筛查登记，完成 全面完成并交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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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登年鉴（２０２０）
规划编制情况。猪驮山旅游规划、苦水镇全

化和独特的丹霞地貌旅游资源，全力发展特色文

域旅游规划和特色小镇专项规划项目，项目计划
投资１２０万元，其中猪驮山景区专项规划委托中

化旅游产业。通过现代农业、生态工业和特色文
旅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苦水镇基本构建一、

盛宏宇设计有限公司正在编制中，苦水镇全域旅

二、三产深度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走出一条以

游规划和特色小镇专项规划委托甘肃文旅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进行编制。苦水镇将以积极推进国家
级特色小镇建设、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
创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镇建设和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为抓手，奋力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
各项决策部署在苦水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为引领的新路子。

【基础设施建设】 自来水管网改造项目。项目
总投资１０８９万元，更换各类管道１５９．５６公里，新

建闸阀井８８座，完成新屯川、十里铺、大路、沙
湾、转轮寺、周家庄、大沙沟、寺滩等８个村

５２３０户管道改造任务，剩余４个村改造工作有计
【产业融合】 为加快推进苦水镇农村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充分发挥园区示范引领作用，不断

促进全镇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按照
国家发改委等七部委《关于印发国家农村产业融
合发展示范园创建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４
月，申报创建以玫瑰产业为主导的国家农村产业

融合发展示范园。在省市县发改部门的推荐审核
下，６月１９日，国家发改委等七部委下发通知，
批复包括永登（苦水）在内的全国１１０个县区创
建国家级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２０２０年６月

划展开；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项目。该项目总投
资１４０６万元，覆盖基本农田约３５７公顷，涉及下
新沟、上新沟、新屯川等３个行政村，完成总工

程量的９０？？渠道衬砌和田间道路建设积极推进

中；其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其他项目建设共投
资５３０万元，涉及水路汛３个方面。其中，巷道
硬化方面∶投资１６４万元完成十里铺村和下新沟

村４公里巷道硬化，投资２８万元完成大路村巷道
硬化及混凝土挡泥墙、涵洞建设项目，投资６８万
元完成新屯川村２公里巷道硬化；渠道衬砌方
面∶投资９９万元完成寺滩、大路和苦水街等３个

项目通过国家验收后授牌。依托苦水玫瑰主导优
势产业，充分发挥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 村９公里渠道衬砌，投资６６万元完成胡家坝村和
社引领作用，以打造＂一镇一业＂＂一村一品＂

为抓手，坚持一二三产业融合，创新构建＂双轮
驱动７＋５＂发展模式，全面发展现代农业驱动的
第一产业、精细化加工驱动的第二产业和文化旅
游产业驱动的第三产业。通过示范园创建工作，

周家庄村共６公里渠道衬砌，投资１５万元完成上
新沟村１．８１公里渠道衬砌；防汛工程方面∶投资
１１万元完成新屯川村排洪沟维修，完成十里铺村
下岭沟塘坝维修加固项目招标工作。

促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高，新型经营主体 【民生保障】 扎实开展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
活力不断增强，农业生产效益显著提升，农民经

＂一卡通＂管理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完成对２０１８

济收入持续增长。围绕做优一产，苦水镇以标准

年中央和省级财政涉及全镇２４项１３６４万元惠民

化种植为抓手，努力打造玫瑰种植示范基地，建 惠农资金发放情况开展自查，完成＂一卡通＂专
成１００亩苦水玫瑰新品种培育基地、１０００亩有机
玫瑰种植基地。将苦水玫瑰作为地理标志产品被
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评定品牌度为８５７，品牌价

项治理７２２８ 户，清理各类补贴信息２．３万条，发
放惠农资金 １３６１万元；全面做好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医疗保险参保工作，全年发放社保卡１０２０１

值为１６．９３亿元。围绕做强二产，持续培育壮大 张，完成５０６人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摸底登记
玫瑰加工产业，积极引进先进生产技术，提升企 工作；完成１９６８４人养老保险保费征缴工作，上
业生产精细化水平，２０１９年，＂九香王朝红酒＂

缴保费３２２．７万元，同时完成４８３４人五类特殊人

＂皇家玫瑰面膜＂等玫瑰产品深受市场青睐。围
绕做大三产，融合玫瑰文化、非遗文化、李佛文

员代缴工作，其中建档立卡户 ２０７４名，完成

·３２４·

２６６６３人的医疗保险参保工作，上缴参保基金５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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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参保率达９８？？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低
保户、孤儿、五保特困供养户参保率均达
１００？？？极落实各项优抚政策，全镇有城乡低

保５５６户１２６５人，发放低保金３５３万元；五保户
６１户６６人，发放五保金３４．６万元；为３３７名特困
残疾人、１９７名重度残疾人和２４９名扩面重度残

疾人发放补助款７８．１万元。落实大病救助４４．５万
元、临时救助４７．９５万元、孤儿抚养生活补贴

项斗争知晓率均达到９８？？大力推进＂６·２７＂

工程、禁毒宣传＂七进＂活动、＂禁毒２０１９两打
两控＂专项行动，坚持不懈开展禁种铲毒工作。
认真执行管控办法，深化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
作，全镇有吸毒人员５５名，未出现吸毒人员再次
犯罪、毒驾等违法行为。社区矫正在册人员１１９
人，矫正管理对象１２人以及安置帮教对象８９人
均做到管控到位，未发生脱管漏管情况。完成项

１２．５３万元、军人优抚金６６．６万元；积极促进创 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４件，开展反邪教宣传
业就业。全年组织开展农业技术培训２８期，培训 活动１２次，举办防邪信息员培训班４次。对校园
人次１６００余人。职业技能培训６期，培训专业人

员５００余人。贫困劳动力技能培训２９８人次，创

安全进行集中检查，定期开展消防安全应急演
练，及时排摸各类安全隐患，未发生一起校园安

业培训１５人次。完成建档立卡户劳务输转４６
人，聘用公益性岗位１２５人，生态护林员１１人，
完成创业担保贷款１５户；稳步推进健康工作。全
年开展健康体检２０５８人次，确诊患病１５２０人，
随访干预１０７２人，上报特困救助死亡对象３人、
伤残对象７人、奖励扶助对象５１１人、计生特殊

全事故。全年开展安全检查６８次，发现安全隐患
２２５条，现场整改１８０条，限期整改４５条。组织

家庭养老补贴５人、独生子女父母奖励１９８人，

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镇村干部和生产经营单位职工进行＂２０１９年全国
安全生产月知识竞赛＂，累计答题１万次以上，位
列全县前茅。完成＂遏制重特大事故＂试点工

作，有效杜绝较大以上安全事故的发生，全镇安

特别扶助对象６人，完成农村妇女＂两癌＂筛查

开展集中专项整治工作，取缔淘汰违反国家

１２１３名，完成孕前优生健康检查１５２对，同时实
现建档立卡户家庭签约医生服务全覆盖；完成全
镇１８￣４５周岁男性人员民兵潜力调查工作。完成
４９９５人全国民兵信息管理系统录入工作，录入率

产业政策、生产工艺落后、环境污染严重的＂十

位列全县第一。完成１０５０人普通民兵队伍建设和

民兵标准化阵地建设。完成８５０人兵役登记和全
年征兵任务，７月，苦水镇被评为＂兰州市征兵

工作先进单位＂。

五小、新五小＂企业。扎实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重点对工业（燃煤）污染防治、扬尘污染控
制、生活面源控制、烟花爆竹燃放、秸秆禁烧进
行管控，建立健全冬防三级网格化责任体系和工
作机制。完成５起第二轮中央环保督察信访交办

案整改工作，顺利通过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回
头看＂，对６起转办件整改工作进行再排查再核
实，未发现反弹现象，确保完成销号；加大国土

【社会治理】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工作。认真贯
彻落实省市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相关会议精神和
魏市长视察苦水镇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讲话精
神，全年组织召开扫黑除恶专题会议１２次，在全

镇范围内张贴通告５０余张，悬挂宣传牌３００多

资源执法监察力度。建立健全动态巡查责任制，
对交通沿线、基本农田保护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全

面巡回检查。开展土地卫片执法检查核查和案件
查处整改工作，对新增建设用地的位置、面积、
审批情况进行核查，全年开展动态巡查３２次，查

个，累计发放宣传资料７０００余份。联合职能部 处违法图斑３２处。申请调整影响镇经济发展的兰
门，围绕重点领域深挖细排涉黑涉恶犯罪线索， 州树屏丹霞总体规划２０处，配合县文旅局完成兰
排摸各类线索５０条、重点人员２０９人，上报信息 州树屏丹霞景区一期工程项目苦水段５个村的土
５条，办理上级交办案件４起，受理群众举报线

索６条。开展集中法制宣讲６次，社会治安满意
率达１００？？平安创建知晓率和开展扫黑除恶专

地丈量登记、土地界限确定及纠纷化解，完成全
镇不动产丈量登记工作。
抓好灾害防治工作。制定下发《苦水镇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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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防汛方案及防汛责任制》，与２２座水库塘坝

责任人签订《库塘安全运行责任书》，落实２４小
时防汛值班制度，组建８９人的防汛抢险队伍，开
展标准化防汛应急演１次。确定地质灾害隐患点

６处，建立苦水镇地质灾害应急反应机制，不断
加强地质灾害巡查、防治和速报工作，完成标准

组织开展铁路沿线环境整治、苦水市场重点整
治、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大规模环境整治活动５
次，清除卫生死角５００余处，拆除残垣断壁 １００
余处，整顿农村＂十乱＂３００余处，清运垃圾、
杂草等３０００余吨。消除航拍垃圾点位２７２处，清

理垃圾５０００余吨；创新人居环境治理模式。结合

化防汛演练１次；切实抓好河长制工作。按照庄 《苦水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通过
浪河、咸水河流经各村位置进行网格化管理，实
行＂一把手＂负总责，并组织专人定期对河道进
行巡查与垃圾清理。完成河湖＂清四乱＂专项行

政府购买服务，借力优质保洁公司市场化运作，

成立苦水镇环卫所，以３１２国道苦水段和苦水综
合市场＂垃圾堆、柴草堆、土堆、建筑物料堆、

动＂回头看＂工作，对周家庄村顺天水产养殖场 粪堆＂五大堆为重点，开展＂五大堆＋两个重点

部位＂治理工作，形成以点串线、以线连片、以
抓好道路交通安全工作。指导各村交通劝导 片扩面的带动效应和环境治理的长效机制；持续

未销号问题完成彻底整改。

站重点检查劝导利用面包车、三马子、三轮车非
法载客和接送学生行为，督促学校加强学生道路

加大人居环境整治资金投入。２０１９年，全镇共投
入人居环境整治资金１０４万元，其中，省例第二

安全教育力度，对重点路段的路况、安全隐患和 批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６０万元，
车辆进行检查，排查隐患点１５处，检查车辆２００ 市列脱贫攻坚项目第一批资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
多辆，纠正违章车辆５０多次。完成农村道路交通

４４万元，县列第二批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人居环境

安全管理系统排摸录入工作，录入机动车信息

整治项目３０万元，改造全镇各村重点地段和村社

４２２８条，驾驶人信息３８６６条。

主要巷道。

抓好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加强矛盾纠纷排查
组织机构建设，在各村以及２０人以上的企事业单

２０１９年，苦水镇以寺滩村和下新沟村为试点
开展农村＂厕所革命＂示范工程建设，完成户用

位成立矛盾调解委员会，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员作

卫生厕所改造４００户，其中寺滩村１３１户，下新

用，排查调处民事纠纷３５件，调解成功３４件，

沟村２６９户，完成户用卫生改厕３８９９ 户，占全镇

成功率达９７？？调处土地矛盾纠纷６３起，其中，

总户数的５０．５？？其中，改造水冲式厕所 ７９１
化解重大土地纠纷８起，一般土地纠纷５３起，成 户，改造旱厕３１０８户。投资３６万元完成６座环保
功率达９８？？稳妥调处兰州新区插花地历史遗留
问题和航煤管道占地遗留问题，没有因调解不及
时导致的民转刑和群体性越级上访事件发生。

公厕修建任务；持续推动节会文化活动。成功举

【文明乡村创建】积极开展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万人次，累计旅游收入１０００万元以上。２月，被

工作。广泛宣传２４字核心价值观、市民道德公

国家文旅部评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９月，

约、＂我们的传统节日＂等，累计开展志愿者服
务活动３０次，未成年人教育活动１２次，道德大
讲堂１２次，传统节日习俗宣传１１次；持续推进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攻坚战。按照＂全域无垃圾＂
专项行动和村庄清洁行动的要求，结合全镇＂村
级公益性设施共管共享＂工作，全年投入资金
１００余万元用于环卫设施建设、垃圾清扫清运、

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第九批全国＂一村一品＂示

卫生日常保洁和人员工资报酬等费用。２０１９年，

·３２６·

办二月二龙抬头社火、三月三蟠桃庙会、四月八
猪驮山庙会、第一届苦水梨花节、第十二届＂中
国玫瑰之乡·兰州玫瑰节＂，吸引省内外游客２０

范村镇，１２月，苦水街村被授予＂中国美丽休闲

乡村＂荣誉称号。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全镇主题
教育从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１日开始，参加主题教育的党
支部１６个，参加主题教育的党员９９９名。镇党委
成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

乡镇概况

－后环码基牺化／

苦水二月二龙抬头社火
及领导小组办公室，组建３个巡回指导组，制定 族、宗教、双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方面的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５日第十二届中国玫瑰之乡兰州玫瑰节

专门工作制度和工作规则，为主题教育的有效开
展提供组织保证。全镇各党支部组织集中学习研
讨７０人次，举办读书班７期、参加学习３４人。

【党的建设】举办党支部书记轮训班１期，轮
训１６名党支部书记、５名软弱涣散村＂第一书

记＂和１２名党建专干。围绕调研主题，开展专题
调研１２次，召开调研成果交流会２场，结合调研

讲党课２４次，解决实际难题１２个。广泛征集并
梳理意见建议１１条，围绕群众关切的热点难点问
题，以及巡视巡察、暗访督查、专项检查反馈的
共性问题，共检视问题１１０条。坚持边学边查、

立查立改，即知即改、应改尽改，知即改问题８２

个。紧盯主题教育８个专项整治问题，完成整改
专项整治问题 １８个。深入开展党员干部进村社志
愿服务活动，全镇领导班子和１６个党支部高质量
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真刀真枪开

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真正达到红脸出汗、排毒治
病的效果；坚持班子集中学法制度，认真落实重
大行政决策集中讨论、合法性审查等制度，促使
政府决策更加民主、更加规范。主动接受人大依

法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办理人大意见建议２１
件，办复率１００？？？实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持

工作也取得新的成绩，为全镇的经济建设做出积

极贡献。

领导名录
镇党委

书 记 刘世诚

副书记
镇人大

主 席 张万德
镇政府

镇 长 闫福平
副镇长 甘永霞
刘少林

赵璟明

镇纪委
书 记 陈立新
武装部
部 长苗永新

党建办
王
主 任

樊小军

（路 刚）

树屏镇

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强化＂一岗双责＂，坚决
贯彻落实中央实施细则和省市县相关规定八项规

【概况】 树屏镇位于东经１０３°３３＇～１０３°３６＇，

定，压缩一般性支出，严格规范各项资金的管理
使用，抓好廉政风险点防控，严格执行＂三重一

北纬３６°１７＇～３６°１９＇。地处永登县东南部，兰州

大＂和＂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强化审
计监督和审计整改。２０１９年，在统计、残联、民

市西北郊，永登、皋兰、西固三县（区）交汇
处。东邻皋兰县忠和镇和九合镇，南靠西固区河

口镇，西与苦水镇、红城镇接壤，北与龙泉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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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中川镇毗邻，是＂省门第一道＂，古丝绸之

万元。

路要道，也是＂引大入秦＂最南端受益区。全镇
总面积３２５平方千米，地势北高南低，南北狭

一兜底＂政策，做细做实贫困人口家庭医生签约

长，呈阶状梁沟地形。直线距离６５千米。交通里

履约服务，全镇规范签约履约贫困人口１４８人，

程７９千米，平均海拔１７４０米。土壤为盐碱、红
沙、红土地。水资源相对缺乏，全年气候干爽、
雨量少、温差大，年均降水量２７９毫米，年平均

对３７７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患病情况再摸底，筛

健康扶贫方面∶严格落实健康扶贫＂三保障

查出患病人口１９１人，其中，患大病人数７２人、
慢病人数１１９人。为１３６６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代
缴新农合医疗保险６．７５万元。开展健康脱贫政策

气温７．４摄氏度，无霜期１４８天。全镇辖８个行政
村（树屏村、上滩村、刘家湾村、毛茨村、哈家 宣传，全面落实先诊疗、后付费和＂一站式＂结
嘴村、东沟村、崖头村、杏花村），共５３个村民 算，全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住院总费用２２．３７万
小组，３８２４户，１４７３２人，人口密度达４５人／平 元，报销１４．６４万元，报销率６５．４？？覆盖３８
方千米。总耕地面积５５８４２亩，其中水地１３６０００
亩。交通便捷通畅，兰州至中川城际铁路、连霍

人，报销４５ 人次。
就业扶贫方面∶通过整合生态护林员、共管

高速、兰海高速、机场高速穿镇而过，２０１省道 共享、公益性岗位、草管员等政策就业资源，为
纵贯全镇，村级道路实现了＂村村通＂。区位优

贫困人口提供就业岗位９９个，实现工资收入７９．２

势明显，位于兰州市区和兰州新区的节点，距新

万元。劳务输转建档立卡户２９２人，年创劳务收

区核心区约２３千米，距兰州市区约２０千米．是兰

入７３６０万元，为贫困户提供电焊技术培训８人

州市的北大门。

次，月嫂及护工培训７人次，激发贫困户内生

动力。
【脱贫攻坚】 始终将脱贫攻坚作为全镇头等大
事和第一民生工程，以＂一超过两不愁三保障＂

为底线，以＂两率一度＂为标尺，严格落实＂四
不摘＂要求，聚焦中央省市冲刺清零兜底保障脱

社会兜底保障方面∶ 完善农村低保、农村特
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等保障性扶贫措施，
全镇落实兜底脱贫３８户１０１人，为２８户建档立卡

贫攻坚巡视反馈意见，重点排查＂三落实＂＂三

户发放临时救助金 １．４万元，筑牢脱贫攻坚和困
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底线。

精准＂＂三保障＂方面，认领巡视整改问题８个、

饮水安全方面∶投资４．８万元，为树屏村建

成效考核问题６个，举一反三，全面完成整改。
不断巩固脱贫攻坚成效，完成减贫人口６１户１７９

成３０立方高位水池一座；投资５万元为上滩村改
造管网、水泵、闸阀等设施；投资１５万元为毛茨
村修建主管网４公里；投资２万元为东沟村维修
管道、闸阀等；投资１．７万元为哈家嘴村维修管
道５００米。开展饮水安全冲刺清零行动，对全镇
３３０１户农户入户摸排，建档立卡户实现自来水全

人，剩余贫困人口５ 户１９ 人，贫困发生率为

０．１４？？

产业扶贫方面∶ 深入实施产业扶贫项目提升
行动，鼓励贫困户将产业直补资金入股到兰州大
天源建材市场管理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９７户建档

立卡户人均分红４００元，实现贫困户增收。对全
镇１７户自己发展的建档立卡户落实产业奖补４．９１
万元。为１４户养殖户购买农业保险，防范脱贫

风险。
教育扶贫方面∶ 落实＂两免一补＂政策补助
６６．７万元、学校营养改善计划补助５２万元，学前
幼儿３３６人免保教费１６．８万元、享受奖补资金４．１
万元。落实＂雨露计划＂职业教育补助６户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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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入户，全镇自来水入户率９６．８？？长期在外户

１０７户）。

住房安全方面∶ 落实贫困人口住房安全有保
障的目标要求，改造危房户１０户，全部通过验

收，住房安全冲刺清零行动取得实效。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资６８万元硬化树屏村
巷道２公里；投资７７万元衬砌树屏村、上滩村渠
道７公里；投资１２５万元，全方位改造提升８个村

村容村貌。

乡镇概况
【经济发展】 ２０１９年，聚力全镇经济高质量发

展，依托兰州老城区至兰州新区门户区位优势，
抢抓全县助力树屏产业园的发展机遇，按照镇园

的政治责任。重拳出击整治工业污染，按照＂两
断三清＂标准，对全镇８家＂散乱污＂企业，建
立台账，按照＂先停后治＂的原则，因企施策、

一体的发展格局，积极谋划、开拓创新，突出招

分类处置。对４５家砖瓦企业，严格按照环保法、

引物流、新型建材、加工等优质项目，形成具有
树屏优势、适宜树屏发展、发挥树屏特色的产业
集群，全镇入驻企业 ８９家，固定资产达到８７亿
元，２０１９年内固定资产投资完成９．２７亿元，超额

国土资源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办理恢复生产相关手

续，２家符合政策企业恢复生产，对手续不全的
企业禁止恢复生产。落实网格化监管机制，严查
严管面源污染，对道路施工扬尘，秸秆垃圾焚烧

完成县下达的目标任务；实现税收８０００多万元； 进行全面监控，全年开展环保检查１５次，检查企
完成土地出让金收缴１．８亿元；工业生产总值５．４ 业３８家，累计发现问题８７处，当场督促整改５０
亿元，增长１８？？？业增加值完成１．３５亿元。第 处，下发现场检查记录５１份。
２５届兰洽会签约项目５个，到位资金３．２亿元。
２０１９年，新建开工项目１９个，总投资８．２亿

元，其中，总投资５０００万元以上的项目３个∶投
资１．４亿元的河南黄河水泥制品有限公司兰州分
公司黄河水泥制品生产项目、投资８９５０万元的甘
肃鑫鑫源钢结构研发生产基地项目和投资３．５亿

严格落实＂五限＂措施，严防严控劣质煤、
有烟煤等燃煤污染；持续推进和落实全域无垃圾

三年专项治理行动。争取环保资金２００万元，建
成日处理５吨生活垃圾无害化焚烧炉。成立哈家
嘴环卫所，配备人员１７人，３０型装载机一辆，
垃圾清运勾臂车一辆，负责清运处理镇域内生活

元的兰州树屏众创城项目。

垃圾。重点对＂三边一部＂（公路边、铁路边、

总投资 ５０００万元以下的项目１６ 个∶投资
４６００万元的兰州泰岳硅材料有限公司年产２万吨

河洪道边、城乡接合部）开展垃圾清运，全年累
计清理无人机拍摄的垃圾点３００余处，清理垃圾

再生高纯工业硅生产项目、投资４９５０万元的兰州

１．３５万吨，确保镇域内环境整洁优美宜居。
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推进农村

金瑞天辰节能建材有限公司保温材料生产项目、
投资４９５０万元的兰州禾泽仓储物流有限公司仓储
物流建设项目、投资３６００万元的甘肃瑞远建材有
限公司绝热用挤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生产项目

等。实施增减挂项目１０个，用地４５１．３７７亩，推
进项目征地、拆迁、协调３项工作任务。征占土
地约４７０亩，为９家招商企业完成供地。配合完
成石化公司至中川机场航煤管道工程建设项目征
地供地工作。完成中兰客专项目桥梁主体工程及

垃圾、污水、厕所、村容村貌专项治理全覆盖，
投入资金３７．８万元，用于清理各村道路两侧排水
沟内垃圾、整治＂三堆五乱＂、拆除残垣断壁等
工程。聚焦＂厕所革命＂，加大宣传发动，压实
责任，高质量完成８５０户改厕任务，提升全镇群

众生活品质。全面落实＂村庄清洁行动＂＂周五
卫生大扫除＂＂门前三包＂责任制度，大力整治
乱堆乱倒垃圾行为，引导全民参与环境整治，形
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和环保意识，切实打造干净、

兰州树屏丹霞地质公园项目８公里道路建设。调
处项目用地矛盾纠纷十余件。投资 １５００万元的阳 整洁、宜居的农村环境。
全面深入落实河长制。开展咸水河和呢嘛砂
光碳素厂成品储放区建设项目实现扩建，建成投
资约８０００万元的永登邦国建材有限公司建材物流
园和投资２．６亿元的甘肃金鹏源建材综合物流园
的２个续建项目。强化服务意识，切实帮助解决
企业发展障碍，完成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１４
件，极大地促进镇区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生态文明建设】坚定不移扛起大气污染防治

沟沿线河道＂携手清四乱、保护母亲河＂专项行
动，镇村河长巡查河洪道３００余次，拆除呢嘛沙

沟２０００平方米违建养殖场１处，清理河洪道垃圾
２２００余吨，疏通河道１００余米；推进＂绿色矿山
建设＂行动。强化林草地保护和修复，栽树植草
复绿，对项目建设取土、挖砂、采石等破坏林草

地行为及时查处，坚决打击人为破坏生态环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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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放防火、保护林草宣传资料８００余份，为
各村购买０．８万元防火器材。为１９名生态护林员
落实管护工资 １５．２万元，发放草原生态补助

通知书３２份，清理卫片图斑１５６处，拆除违法违

１０５．７４万元，利用天保林资金３２万元，在树屏、

地资源，节约集约合理规划全镇土地资源打下坚

东沟、毛茨村庄周围、村道两侧、房前屋后栽种
经济林、生态林等树种１２００株。争取３０万元市
级村镇绿化项目资金，完成徐树公路树屏村段３

规洗砂厂６家，清运砂石１２万立方米，协助县国
土执法队查处企业违法用地６家，为依法配置土

实基础。
【社会保障】 严格落实安全应急管理＂党政同

公里绿化任务。切实保护乡村自然生态系统的原

责、一岗双责＂责任制，通过下载链工宝、农交

真性和完整性，提升乡村生态资源质量。

安ＡＰＰ、开展安全生产月危化品及全民安全应急
知识竞赛活动等方式，增强镇村干部、企业职工

【乡村振兴】大力发展农业∶不断调整种植结

和村民安全意识。强化企业复产复工、危化品、

构，壮大发展规模，发放地膜１６吨，种植经济作

建筑施工、道路交通安全、校园安全、消防安
全、燃煤炉设备安全、动物疫情等重点行业重点

物１６９７０亩，种植双垄沟播玉米６０００亩、脱毒洋
芋５０００亩、玫瑰４７３０亩、蔬菜２１００亩、优质桃
树１０００亩、花椒５００亩、金银花２００亩、优质牧
草２００亩。开展农业知识培训２０期，受益群众达

１５００多人。
振兴壮大乡村旅游∶充分发掘镇域内风土、

领域和呢嘛沙沟沿线及其他重点地段安全隐患排
查处置，全年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１５次，涉及企
业５２家，重点部位２８处，发现隐患１５３处，当场
督促整改４５处，下发现场检查记录２６份；集中

开展烟花爆竹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严防因非法违

风俗、风景特质，整合餐饮、住宿、交通、景点 法生产、销售、储存、购买烟花爆竹引发事故；
等乡村旅游发展要素，以生态休闲、避暑度假为 对全镇山洪、地质灾害危险区开展经常性排查，
主题，着力延伸发展以休闲度假、养生养老、农
耕体验、休闲垂钓等田园综合体为内容的特色乡

制定危险区责任人、转移路线和安全安置地点方
案，发放地质灾害防治＂两卡＂１２０余份、避险

村旅游业，依托杏花村凤凰山文化旅游节、兰州 通知书１００余份；全力开展非洲猪瘟防控和防汛
树屏丹霞、树屏小镇等优质旅游资源，努力打造 抗旱等工作，加强物资储备、值班值守和信息报
＂树屏一日游＂旅游品牌。丹霞一期工程８公里道
路硬化项目基本完工，其他项目在招标阶段，计

送，无重大安全事故和重大疫情发生；投入资金

划２０２０年实施。

川城际铁路沿线安全保护平方米，农户养殖场彩

持续深化农村＂三变＂改革∶激发村级自身
发展动力，着力发展集体经济，大力推进乡村振
兴，上滩、刘家湾、毛茨三个贫困村加强光伏发
电站管护，实现５万元以上集体经济收入。加快

钢顶养殖棚约１．２５万平方米，清运垃圾１５０方、

２０万元，组织人力８００余人次，及时整改销号中

拆除违章建筑１处；企业自行加固彩钢棚约３８万
平方米，铁路护路联防工作到位，消除影响境内

铁路运行的安全隐患。

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对全镇６０家注册县级
合作社进行整改，对符合要求的４０家合作社，做
好监管指导，确保规范运行。
合理配置镇村土地资源∶扎实开展＂大棚
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和违建别墅清理行动，彻
底整治＂大棚房＂４处，清理硬化地坪约３．４万平
方米，清运各种设备材料、产品约５０００吨，２６０
亩耕地基本恢复农业生产功能。定期开展辖区内
国土执法巡查，出动车辆７０余次，发放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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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除恶】 召开专项工作推进会８次、警示
教育暨集体约谈会议９场次，举办宣传活动９
次，张贴通告及入户发放宣传资料５０００余份；组

织开展村＂两委＂换届＂回头看＂，对全体村
＂两委＂干部资格条件＂再过一遍筛子＂，清退支
委、村委不符合任职条件的委员各１名，通过县

镇联审和补选程序，依法及时选优配齐；收到上
级转办、督办线索６ 条，全部核查完毕，不存在

乡镇概况
涉黑涉恶问题；群策群力、群防群治，形成镇、

化、路灯安装等民生基础工程。加大劳务输转力

村、网格三级联动机制和＂治安户长＂负责的治
安防控体系，构建社会治安防控共治共建共享的

度，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发放务工宣传册４０余
份，输转劳动力 ４０００人。

新格局；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妥善

围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解决群众诉求，全年排查调处各类矛盾纠纷３０
件，化解率９８？？建立法律顾问参与信访工作制
度，处理信访案件１４件、＂１２３４５民情通服务热
线＂转送案件２１０件；深入开展禁毒工作，张贴

＂峥嵘７０载与国同梦＂、庆祝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
等主题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突出意识形态积极正
面引导，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活力凸

《禁止非法种植罂粟等毒品原植物的通告》８０余
份，签订＂禁种铲毒承诺书＂３０００余份，逐村逐

秀青年，超额完成县征兵办下达的征兵任务。统
计、民宗、残联等工作取得新进步，社会各项事

社逐户开展地毯式禁种踏查２轮次。落实严重性

业繁荣发展。

显。双拥共建不断深入，年内向部队输送５名优

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以奖代补＂经费１８人２．３

万元。

【党的建设】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认真学习贯
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

【民生保障】全面落实各类社会救助政策，保
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全镇纳入农村特困供养４２
户４７人、发放特困金３２．３万元，农村低保１９５户
５３７人、发放低保金１７０．９万元，孤儿７户８人、

话和指示精神，始终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挺在
前面，把准政治方向，涵养政治生态，防范政治
风险，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发放生活费１１．５万元，残疾对象４４９人、发放残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积极组织开展党章党规、

疾人两项补贴２３．９万元，发放临时救助５９户、救
助金额２０万元，全年共发放各类民政资金２７７万

革命传统教育、廉政警示教育、形势政策教育、

信＂，做到＂两个维护＂。扎实开展＂不忘初心、
先进典型教育等集中学习９场次，能力提升培训

元。挂牌成立镇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村退役军人 班３期，坚持把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
服务站，对全镇３０７名复退军人进行信息采集和 题、整改落实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切实达到党
认定，为２６０名退役军人家庭悬挂＂光荣之家＂ 员领导干部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
光荣牌，为１２４名重点优抚对象发放抚恤定补金
３８．４万元。全镇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参保率均达

９８？？上，对农村特困、一类低保、孤儿等９３户

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

表率的目标。坚持周例会集中学习制度，加大干
部培训力度，有效解决干部本领恐慌，切实增强

三、四类低保对象１４７户４４２人，定额资助医保

干部服务和履职能力。扎实开展＂转变作风改善
发展环境建设年＂活动和＂四察四治＂专项行

参保费每人２００元，资助金额８．８４万元；对２０１４

动，促进政府工作提质增效。完成对刘家湾村软

１４４人由政府全额资助医保参保费，对农村二、

年以来所有一般建档立卡户１３３５人，定额资助医 弱涣散党组织的整顿工作。
积极稳妥推进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保参保费每人５０元，资助金额６．６７万元。超额完
成孕前优生检查任务、适龄妇女＂两癌＂筛查任 ＂一肩挑＂补选工作，发放大力推进村级＂一肩
务。落实各类扶助金、补贴约２８．４５万元、计生
＂两户＂意外伤害险投保率达９２？？办理生育保

健服务证１０６例，发放叶酸２１２人７８０瓶，计生服
务能力不断提升。全力抓好教育工作。严格落实
营养餐供餐制度，投资２５万元拆除危房３００平方
米、整修三所学校食堂、宿舍屋顶，改善师生学

挑＂工作致全体村民的一封信３５００余份，启动哈
家嘴、东沟、杏花、上滩４个村，完成东沟、杏
花、上滩３个村＂一肩挑＂补选工作；主动接受
人大依法监督，积极听取代表的意见建议，认真
办理人大代表建议１８件，满意率为１００？？接待
来访群众６批８０人余次，确保群众合理诉求件件

习生活环境。完成徐树路维修提升改造、道路硬 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严格执行重大行政决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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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登年鉴（２０２０）
定程序，修订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和干部管理制度

长年地表径流，地下水中属四泉村泉水水质较

等，强化重点领域、重大资金和重点项目的监督

好，流量较大，入境水有引大入秦工程古山电力

管理，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法治政府建设扎实推
进。纵深推进＂放管服＂改革，推行＂最多跑一
趟＂办事清单，全面推进作风政风持续好转，政

提灌灌溉用水。年平均气温５℃左右，多年平均

府服务效能不断提高。

领导名录

镇党委
书 记 曾 旗

日照时数为１７０９．２小时，占全年总时数的６４？？
太阳辐射量１２９．７５５千卡／平方厘米，无霜期平
均为１２６天，绝对无霜期只有７８天。年平均风速
２．３米 ／小时，相当于八级大风，日数为１２．８
天，最多年份达２３天。气候干燥，年蒸发量高达
１８７９．９毫米，为降雨量的６．５倍，最大的年份高
达２１１０．６毫米。土壤有栗钙土、亚砂土、黄绵土

副书记 §
范存杰（兼）

和大白土，非耕地则以灰钙土为主，土壤肥力低

镇人大

魏信道

下。属中温带半荒漠草原地带，域内植被北部优
于南部，覆盖度３８？？２８？？共辖黄茨滩、红井

第 施安福
主 席
镇纪委
书 记 巨正国

槽、砂梁墩、甘露池、五联、达家梁、四泉、古
联、祁联、苗联、涝池滩、上古山、下古山、东
昌、天山等１５个村民委员会，６６个村名小组，

镇政府
镇 长 范存杰
副镇长 薛生国
武装部
部 长 王天升

７６４４户，２７９５９人。总耕地面积１２３０００亩，距永

丁慧

【建置沿革】 民国时为永登县第八区。解放初
为古山区，下辖７个乡，１９５７年为古山乡，１９５８

党建办

主 任

登县城４５千米，距兰州９０千米，距中川机场２５

千米。镇内有主干道路省道２０１线和满秦公路２
条。均有国家高等级公路和县乡公路联通。辖区
内１５个行政村，６６个村民小组均通车。

（丁 慧）

川镇
【概况】上川镇位于东经１０２°３１＇，北纬３６°
４１＇。地处永登县正东部，兰州新区最北部，引大

年划归皋兰县红光人民公社，１９５９年为永登县古

山人民公社，１９６７年改为东风人民公社，１９７１年
恢复古山人民公社，１９８１年改为古山乡，２００１年
撤乡建镇，改为上川镇。自此上川镇名称沿用

至今。

入秦灌区秦王川盆地最北部，地势较为平坦，属

半山半川区。东接皋兰县黑石川乡，南接兰州新 【脱贫攻坚】 教育扶贫方面∶ 全镇建档立卡贫
区秦川镇，西依永登县柳树乡，北邻永登县坪城 困户适龄儿童全部接受义务教育，全镇享受＂两
乡、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县和白银市景泰县。辖

免一补＂学生和＂营养餐＂学生１４６６人，享受营

区东西最大距离 １５千米，南北最大距离２４千 养餐学生 １０３５人。
米。总面积３６０平方千米，镇内海拔在 １８００—

２２００米之间，地势北高南低，由北倾向南，在地
形上属乌鞘岭南坡的断陷地。北侧为石质山岭，
东西均为黄土丘陵所环绕；处北温带内陆地带干
旱区，大陆性季风气候明显，年平均降雨量２３１

毫米，干旱指数达５．４，镇域内无长源水河流和

·３３２·

健康扶贫方面∶ 医疗救助５８人，其中建档立
卡 ２６人；全镇建档立卡户完成签约医生 ４７２０
人；全镇慢性病签约医生２５７０人，其中建档立卡
共计８１３人；全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保率达

１００？？均享受参保费用资助政策，医保报销

２２．３８３万元。

乡镇概况
产业扶贫方面∶ 落实到户产业发展资金

线贯通和景中高速的开工建设，周边村民在公路

２８１．５万元，其中２１．９２５万元用于１０７ 户产业发
展，２５９．５７５万元入股兰州市新富地种植养殖有

沿线经营餐饮服务、汽车维修等服务型行业。全
镇新开办的各类餐饮服务企业达到３０余家，为全

限公司，按年利率８？红，带动２０３户建档立卡

镇拓展农民增收渠道提供新的增长点；农村劳务

户稳定增收；落实产业奖补１６５户２０．５９万（其中
东西部扶贫协作资金１５万元），对４８户符合五小

经济得到广泛激发。全镇累计输出劳动力２．４万
余人，实现劳务经济收入２．７亿元，较去年同期
增长２６？？劳务经济收入大幅度提升；积极拓宽
渠道，招商引资，争取项目，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产业发展政策建档立卡户落实奖补资金８．５４万

元。对９４户养殖农户落实农业保险政策，增强农
户抵御自然灾害、重大病害风险能力。
１．８亿元。
就业扶贫方面∶积极配合县人社、农业、扶
贫、妇联等部门，采取＂订单＂式培训，对有意

愿有能力贫困人口动员进行技能培训，全年组织
建档立卡贫困户有培训意愿的４３人，参加５次技
能培训。安置７４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从事公益岗
位，其中，生态护林员２名，林管员草管员１２
名，残疾人专职委员１５名，交通劝导员８名，卫
生清洁员３７名，有效保障建档立卡贫困户收入稳

定增收。

【基础建设】 ２０１９ 年，全镇共计投入资金
１１６４．５万元，完成农村基础设施建设７项。其
中，巷道建设２７公里，渠道衬砌２．４公里，架设
太阳能路灯１５０盏，农网改造４公里，新打机井１
眼，完成五联村村集体经济配置资金５０万元；完
成天山村自来水主管线２公里改造，延伸自来水
管线３公里，解决砂梁墩村、上古山村自来水入

户管线３公里；解决三个集居点７０多户的饮水问

生态扶贫方面∶全面落实国家禁牧和草原保 题，完成１３０户自来水未入户农户自来水入户，
护补贴政策，对有管护能力的１２名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聘请为生态护林员，落实管护补助（８０００

完善８４个自来水观察井，完成四泉村疙瘩井、达
家梁村边墙室安全饮水改造提升工程，苗联村细

元／人年）。脱贫攻坚工作通过镇村自评、县级认 沟蓄水池拟改造，全镇自来水基本实现稳定
定验收，市级抽查，１５６ 户４２３人建档立卡贫困 供水。
户贫困退出，其中稳定脱贫４５户１４５人，兜底保
障脱贫１０９户２６７人，剩余贫困人口２户１１人，
贫困发生率由２０１４年的１７．０６？？至０．０４？？

【社会民生】 做好民政最低生活保障和扶贫开
发政策制度的有效衔接，对未解决三保障的农村

一、二类低保对象和农村特困人员纳入建档立
【乡村振兴】 ２０１９年，全镇农作物播种实现
１０．５７万亩，其中；粮食作物５．１３万亩，经济作
物３．６３万亩，饲草２．５万亩。玫瑰种植面积达到
１．３ 万亩，优质洋芋５０００亩，种植露天蔬菜共
３７００亩，中药材种植面积２３００亩，生猪存栏１．８
万多头，羊只存栏３．３万只。农业产业、农村发

展呈现出新特点∶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种植逐渐
形成规模。结合农村＂三变＂改革和农村集体经
济产权改革，全镇大力提倡发展合作社经济，全
镇登记在册的农业合作社经济组织达到１５０余
个，形成具有典型带动作用的农业合作社３家，

在推广蔬菜种植、经济林果业方面发挥良好作

卡，对无能力发展产业和无劳务收入的建档立卡
人口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实现兜底保障。对农
村低保对象及时进行调整，全镇农村低保４５６户

１１１２人，发放低保金２９５．５万元，农村特困４６户
４９人，发放供养金３３．９万元。做到＂应保尽保、
应养尽养、应退尽退＂；２０１９年，投入资金１０７．７
万元，完成危房改造３４户；按时足额发放各类惠

农资金２０８８万元，其中∶农村低保、残疾补助、

孤儿补助生活补贴类资金４９１万元，惠农普惠类
政策资金４５５万元，人口与计生各类奖励资金
２６．９３万元，其他涉及民生类补助、补贴资金
１７１５．０７万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从

用；农村服务业发展势头迅猛。利用３４１线的全 ＂全面治理＂聚焦到＂根治欠薪＂的新目标，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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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认识到做好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的重要性

锤炼政治品格，提高担当本领，把担当践行初心

和紧迫性，全年共处理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例１０ 使命作为主题教育的主要收获，真正激发干事创
起，讨回拖欠工资４３万余元。

【生态文明建设】 持续开展全域环境卫生整
治。共投入资金 １２０多万元大力开展环境整治和
农村垃圾处理。强力推进东昌、苗联、祁联、古
联、涝池滩、砂梁墩、四泉、天山８个村的改厕

业的热情。对主题教育中确定的４个软弱涣散党
组织、年初确定的１个软弱涣散党组织切实开展
整顿提升工作。结合主题教育工作，依法依规完
成五联、黄茨滩、东昌村委会主任的补选工作。
完成红井槽、甘露池、涝池滩、古联、四泉、祁
联、上古山、下古山、苗联、天山１０个村的支部

工作，顺利完成１５５５ 户农村改厕任务。结合各村
公益性岗位设置，逐步完善农村保洁体系，建立

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一肩挑＂工作。全镇实现

覆盖全部村组的保洁队伍；坚持采取环保、安
监、国土等部门联合执法的工作方法，对上川镇

的工作安排和镇党委的意图。

境内１１家非煤矿山、１家砖厂、４家制管厂、４家
商砼站进行有效监管。以省委环境保护工作＂回

领导名录
镇党委

头看＂和中央环保督查为契机，全力对反馈问题
进行核查整改，不断加大对破坏生态环境行为的

整治力度，对乱采滥挖行为采取夜间巡查方式严
厉打击，有效遏制境内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９年，上川镇坚持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对甘肃重要
讲话和指示精神为指导，深入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持续发力效能建设和作风
建设，提升为民服务水平。围绕群众关切的热点
难点问题，以及巡视巡察、暗访督查、专项检查
反馈的共性问题，紧盯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重点

实施满秦公路维护修复、甘露池村高标准农田改
造、完成厕所改建１５５户、农村自来水稳定供水
等民生项目，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巷道硬化、水渠
修复、路灯亮化等基础设施薄弱等热点难点问题

及时和县有关部门对接并纳入２０２０年修建计划。

对检视和调研走访、征求意见出的问题，坚持边

＂一肩挑＂的村达到６６．７？？如期实现县委县政府

书 记 鲁成杰
副书记 吴明成（兼）

陈立先

镇人大
主 席 张治乾
副主席 魏至文
镇政府
镇 长 吴明成
副镇长 海 斌
徐世
于永燕
武装部

部 长 何继全
党建办
主 任
陈兆宏

（陈兆宏）

河桥镇

学边查、立查立改，即知即改、应改尽改，即知
即改；紧盯主题教育８个专项整治问题，查找专 【概况】 河桥镇位于东经１０２°５６＇，北纬３６°
项整治问题１１个。党员干部、群众坚持在学深悟 ３１＇。河桥镇地处全国闻名的冶金谷连海经济开

透中汲取担当＂原动力＂，在调查研究中找准担 发区腹地，甘青两省五县区交界地带，位于永登
当主攻方向，在对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县的西南部，东邻七山乡，西连青海省乐都、民
主义思想中反思担当差距，在整改落实中体现担

和县，南与红古区毗邻，北与连城镇、通远乡接

当责任，有力解决问题。全镇各党支部和党员通
过积极规范开展＂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

壤。总面积１６８平方公里，全镇共辖１１个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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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２个社区居委会，总人口３８０３７人，其中农

乡镇概况
业人口２７８２０人，非农业人口 １０２１７人。有回、

藏、东乡、土、撒拉等多个民族，共３６０５人，占
总人口的９．４５？？？中回族３５３７人，占少数民族

全年实施改造建档立卡户危房３３户，享受危房改
造补助８０．５万元；人居环境改善方面∶在马莲
滩、蒋家坪、七里、团结、四渠五个村实施户用

的 ９８．１１？？全镇为河谷阶地，平均海拔 １８００

卫生厕所改造项目，实施农户卫生厕所改造 １０００

米。年均气温７℃，年降水量４００毫米，无霜期
１４３天。全镇为川、山两类地区。总耕地面积

座，在马莲滩、团结、马军、蒋家坪、七里、四
渠、主卜等７个行政村内新建公共卫生厕所７

３．０８万亩。黄河支流大通河贯穿全境，水电资源
丰富。省道永窑公路、民门公路和连海铁路纵穿

座；２０１９年，严格按照＂一收入、两不愁、三保

而过，交通便利。区号０９３１，邮编 ７３０３３２。电
信、移动、联通等通讯网和宽带网及有线电视通
信光缆覆盖全镇，通信发达。

的１２１户贫困户进行逐户核查，最终全镇实现脱
贫１１１户３５５人，全镇剩余贫困人口１０户３７人，
贫困发生率０．１４？？脱贫措施更加有力，在发展

【建置沿革】 １９４９前属窑街镇管辖，设马军、

生产、转移就业、易地搬迁、脱贫帮扶、生态补
偿、教育、医疗、救助和社会保障兜底等方面精

障＂的脱贫标准和脱贫程序对全镇２０１８年底剩余

鳌塔、河桥三保。１９５６年为河桥乡，１９５８年与连
城、窑街乡合并成立八宝公社。１９６１年成立河桥
公社。１９６４年与鳌塔公社合并，仍名河桥公社。
１９６７年改为东方红公社。１９７１年恢复河桥公社，
１９８３年９月改为河桥乡人民政府，１９８４年９月改

准发力，各项措施落地生根。今年以来为４７２ 户

为河桥镇人民政府至今。

户，共计２５．２５万元；发放孤儿生活费６５人次，

１２２３人发放城乡低保金３２．９４万元；发放残疾人
两项补贴５９．６万元；发放各类优抚资金６８．７万
元；发放养老保险金５６．３万元；对农村部分群众

因病、灾、供学困难等情况，给予临时救助４８
共计７．７万元。完成退伍军人信息采集和信息系

【经济发展】 ２０１９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１．３８４９

统录入工作。完成妇女＂两癌＂检查２０３７例，开

亿元。

展农村文化演出１２场次。

【脱贫攻坚】 产业方面∶着力推进贫困户产业

【农业产业】 河桥镇总耕地面积共３０６６４．５

发展扶持带动，对２０１９年剩余的１２１户贫困户补

亩，依托有利的气候条件和土地资源，大力推广
优质玉米和双低油菜种植，并且进行脱毒洋芋和
绿色蔬菜种植的示范推广，全年总播种面积
２７９００亩，其中∶ 小麦７５００亩，玉米９０００亩，洋
芋 ３０００亩，豆类１０００亩，油料 ２０００亩，蔬菜

助地膜１２１０公斤，帮助贫困户发展产业，为贫困
村乐山村下发地膜３．５吨，达到户均５公斤，建立
乐山坪地膜玉米１５００亩连片种植示范点，带推动
了贫困村地膜玉米种植产业；着力推进产业发展
资金扶持，对积极发展特色种养殖产业的贫困户
落实产业奖补政策共３２户５．９万元，落实＂五小

５４００亩，复种４０００亩。新型特色农业发展势头

良好，通过招商引资等方式，引进众发种养殖农

产业＂奖补政策１１７户２６．４万元；就业方面∶ 着 民专业合作社，在马军村马军坪示范种植韭黄５０
力提升贫困人口劳动力技能培训，通过在村上、

亩，青储饲料３００亩。在乐山坪形成以薄皮核桃

县职校等地方，开展劳动力技能培训，培训人员

为主的特色种植产业，全镇核桃种植面积已达到

５１人，大大提升贫困户的就业技能和就业能力，
真正做到授人以渔；教育方面∶积极向教育部门
提供详实的数据，为落实学前教育，中小学生，
中高职教育政策提供依据，全年申报中高职雨露
计划共５５人，享受补助资金 １３．９５万元，有效缓

３５００多亩。以生猪养殖为主的养殖业发展良好，

全镇百头以上规模养殖户达到１００余家，累计出
栏生猪超过５万余头，生猪存栏达３．８万头。羊存

栏达到３万余只。

解贫困户上不起学的难题。生产生活条件方面∶ 【工业经济与招商引资】 镇内有中铝连城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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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大唐连城发电厂、祁连山大通河水泥有限责

任公司等３家国有大中型企业及２００余家非公企
业，是永登县工矿密集性乡镇之一。２０１９年，重
点推进建设项目７个，即∶总投资４８００万元的獐
儿沟建筑用砂矿项目；完成总投资１８７５万元的永
登县河桥利民建材厂年产６０００万块煤矸石烧结砖
全自动生产流水线项目；完成总投资１５５０万元河
桥镇生活垃圾处理工程项目的９２５万元一期项

儿教育需求的村实现了幼儿园全覆盖，农村适龄
幼儿人园率达到９０？？上。因残疾无法接受普通
教育的残疾学生实行送教上门，建档立卡贫困家
庭幼儿保教资助政策全覆盖，建档立卡义务教育

目；完成总投资２２００万元的混凝土制品二期生产

学生＂两免一补＂和＂营养餐＂资助全覆盖。大
力推进农村文化建设，组织开展六月六药水沟文
艺汇演、鳌塔女娲伏羲文化节、乐山村第三届油
菜花观光旅游节、南关村迎国庆篮球赛等农村文
体活动，积极参加永登县第七届农村西片区篮球

项目的１１０４万元的投资。完成投资５００万元的服

赛。通过学习宣传、营造氛围、提升群众素质、

装加工生产线项目。完成投资２３９０万元的八家庄

收集资料等方式强力推进文明城市创建。

渣场环境风险控制工程。完成新建１６００万元的砂

石开采加工项目。

【社会综合管理】 全镇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从
全面开展向纵深推进，坚决打击各种不稳定因

【基础设施建设】 ２０１９年，全镇先后共投入资 素，为社会稳定和谐奠定坚实的基础。２０１９年，
金约１０１５．３８万元，用于道路修建、渠道衬砌、 全镇共核查办结非涉黑涉恶线索６条；收到办结
文化设施等一批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投资１３０万 ＂１２３４５＂民情通服务热线诉求件１０９件；排查调
元，完成蒋家坪村、主卜村、马军村、马莲滩 处各类矛盾纠纷 ９８ 件，调解 ９４件，调成率
村，连铝社区建设级办公阵地共计１３００余平方 ９６？？？彻＂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
米；投资９９万元，完成乐山村、马军村、马莲滩 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巡查监督管理，全年开展
村、团结村共计９公里渠道衬砌项目；投资１３６ 安全检查１４次，下发整改通知书２８份，补充完

万元，完成河桥村、南关村共计４公里道路硬化 善各类档案资料，有效保障全镇安全生产。坚决
项目；投资７０万元，完成马莲滩村０．３１公里护坡 履行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严守生态保护底
衬砌项目；投资５０万元，壮大河桥村村集体经济
发展；投资１１２．７８万元，完成异地扶贫搬迁后续
产业发展项目；投资 ３５０万元，完成蒋家坪村、
马莲滩村、七里村、团结村、四渠村农户卫生厕
所改造１０００ 户；投资４２万元，完成蒋家坪村、
马军村、马莲滩村、主卜村、四渠村、七里村、

线，全面推行河长制，设立镇村社三级河段长，
河洪道管理得到加强。全面整治非法采砂采矿

行为。
【环境综合整治】 开展＂三大整治＂专项行

团结村公共卫生厕所７座；投资２５．６万元，完成

动，全镇整合环境整治财政扶贫专项资金、共管
共享资金、全域无垃圾资金和村庄清洁行动专项

马主卜村、鳌塔村４３．５亩大接杏种植项目。

经费，共计投入１５０万元，出动人员５０００余人

次，拆除乱搭乱建柴草棚１８０余处，残垣断壁８０
【社会文化事业】 根据部分群众因病、灾、供

学困难等情况，为４８ 户因病、因灾、因学、肇事
肇祸困难群众申请县级急难型临时救助资金
２５２５０５元 ，受益２００人。为７９户困难群众发放
每户不高于５００元，合计６万元的乡镇临时救

余处，露天厕所１７０余处，村庄风貌的提升方面
主要以巷道硬化、地坪硬化、村庄点亮工程、庭
院清洁为抓手，完成巷道硬化４公里、地坪硬化

１０３００余平方米，修缮边边角角，整体上美化村
道。新装路灯１８０盏，满足村民的夜间出行需

助。为２５４户，１０６４人发放不超过１０００元的冬春

求。脏乱差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全镇人民人居环

救灾款，合计１８５０００元。健全完善控辍保学长效

境明显改善。

机制，适龄学生义务教育失学辍学率为０，有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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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概况

领导名录
镇党委

连海地区。旅游资源、节会文化，河湟有名。四

大渠系——登丰、连丰、河水与河桥大渠为万顷
粮田和工农业生产提供着灌溉饮用保障。其产业

书 记 王耀福

记 白受云（兼）
副书记

结构，随工农业发展合理调配，农业以盆地内的

黄小成（５月任）

小麦、陆地蔬菜、日光温室、地膜玉米、洋芋，
海拔稍高的地区以药材、菌种、育苗，花卉和
猪、牛、羊、鸡、鸭、鹅等特色种养殖产业为

镇人大
主 席 毕建忠（２月任）
镇政府
长 自受云
镇 长
副镇长 杨 雲
镇纪委

主。靠满足市场需求、促销增收、连年创产业新
高。工业以连铝、西铁水电、建材、冶金、矿
产、建筑、运输业等为体系。搞科技环保、引新
改旧、增值升效。全镇－、二、三产业彰显活
力，尤其农家院、产业园、旅游节、文化节的兴
办，育苗护林、花卉、苗木栽培大面积推广，为
连城开发、建设美好家园做出了积极贡献。

同斌
盛慧

书 记 张旭贤

武 装
部 长 叶成隆

【建置沿革】连城西汉时属浩瘳县、三国、魏

党建办

主 任 韩 晶
（赵研研）

连城镇

时、西晋、十六国时均为金城郡所领六县、七县
之一。南北朝、北魏、北周浩癣县改属鄯州，乐
都郡（不久废止）。隋唐时，先属吐谷浑后为吐

蕃领地（唐蕃古道通连城，唐王曾邀天竺５００高
僧到五台山，途经连城于石屏山圣地避暑，始建

山寺。宋属确斯罗 ５０余年。宋夏交战在连城一

【概况】连城镇位于东经１０２°２３＇～１０２°２７＇， 带，筑城设堡、架桥通路，遗迹甚多。犹如十二
北纬３６°３１＇～３６°５１＇。地处永登县城西６０多公里 连城，震武军、大同城、八堡川、摩崖石刻等遗
处的大通河谷盆地，旧时西汉浩亶（门）县境
内，两省三地四县交界、人居村落分布大通河两
岸，八宝川、冶金谷腹地的上端，鲁土司衙门所

古汗明阅湍王之邀）赴凉州会盟，路过连城观石

在地。东南西北分别与红古、乐都、互助、天祝

屏山盛景，建寺命名＂却嘎林＂。明清自朱元璋

等县区毗邻，四隅有十二城堡相守防护，自古就
是佛教圣地、政治、军事、文化、经济中心。辖
区总面积４２３平方千米，东西窄，南北狭长。年
均降雨量４１９毫米，年均气温７．４℃Ｃ，全年无霜期
１１９天，其中耕地２６１２４亩，占总面积的４．２？？
天然林和草牧资源达３７万多亩，森林覆盖率达
６２？？上，平均海拔１８９０米，气温变化较大，四

麾军逼京，元顺帝逊国而逃，安定王脱欢扈从不

迹尚存。元朝乃马真五年，西藏法王萨迦班智
达·贡嘎坚赞及侄八思巴和恰哪多吉应约（即蒙

及，流落河西，降明被安置于连城，从封土司民
至１９３１年改土归流， 治第连城５６０余年。民国
至共和国成立，１９４９年１０月连城解放至今属永
登县管辖，期间有几次更名∶民国设过连城六
区、连城八区、次后设八宝公社、井冈山公社、

连城乡、连城镇。

季明显，冬有北国风光，夏有绿水青山。全镇八
村一社区，即浪排、连城、东河沿、淌沟、丰 【特色小城镇建设】编制完成《永登县连城镇
乐、永和、明家庄、牛站村和铁家台社区。总人
口３３６５２人。其中农业人口２．６万人。河西铁路与
兰青线相接，河东国道３４１、省道３０１公路纵贯

总体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３５年）》，连城３镇＂土司

文化小镇＂建设稳步推进，村容村貌不断改善。
结合连城镇两省三地四县区交汇优势，综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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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登年鉴（２０２０）

村镇规模、区位和交通条件等因素，构筑＂一元实施明家庄村人饮改造提升工程；连城村人饮
主、两副、一轴＂的镇村体系格局。启动编制完 改造提升工程主管道铺设全面完工并通过验收，
成《永登县连城镇土司文化特色小镇建设规划》 入户管道安装有序推进，入户率达到８５？？上；
《连城镇控制性详细规划》《连城镇文物保护规 有效解决１５００余户６５００余人的饮水安全；投资
划》初稿，经过一轮的部门意见征求。规划立足 ５２万元实施了东河沿村提灌工程一处，解决４００
土司文化、生态文化完美融合，大力发展旅游 余亩地的灌溉难问题。筹集多方资金，投资７０余
业，打造西北文旅基地；通过旅游业发展带动第 万元扩建东河沿村、明家庄村办公阵地４５７平方
三产业、私营经济发展与城镇转型，促使连城镇 米，全面完工并投入使用，改善村级办公条件，
由单一资源型城镇转向旅游服务型城镇。推动工 提升服务群众的能力。

业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推进招商引资，提高资源
利用率，发展配套产业，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建

万元的国保单位显教寺修缮工程完成山门、金刚
殿、大殿等古建筑和地面和围墙的维修；总投资

【脱贫攻坚工作】 坚持补短板、强弱项，推动
脱贫攻坚提质增效。２０１９年，连城镇研究制定
＂３＋３＋１＂冲刺清零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在全镇８
个村开展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三保
障＂和饮水安全、易地扶贫搬迁、到户产业发展
及软件资料（以下简称＂３＋３＋１＂）拾遗补缺、

４５７万元的鲁土司小教场修复项目基本完工，项

冲刺清零专项行动，用＂过筛子＂办法，逐户逐

目拆除原有废旧校舍，完成电路改造，平整硬化
场地，修建围墙，恢复膳食房，建设办公用房
等，全面建成后将成为鲁土司衙门游客集散地，

人对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饮水安

设，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促进镇内工业经济持续
增长，实现文商旅三套车齐进、农工科三产共兴

的目标。规划城镇面积达４平方公里，投资 １９５

同时也为周边群众提供一个宽敞、美丽的文化活

动场地。鲁土司衙门生态停车场项目完成科研、
地勘、设计等前期工作，土地、环评等手续在办

理中。

全、易地扶贫搬迁、到户产业发展及软件资料七
个方面底数进行摸排核实，集中排查发现短板问
题。全镇辖区内所有适龄儿童均全部接受九年义
务教育，全面享受＂两免一补＂＂营养餐＂等补

助政策，全镇现无因贫失学辍学儿童，因身体残
疾不能到校就学的均已安排专人定期送教上门服
务；全年申报＂雨露计划＂２１人；对５６ 户建档

【基础设施建设】 坚持稳发力、夯基础，推动
人居环境成效显著。实施人居环境巩固提升工
程。２０１９年，争取实施道路硬化９公里。其中，
连城３公里、永和村２公里、浪排２公里、丰乐２

立卡户发放产业奖补资金９．４７万元，扶持４０户建

档立卡户发展＂五小产业＂，发放扶持资金８．１６
万元；采取入户＂看、问、查、算＂等方式，更

公里，总投资３０６万元；完成新、旧３０１线连接

新完善２０１８年底剩余的１３２户贫困户的＂一户一
策＂帮扶计划，面对面了解贫困户发展现状，查

段道路改造工程；实施铁合金至中浪排段道路路

看就医、住院、上学等相关档案资料，通过对

灯安装工程，安装太阳能路灯１４０盏，为群众尤 村、户资料的整理，使全镇脱贫工作软件资料质
其是学生出行带来了便利，确保了安全。全镇８ 量得到提升，做到了数据精准，为打赢脱贫攻坚
个村配备 １０４名农村共管共享、公益性岗位人

员，成立环卫队伍，按照全村人口人均１５元的标
准保障了农村环境整治经费；为铁家台社区配备
垃圾箱４个，垃圾桶３００个，后压式垃圾车１辆，
农村生活垃圾收集率达到１００？？？施行政村公
共卫生厕所建设５所，实施农村居民户厕卫生厕

提供有力保障。２０１９年，全镇脱贫１２３ 户４１３
人。其中，兜底脱贫５７户１８３人，稳定脱贫６６户
２３０人，剩余９户３３人未脱贫，贫困发生率由

２０１８ 年的１．７？？至０．１３？？

【维护社会稳定】 坚持防风险、保稳定，稳步
所改造９００户；实施安全饮水项目，投资 １３０万 推进平安连城建设。以维护社会稳定为第一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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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深入推进＂百日攻坚战＂和信访＂一号工

盾纠纷。利用重大节会和＂６·２６＂国际禁毒

程＂，实现重大活动和敏感节点期间未发生到
京、到省事件，确保社会和谐稳定。生产生活安

日、青少年毒品预防＂６·２７＂工程等组织开展
五次大型禁毒主题宣传活动，为全镇的禁毒工作
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紧抓罂粟花开花灌浆便于
识别的有利时机，发动镇村社干部和派出所民

全工作取得成效，按照县、镇安委会安全生产大
检查活动的统一部署要求，充分利用＂青苗
节＂、＂四月八＂、农民工和学生返乡的有利契

警，集中开展＂踏查铲毒＂专项行动，发现罂粟
机，以村（社区）、企业为基本单元，大力开展 种植６０余株，对毒品原植物种植者警示教育１人
冬春季节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大排查、大宣传、大 次、治安处罚１人次，有效确保镇域内毒品原植
培训百日活动。镇党委、镇政府主要领导亲自带 物零产量。扎实开展吸毒人员帮教管控工作，落
队，深入一线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督导检查，以 实网格员管控责任，按时组织尿检和谈心谈话，
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为重点，狠抓各项安全防范 及时更新帮教档案。保障专项经费，加大禁、
责任措施落实。镇安监站联合镇国土所、两个派
出所、工商所等单位组织开展施工现场安全检

吸、贩毒行为查处和打击力度，全镇禁毒工作已

通过县禁毒办年度考核验收。

查；继续推进火灾隐患整治工作，强化对辖区内
小超市、酒店、学校、网吧等人员密集场所、易

【扫黑除恶】 持续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排

燃易爆单位的火灾隐患整改工作，继续认真开展
出租房屋消防安全整治工作。加强对辖区内小旅
社、小饭店、娱乐场所、个体作坊和出租屋等火

查扫黑除恶线索４条，办结４条，做到有线索必
查。开展培训宣传１８次，宣传人数８５００余人，

发放宣传资料１２０００余册，涂写、张贴扫黑除恶

灾多发场所的消防安全检查，确保人民生命财产 大型户外宣传标语６０余幅。充分发动和依靠群
安全。加大对辖区内各中小学和幼儿园的安全出
口、疏散指示、应急照明、锅炉管理、消防配
备、用电用火管理等方面的检查力度；暑寒假期

众，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对涉黑涉恶线

间要求各学校加强学生的安全知识教育，增强学

无处藏身。

索全方位开展集中排查、滚动排查，切实加强对

重点领域涉黑涉恶情况明察暗访，确保黑恶势力

生自我防护能力，防止发生溺水死亡事故。加强

烟花爆竹及易爆物品监督管理，加强了对市场的

【生态环境】 坚持保生态、守底线，打好蓝天

巡查清理。对各类人员密集场所安全设施的落实 碧水净土保卫战。深入贯彻落实县委相关精神，
以及应急措施到位情况进行了全面排查梳理。在 坚持守底线，持续做好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全镇９个村（社区）的主要道路和道路盲区设立 抓牢生态建设保护，推进蓝天保卫计划，切实做
警示灯，确保农村道路行驶安全，减少交通事故
发生；综治信访维稳反邪教工作取得成效，健全
治安防控体系，全镇重点区域安装监控探头总数
达４４个，对全镇重点路段实现全覆盖。建成并投

好大气污染防控工作，大力巡查整治焚烧垃圾和

心９个，以综治中心来统筹推进政法各项工作的
落实，平安与便民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建设应用正
常。对全镇范围内重点人群和重大不稳定因素采
取领导包案稳控措施，对涉邪人员逐人制定并落
实帮教管控措施和责任。着力加强信访维稳工
作，加大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力度，把矛盾纠纷化
解在源头、化解在萌芽状态，全年未发生重大矛

人次，发放宣传资料２０００余份；牢固树立＂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会同县委
县政府、县国土局、县环保局等多家单位和部门

秸秆行为。未发生土地污染、水污染、乱砍滥伐
违法占用林地等事件。完成生态退耕还林２０００

亩。完成镇级河长巡河６０余次，村级河长巡河
入使用镇综治中心１个、村级综治维稳反邪教中 ２００余次，组织镇村干部对河道垃圾清理１０８余

对镇域内的１６家非法采砂场（点）全数拆除完
毕，全面清理河道内的５家砂厂残余堆放的砂石

及工程机械等，全部恢复地类原貌，坚决遏制大

通河流域非法采砂行为。对中央环保督查、＂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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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登年鉴（２０２０）
盾＂行动、省市县督查等发现反馈的问题进行全

（社区）＂两委＂成员分级进行资格联审，共清理

面彻底整改，该拆除的拆除，该恢复植被的恢复
植被，该恢复原地类的恢复原地类，并不定期进
行督查，坚决盯死看牢，杜绝反弹；对生猪养殖

曾受刑事处罚、存在＂村霸＂和涉黑涉恶问题成
员６名，依法依规选优配强村＂两委＂成员；大

场除臭方面引进新科技生物降解技术，有效解决

生猪养殖企业散发出的臭味对周边群众生活带来
的不利影响。破坏生态、影响环境的问题得到有

作，全镇６个村实现＂一肩挑＂，比例达到７５？？
新改扩建东河沿、牛站２个村办公活动场所；积
极推广使用甘肃党建信息化平台，全镇１４个党支

效整治。

部、６５９名党员下载使用，各党支部＂三会一

力推进村党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一肩挑＂工

课＂、主题党日等党内政治生活甘肃党建信息化
【党建工作】 ２０１９年，全镇上下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落实
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党的组织路线，在县委
组织部的有力指导下，紧扣中心大局、服务大

局，积极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作为，各项工作取
得了新成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取得重要成果。紧扣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条主线，牢牢把握＂守初
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坚持

平台使用率达到 １００？？
紧盯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反馈问题和省委
组织部督查暗访反馈问题，认真抓好整改落实工
作。严格落实中组部＂四个一＂措施，集中整顿
提升软弱涣散村级党组织３个，党员群众的知情

度和满意度分别达到９９．３？？９８．３？？顺利通过
市委组织部第三方评估验收。强化党员教育管
理，全年发展党员７名，教育转化信教党员１

名；抓党建促脱贫成效显现。紧密结合全镇中心

将四项重点措施有机融合、统筹推进、贯穿始 工作，积极为党组织、党员发挥作用搭建平台，
终，组织全镇１４个党支部、６５９名党员开展主题
教育，取得了明显成效。将学习教育贯穿始终，

重点依托＂三支队伍＂、＂阳光洒满农户庭院＂党
建载体，＂脱贫攻坚我们在行动＂主题党建活

组织集中学习研讨１６３人次，举办读书班１５期、 动、党员设岗定责等，全镇广大党员在脱贫攻
参加学习４２６人。将调查研究贯穿始终，围绕调 坚、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信访维稳、乡村振兴
研主题，开展专题调研１６次，召开调研成果交流 等重点工作中带头作为，党员和干部行在前、做
会２场（次），结合调研讲党课２４场（次），解决

在先，推动主题教育成效转化为实践成果。通过

实际难题１４个。将检视问题贯穿始终，广泛征集
并梳理意见建议６２条，围绕群众关切的热点难点

＂支部＋公司＋农户＂的发展模式，带动村级主导
产业和集体经济发展，实现所有村不同程度都有
主导产业、有集体经济收入；牛站村探索走文化
产业化道路，通过春节社火展演，２０１９年村级集

问题，以及巡视巡察、暗访督查、专项检查反馈
的共性问题，检视问题６８条。将整改落实贯穿始
终，确保整改检视问题边学边查、立查立改，即

体经济收入达到１６万元。

知即改、应改尽改；紧盯８个专项整治问题，查

找并整改专项整治问题５个，集中解决群众反映
强烈的道路、水利等＂急难愁盼＂问题，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得到有力整治，让群众真切感受主

题教育带来的变化和成效。
【队伍建设】 扎实推进党支部建设标准化，分
领域培育＂脱贫攻坚我们在行动＂主题党建活动
暨党支部建设标准化示范点２个。以＂四抓两整
治＂为抓手，结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对７８名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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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平安

部门，对全乡各村的饮水问题进行全面排摸，对

纪委书记唐香山

武装部长李 磊
（陈红然）

坪城

排查出的１１项问题维修改造，重点涉及小砂沟、
三岔、井儿沟、坪城和白土咀等五个村，解决供
水不正常的问题。全面推进产业扶持和环境整治
工作，解决群众增收难与环境卫生差的问题；对

全乡扶贫对象进行动态管理，扎实开展扶贫对象

基础数据、帮扶措施等相关信息的采集、更新、
【概况】 坪城乡位于东经１０３°０８＇～１０３°３７＇， 完善工作，做到账账相符、账实相符。巩固提升
北纬３６°４９＇￣３７°１０＇。地处永登县东北部。东接 边缘户、监测户摸底核查与政策落实工作。
景泰县正路乡，南邻本县上川镇，西与本县武胜
２０１９年，全乡脱贫８９户２７２人。其中，稳定
驿镇、中堡镇相邻，北依天祝藏族自治县，并多 脱贫４６户１４６人、兜底脱贫４３户１２６人、剩余未
处插花，互有深入。总面积５３４．２平方千米，平
均海拔２６００米，最高海拔２９３４米。乡政府驻地

脱贫３户１１人，贫困发生率由２０１８年的１．８？？
降为０．０７？？自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全面启动

坪城村距县城３６千米。面积５３４．２平方公里，人

两年以来，全乡１３个行政村以残垣断壁、废旧宅

口１．７万，有汉族、回族、满族、藏族、土族、 院拆除，土围墙、土大门、土厕所和院内土地坪
蒙古等民族。天（祝）坪（城）公路经乡境。坪 改造等＂六小工程＂为重点，建档立卡户和非建
城乡是兰州市副食品基地。距兰州１６８千米，距
永登县城３５千米。辖长山河、白土嘴、中塘、满
塘、坪城、歇地沟、横沟、高家湾、火石洞、英
鸽嘴、井儿沟、三岔、小砂沟１３个村委会，６５

个村民小组，４５３８ 户１５７０４人。

档立卡户实施差异化补助政策。截至２０１９年底，

全乡共计投 资 ２４３６．３８８万元，拆除残垣断壁

１５２４７米、废旧房屋１２９２间，改造土围墙６０６０５
米、土大门８０３座、土厕所５４８座、院内土地坪
２８７１９平方米，全乡环境综合整治工程第一阶段

的任务全面完成；投资近 ６２２万元，推进环境综
【建置沿革】 １９５１年建坪城乡，１９５８年改为公 合整治项目，以厕所改造、清洁村建设和环境综
社，１９８３年复建乡。
合整治为重点，在长山河、歇地沟、坪城、英鸽
咀、小砂沟和中塘六村改造厕所９００座，竣工并
【脱贫攻坚】 全面查漏补缺，逐项挂号整改， 通过验收。新建公共厕所７座，建成清洁村９
顺利通过省级脱贫退出评估验收。严格按照脱贫 个，配套分发太阳能灶３５８个、节柴灶３５８个；
退出验收指标要求，紧盯＂一收入、两不愁、三

制定并推进共享共管与公益性岗位人员统筹管理

保障＂，集中所有力量，逐户核查，逐项落实，
实现全面达标。３月底，通过省级脱贫退出评估

办法，保证人员管理正规化、运行机制长效化。

２０１９年，对个别村帮扶单位和驻村工作队成
验收；紧盯问题短板，集中力量，认真开展拾遗 员进行调整，保证每个驻村工作有３名市县帮扶

补缺、冲刺清零专项行动。制定实施方案，对建
档立卡贫困户、巩固提升户、返贫户等重点对

象，因户施策、因人施策，切实分析找准解决短

板问题、实现脱贫提升的突破口，进一步细化完
善＂一户一策＂，扎实推进帮扶措施落实。危房
改造∶积极申请住建部门，安排权威鉴定公司，

对全乡剩余的４７４户的住房安全等级进行全面入
户鉴定核查，对符合条件的５４户实施危房改造工

程，总投资为２４４．８万元。安全饮水∶会同水务

２０１９年３月，为贫困户发放精准扶贫宣传手册

·３４１·

永登年鉴（２０２０）
干部，各驻村工作队成员全部到位、有序开展帮 【项目建设】 道路建设方面∶中坪公路建设工

扶工作；全乡落实项目８个，积极协调项目２２
个，总投资为１８１７万元；火石洞和英鸽咀两村

程除个别桥涵路段外，路基已全线贯通；投资
５４１万元，硬化巷道１５．１千米；对投资１９０万元

＂爱心超市＂建成营业；小砂沟＂扶贫车间＂建

的巴家扎至白土咀村２．９７千米道路硬化项目、投

成投产；火石洞村级办公阵地扩建；英鸽咀村地 资２０４万元的长山河、小砂沟两村６千米巷道硬
沟上水等项目全面竣工；小砂沟村举行兰州市

化项目进行招标。水利建设方面∶投资８０万元的

＂脱贫攻坚·文明同行＂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 农村安全饮水工程、投资２２万元的小砂沟六社人
务示范活动；市档案局联合爱心企业为小砂沟村

饮机井建设项目全面竣工；投资近 １０万元的三岔

捐资捐物；市委机关服务中心、市委党史办为满 村五六社自来水改造工程，积极与天祝县水务部
塘村协调实施绿化项目。
门协商实施。
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方面∶全面竣工并投入使
用包括投资１０４万元的高家湾、井儿沟、中塘和

火石洞等４个村的村级办公阵地建设项目。投资
２０万元的坪城、白土咀２村街面砖化项目。投资
８７万元的歇地沟村易地扶贫搬迁新村水毁设施维
修项目。投资１８万元的白土咀小学维修项。投资
２００万元的长山河、坪城、火石洞、英鸽咀四村

＂一事一议＂村庄亮化项目；组织招标的包括投

２０１９年１月份，为易地搬迁户发放活动生活用品

资４０万元的三岔、满塘、小砂沟三村环境整洁村

【产业发展】 投资１３４万元的英鸽咀村地沟上

项目。投资８０万元的坪城、小砂沟两村绿化项目
和投资１４２万元的坪城乡环境整治项目。

水项目和投资 ３０万元的小砂沟村抗旱应急水利工
程源头治理项目全面竣工；投资６５１．８１万元的坪

【社会治理】 全面落实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制、

城、长山河两村５０００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完成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
总工程量的８５？？上；投资３５万元在英鸽咀村衬
砌灌溉渠道４．０２公里，新建井房一座；投资３１万

理责任制，不断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

化、制度化，继续深化严打暴恐活动专项行动，

元的高家湾、井儿沟两村产业扶持项目；投资４２ 加强风险防控和阵地管控工作。聚焦打防融合，
万元的坪城村灌溉管道建设项目；投资２０万元的 注重合成效能，纵深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禁
横沟村排洪渠道建设项目等一批富民产业项目正 毒人民战争，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维护
在招标；歇地沟村育苗棚和英鸽咀村蔬菜保鲜库 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继续推行乡村社层级综合管
完成设备调试进行招租；白土咀村蔬菜冷库配套

扩建项目全面竣工；全乡扶持高原夏菜种植地膜

１８吨；举办科技培训班２期１２０人次；土地流转
面积达４．２万亩；全乡高原夏菜和牧草种植面积

理制度，全乡安全形势持续向好。卫生服务稳步
推进，民政救助准确到位，应急抢险准备充分，
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与农
村合作医疗保险运行正常。

分别达到０．５万亩和５万亩；全乡肉羊饲养量已突
破１５万只；众联水泥公司和祁连山水泥公司矿山

正常生产；投资７０万元的坪城村扶贫车间建设项

领导名录
乡党委

目进行招标；坪城村商贸一条街规模品位得到大 书 记 张兆存
幅扩大提升；三岔村依托毗邻天祝县城的优势，
餐饮业发展势头强劲。

·３４２ ·

副书记 高文全（兼）

蒲生元

乡镇概况

乡人大

武，属凉州，曾先后被前凉、前秦、后秦、后

主 席
第王 永

凉、南凉、北凉占领。南北朝西魏设广武县，
曾为吐蕃六谷政权管辖。西夏设卓罗和南监军

乡纪委
书 记 李蛟龙
乡政府
乡 长 高文全
副乡长 张海挺

武装部

司。元属庄浪县。明属庄浪县、庄浪卫。清属
庄浪卫、庄浪千户所、平番县、庄浪茶马厅。

民国属平番县、庄浪理番委员会、永登县、庄
浪理番委员会。１９５１年建七山乡，１９５８年改为

杨阳
霍发宏

部长 徐大荣

公社，１９８３年复建乡。
【脱贫攻坚】 七山乡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
甘肃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脱贫攻坚正

（施耀剑）

是最吃劲的时候，必须坚持不懈做好工作，不获
全胜，决不收兵，确保目标不变、靶心不散，紧

托山

盯＂两不愁三保障＂补短板强弱项，稳定实现４３

【概况】 七山乡位于东经１０２°５４＇～１０３°１４＇，
北纬３６°１８＇～３６°３７＇，地处永登县西南部，东与

降为０．０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富民产
业∶持续夯实脱贫增收基础，落实产业奖补到户

户１２３人脱贫，贫困发生率由２０１８年的１．８５？？

红城、龙泉寺镇接壤，南靠红古区，西接河桥镇 资金２６．２５万元，带动贫困户１９４户；落实＂五小
及红古区窑街镇，北与通远乡毗邻。乡政府驻庞 产业＂到户资金３．３万元，受益３３户；落实２０１９
沟村海西社，距县城５５千米。属温带大陆性气
候，气候干燥，降水少，蒸发量大，光照充足，

太阳辐射较强，昼夜温度变化剧烈。冬季寒冷时

年产业扶持资金入股分红１５．７万元，带动贫困户
１８７户。就业培训∶按照＂培训一人、输出一
人、就业一人、脱贫一户＂的目标，精准实施就

间较长，夏季凉爽时间较短。共辖９个行政村６８ 业技能培训，举办＂陇原巧手＂工艺品编织和电
个社，总人口２４２６户７４６１人。全乡总面积６８３平
方千米，平均海拔２２００米，年均气温５．３℃，年

焊班培训１期，培训学员５３人次，提高贫困劳动
力就业技能。医疗保险∶全面落实＂一人一策＂

均降雨量２４０毫米，无霜期１１９天。耕地面积 健康帮扶计划，着力构建分级诊疗、先看病后
６７２４４亩，草山面积８９万亩。主要种植双垄沟播 付费、医疗保险、兜底保障、疾病应急救助和
玉米５．４万亩、旱砂西瓜４５００亩、大接杏１０００
亩。全乡肉羊存栏８．４万只、生猪存栏８０００头，
无一家工业企业，是典型的纯农业乡镇。全乡现

家庭医生签约等医疗保障机制，为全乡建档立
卡户特殊慢性病长期门诊治疗４６７人次，报销医

疗费用２８．１５万元。建档立卡户住院治疗４１６人

有九年一贯制学校１所，幼儿园１所，共有专业 次，报销医疗费用２２９．４６万元。全乡城乡居民
合作社４６家。全乡现有党支部１１个（农村党支 医疗保险参保５４９８人，缴费１３４５．７万元，为１１０
部９个），党员３４５名。
【建置沿革】 七山因境内有七座＂山岑＂而得
名，西汉设允街县，属金城郡。新莽时期设修
远县，属西海郡。东汉设允街县，属凉州刺史
部金城郡。三国（魏）设允街县，属雍州金城
郡。西晋设允街县，属凉州金城郡。东晋十六
国先后设广武县、广武郡，南梁曾建都于广

名特困和一类低保贫困人群全额资助保险金２．７５
万元，为５３３名二、三、四类低保贫困人群差额
资助保险金 １０．６６万元，为２００３名建档立卡一般
人群差额资助保险金１０．０１万元，贫困群众健康

更有保障。
【产业发展】 巩固种植双垄沟播玉米 ５．４万
亩、旱砂西瓜４０００亩、七山泉碱羊存栏８万只的

·３４３·

永登年鉴（２０２０）
同时，以规范运行农民专业合作社为抓手，坚持

时机，在各村道路两旁、村庄周围种植连翘、刺

优化产业结构促增长，发展特色产业促增收。投

玫、云杉等景观树苗１１５００多株，乡村面貌得到
美化绿化，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投资 １１２．８８万
元，完成长沟、庞沟、官川、岢岱４个村４５４座
厕所改造工作；投资１８万元，完成苏家峡、地

资８０万元，在长沟、庞沟、官川、鱼盆、雄湾、
岢岱等６个村种植扁杏４０００亩；投资４８万元（其

中，政府筹措补贴资金１６．６６万元），由永登久昌
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和永登县永富贵蔬菜种 沟、前山３个村公共厕所建成工作。
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等４家合作社在长沟、官川、
苛岱、庞沟、苏家峡、地沟、前山等７个村种植 【社会事业】 全面落实惠民政策，社会保障体
旱地辣椒８００亩。充分发挥帮扶单位人脉资源， 系不断健全，全乡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人口
促进消费扶贫，销售大接杏１．５万斤，销售旱地 ３２１５人，参保率达到９５？？上，为１４９５人符合
辣椒１．８万斤，有效解决了群众农产品销售难的

参保对象的建档立卡人员代缴城乡居民养老保

问题。按照＂示范带动一批，规范运行一批，帮

险，补助资金１４．９５万元，参保率达到１００？？累
计发放低保、五保、医疗救助、重点优抚对象补

扶激活一批，注销关闭一批，培育发展一批＂的
思路，对全乡５１家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规范提 助、困难残疾人两项补贴等各项补助资金２２６．４
升，不断探索推进以农户为主体的＂龙头企业＋
合作社＋农户＋村集体＂发展模式，大力提升合作

万元。发放粮食直补、农机具购置及燃油补贴、

社带贫致富能力，发展特色产业促进农民稳定增

专项斗争，发放《致全乡人民群众的一封信》

收，巩固脱贫攻坚的产业基础。

１２００余份，进行入户走访调查１００人次，排摸办

草原奖补等补助７２５．７５万元。大力开展扫黑除恶

理线索３条、转办线索１条。开展＂七五＂普法
【基础设施建设】 道路建设方面∶投资１３６万
元，硬化长沟、庞沟２个村社内巷道４公里；投

宣传活动２次。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农产品及食

资２９．７万元，砂化地沟村通社道路８．５公里；投
资８万元，砖化岢岱村社内巷道４００米。水利建

体形势稳中向好。做好信访维稳工作，妥善调节

设方面∶ 建成官川村小钱家社和什拉沟社自来水
泵房１座；新建长沟村七旦沟社、官川村小钱家

他信访案件７５起。大力宣传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

社和什拉沟社３０立方米蓄水池３座；投资１６万

元，在岢岱村修建１２００立方米蓄水池１座；投资
１２万元，完成５２户净水器安装工作。危旧房改

成立７０周年及六个＂十佳＂选树等活动。同时，
在工会、残联、共青团、妇女儿童、武装、民族
宗教、档案、统计、应急、气象等方面工作也取

造方面∶投资３５万元，在长沟、官川、鱼盆３个

得新成效。

村维修墙体１８６００平方米；投资１０万元，新建围
墙４００米；投资９．３万元，完成新排摸的危旧房改

造３户，全部入住。村级办公阵地建设方面∶投

资５５万元，扩建庞沟、鱼盆、雄湾３个村办公阵
地各 １００平方米。公共设施方面∶投资 ３００万
元，完成七山乡卫生院业务用房、周转宿舍３４间
９７５平方米；投资４５万元，在官川村、七山中心
学校安装太阳能路灯１００盏；投资１４万元，建成
庞沟村庞上社文化广场１处。

品药品安全、非洲猪瘟防控等工作，安全生产总

矛盾纠纷２７件，及时答复＂１２３４５＂民情通及其
值观，开展３期＂脱贫励志大讲堂＂、庆祝新中国

【自身建设】 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为抓手，积极推进中心组集中带头学、
书记讲党课广泛学、党员交流研讨学、试题测试
验证学、微信推送随时学＂五学＂模式，先后开

展读书班５４场次、专题研讨２６场次，完成学习

心得４００余篇，全乡干部理论水平得到提高。坚
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牢固树立
法治理念，恪守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

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等依法行政

【乡村面貌改善】 七山乡利用春季植树的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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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主动接受乡人大的监督，加强决策合法性

耕地面积８７５８８亩，拥有党支部１２个，临时党支

审查，推进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

部１个。共有党员５５４名，其中预备党员８名，外
出流动党员 ５６名。因境内的一条沙沟通向远方而
得名，交通便捷通畅，是农业项目落户的重点规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精神和省市县

委、政府具体规定，驰而不息纠正＂四风＂。强
化行政效能建设，持续推进＂最多跑一次＂政务
服务，提高办事效率。全面加强政务公开，坚持

划区。

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保障广大群众的知

【政区沿革】 １９４７年前曾设通远堡，１９４７—

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及时回应群众和社会关
切，增强群众法治获得感，着力打造勤政廉洁、
务实高效的干部队伍，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
生态，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信任，不断提升政

１９５１年改设牌楼区，１９５１年建通远乡，１９５８年
改为公社，１９８３年复建乡，２０１７年撤乡建镇。

府公信力和凝聚力。

成验收退出任务，贫困人口退出１０２ 户２８９ 人
（其中稳定脱贫６１户１９０人，兜底脱贫４１户９９
人），剩余４个村７户２４人未实现脱贫，全镇贫困

领导名录
乡党委

发生率下降到０．１４？？通过建立农机合作社、出

书 记 崔红山
副书记
任延成 （兼）
王顺泰
乡人大
主 席 张学乾

租闲置集体养殖场、与有实力的龙头企业合作和
折股量化村级集体经济扶持资金分红等形式，大

力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利用省市县脱贫攻坚惠民

政策和产业资金，全面分析镇域区位特点，探索
提出符合通远镇实际的＂十大产业＂构想，联系

乡政府
乡长 任延成
副乡长

乡纪委

【脱贫攻坚】２０１９年，共有６个贫困村圆满完

部队在捷岭村试种５０亩高品质钙果树，开发３００
余亩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休闲旅游于一体的

钱文斌
魏孔元

田园综合体项目，努力做到扶志与扶智相结合、
大户带动和村集体同发力，初步形成以村民为股
东、合作社为载体、信贷政策为支撑的乡村产业

书 记唐
唐香山（１１月免）

李 芬（１１月任）

发展新模式。
产业扶贫方面∶ 肉羊养殖规模达到５．４５万
（张 红） 只、生猪养殖规模达到２．９３万头，玉米种植面积

通远镇

达到３．１万亩，马铃薯种植面积达到５０００亩，黄
芪种植面积达到１２０亩，陇椒种植面积达到１４０

亩。在晓林、牌楼、团庄、涝池等４个村建成使

【概况】 通远镇位于东经１０２°５４′～１０３°３８＇，

用４个总装机容量３６６千瓦、总投资２５３．１３万元
北纬３６°３２＇～３６°４５＇，地处兰州市西部，东与本 的光伏扶贫电站。在团庄村落实资金 １６４万元、
县中堡镇、城关镇、柳树乡、大同镇接壤，南与
本县七山乡、河桥镇为邻，西连民乐乡，北靠武

建成１７座陇椒新型日光温室。积极协调安宁区政

水量 ３４６ 毫米，无霜期１０９ 天，年平均气温

就业扶贫方面∶ 按照＂培训一人、输出一
人、就业一人、脱贫一户＂的目标，积极争取帮

府，通过政策帮扶等方式，实现牌楼村生猪直销
胜驿镇。距县城３３千米，是全县欠发达，贫困指 安宁桃海市场。成立以生产＂把把面＂和面制品
数较高的乡镇之一。全镇平均海拔２４１３米，年降 加工为主的康寿祺面粉加工厂。

４．７℃。全镇总面积４００．９平方公里。全镇共辖１０

个行政村、８３个村民小组，４９４８户、１６６４９人。 扶单位和市、县行业部门政策资金支持，重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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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登年鉴（２０２０）
建档立卡户中有劳动能力、有外出务工意愿的劳

化人居环境、推动＂厕所革命＂的号召，按照因

动力进行技能培训和劳务输转，２０１９年，举办劳

地制宜、分类推进的原则，在牌楼村、团庄村完
成卫生改厕３８３户，在人口密集的牌楼、团庄、
临平、张坪、涝池等村新建公共厕所５座，既改
变农民的传统卫生习惯，又更新农民的卫生

动技能、实用技术等培训９期４９５人次，输转建
档立卡户３２６人次，实现劳务创收５８０万元。同
时，增设公益性岗位 １８９个（镇上自主安排２５
名、向上争取公益性岗位１６４名），本着贫困户优
先分配的原则，安排生态护林员５３名，交通劝导

观念。
饮水安全方面∶为改善水窖水质、解决安全

员及道路维护员 １７名，公益设施管理员１０名，
乡村绿化员６名，明长城看护员２名，卫生保洁

饮水问题，更换观察井７０多户，统一为晓林村、

及其他岗位９９名，有效提高贫困户人均纯收入，

贫困户安装净水设备。
为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全面建

降低脱贫户返贫风险。
教育扶贫方面∶全面落实从学前到大学的各
项教育扶贫政策措施，各项补助补贴资金足额发

放到位，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实现＂零辍
学＂，义务教育巩固率１００？？对符合＂雨露计

上坪村、团庄村、捷岭村、张坪村、涝池村９９户

立＂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
格＂的现代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根据１１月份《永
登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界定工作实施方

案》要求，及时召开会议进行安排部署，并对全

划＂两后生条件的４５名中高职及大专学生，及时

镇干部及各村＂两委＂班子开展产权制度改革工

进行审核、报备、补助，确保了补助零盲区、无

死角、全覆盖。

作事宜进行专门培训。２０１９年，各村按照镇上方
案要求，完成动员部署、排查摸底、草案上报、

健康扶贫方面∶继续推行＂１＋３＋２＂健康扶
贫工作模式，不断完善建档立卡户＂一人一策＂

办法票决、成员身份界定公示等阶段性任务，后
续工作将根据时间节点稳步推进。举办永登县

健康档案，实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全覆盖、建档

２０１９年＂精准扶贫、你我同行＂扶贫日系列活动
启动仪式暨送文化、科技、卫生等下乡活动，广

立卡人口参合率１００？？标。
社会保障方面∶ 为４８８户１３９９人低保对象发 泛宣传中央和省、市、县关于扶贫、惠农、医疗
放低保金２６３．４９万元；为９０户１１２人五保对象，
发放供养资金６８．３０万元；为２７户临时救助对象
发放救助资金１２．５２万元；为２５０名残疾人发放生

卫生等各项政策。积极开展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创
建工作，促进村级红白理事会全覆盖，着力形成
＂喜事简办、旧俗新办＂的新风尚，共登记备案

活困难残疾人补贴资金３０．０３万元；为３２０名重度

婚丧嫁娶事宜６０余件。广泛开展＂传家训、立家

残疾人发放重度护理补贴资金２０．２万元；为其他
残疾人发放各项资金１１．８５万元；为１４４名重点优

规、扬家风＂活动，弘扬传统家庭美德、现代家
庭理念，建设新时代家风文化，大力营造家风

抚对象发放资金５７．１４万元。２０１９年，全镇参保

好、民风纯、党风正、政风清的良好氛围。

人员为１１４３３人，参保率９４．６？？发放社保卡
５６５２张，６０周岁以上人员生存认证已认证２８６１ 【民生保障】 易地扶贫搬迁∶ 按照＂因地制

人，未认证４０人，完成率９８．６？？计生方面∶ 为 宜、因户施策＂的要求，结合实际，持续抓好项
１０５对夫妻办理一、二胎生育登记卡，其中一胎
４６对，二胎５９ 对，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６
个，发放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８６６０元、计划生育
家庭特别扶助２７．１２万元、特困救助１．１万元。

目竣工验收、后续产业培育、拆旧复垦复绿和安

危房改造提升方面∶实施危房改造３４户，其

年９４万的占地补偿款问题、边岭和八公里两个易

中＂四类人员＂４户，县级改造３０户。

置搬迁群众等工作，重点通过特色种养、光伏扶

贫、乡村旅游、公益岗位、劳务输出、资产收益

分红等多种措施，妥善解决牌楼村新站社拖欠３
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新出现问题，顺利实现６３７亩

厕所改造方面∶ 积极响应中央和省市县委优 土地增减挂目标和整户拆除６村２１个点６３１户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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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的任务。针对上坪、边岭、临平自来水管线

违反规定的及时予以警告处罚。

长、地形复杂、水毁现象点多面广的实际，调动
党员干部、公益性岗位、建档立卡户的积极性，

【社会治理】 坚持＂稳＂字当头，牢记新中国

对２．８公里管线进行深埋改造，有效预防冬季冻
管现象的发生，切实实现群众＂搬得出、稳得
住、能致富、可融入＂的目标任务。健全完善

《通远镇农村环境卫生整治长效机制管理办法》，
严格实行＂日清日扫、全天保洁＂的卫生保洁制

成立７０周年大庆维稳安保工作的职责使命，立足
源头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着力补短板、强弱
项，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提升社会治理
能力，有力维护全镇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按
照中央和省市县委工作部署和中央扫黑除恶第１９

度，积极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督促保障辖 督导组反馈问题整改要求，及时成立由党委书记
区卫生整洁。立足国道３４１过境线路长、沿线村 为组长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领导小组，对标
容村貌较差的现状，充分调动发挥７９名卫生保洁

对表，全面开展了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扫黑
除恶政策大宣传、辖区乱点集中整治、线索大排
查大清零、＂打伞破网＂等专项行动。共排摸出

员的作用，整户拆除１０１６ 户，铺设吸水砖１．５万
平方米，硬化巷道４公里、初期渠道８公里，修
剪巷道树５０００棵，治理三堆五乱１２００余吨，整 ３９条线索，收到上级转交线索４条（不属于涉黑
治成效明显。严格落实＂河长制＂，以河湖＂清
四乱＂专项行动为抓手，开展河道四清３５次，回
填因过去非法采砂形成的坑点１４处，有力推动

＂河长制＂镇域全覆盖。

道路交通安全方面∶积极落实道路交通安全

涉恶案件，未涉及＂保护伞＂问题），整顿软弱
涣散党组织２个，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３人、
开除党籍处分３人，清理村＂两委＂班子成员

２人。

主体责任，加强对公路沿线三沙滩、晓林、临平

积极开展以＂访千家、促和谐＂为主题的入
户走访活动，变平常工作中的＂事找人＂为＂人

等主要十字路口三马子、三轮摩托车等非法载人

找事＂，主动进村入户发现潜在的矛盾纠纷隐

行为的重点整治，严厉打击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
为３２起，建成标准化劝导站３个，养护道路２０

患，切实做到工作事先介入、矛盾及时化解，共

辆、发证２００人，登记农用电瓶三轮车３００辆。

别是对１１名邪教人员和１７名吸毒人员＂五包

大力推进生命防护工程建设，对群众普遍反映的
存在交通安全隐患的３４１国道和村道设立警示牌
和警示灯，累计安装标志牌１０块、各类波形护栏
板４８０米、警示柱１０根、道口标注１０根、限高门
架１０处、警示灯２０块、凸面反光镜２０块、减速
带４０米，切实提升群众道路安全意识、降低辖区

一＂管控措施，坚决杜绝＂五个坚决防止＂案事

各类道路交通安全事故率。

置帮教人员教育不脱节、管理不落空的目标。按

食药安全监管方面∶镇食药所及时与各村、
农产品经营商铺和农产品生产专业合作社签订农

照＂应治尽治、应管尽管、应收尽收、应补尽
补＂的原则，严格落实２０名易肇事肇祸精神病人

产品质量安全承诺书，全面推行标准化、清洁化

＂七位一体＂监护管控措施，及时发放＂以奖代
补＂监护人补助资金，全年送医救治累计２人
次，最大限度减少易肇事肇祸（案）事件和各类

排查解决矛盾纠纷３９起，调解成功３７起，成功
条，养护里程 １６０公里，完成摩托车挂牌 ２００ 率达９５？？上。强化对涉军、信访重点人员，特

农业生产，深入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
加大对鲜肉产品监管力度，积极做好非洲猪瘟防
控工作，完成对３００余个农产品农药残留的安全
检测。环保督查方面∶不断加大对环保工作的督

导力度，对辖区内的８家企业进行全面普查，对

件的发生，切实实现重大节会和敏感节点期间
＂北京不聚、省外不去、网上不炒＂的目标。
２０１９年，全镇越级上访０起，网上信访１０
件，限时办结率１００？？通过定位管理、定期回

访等方式，实现对１７名社区矫正人员、３５名安

安全事故的发生。强化动态巡控，不断落实人

防、物防、技防措施，加强派出所、网格员、单
位内保、平安志愿者等群防群治力量，加大＂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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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工程＂投入运用，依法打击制贩毒品、非法集

党员干部学习领会、准确把握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资、电信诈骗和传销等各类违法犯罪，２０１９年全

神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切

镇发生刑事案件１起，治安案件５起，全部查
结，治安形势呈现稳中向好之势。持续开展命案

实提升广大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宗旨意识、奉

治理专项行动，充分发挥网格员队伍信息采集、
隐患排查、政策宣传、治安维护、平安创建等作

用，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处置，坚决遏制了

献精神和干事创业热情。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坚
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严格依法履行职责，公
正文明执法，把政府活动全面纳入法治化轨道，
力求做到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
化解矛盾靠法。自觉接受人大法律监督、工作监

＂民转刑、刑转命＂（案）事件发生。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以法律＂八进＂ 督，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认真听取人
活动为载体，深入中小学校开办青少年学生法制 大代表意见，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坚
课堂，引导青少年养成遵纪守法的自觉性。深入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政府执行上级
村社宣传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

决策、加强市场监管、强化社会管理、保障公共
服务的职能定位，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教

潜移默化改变农民的陈旧思想，妥善化解民间各
类纠纷。２０１９年，共计发放各类宣传材料７２０００ 育引导干部做好政务服务工作；加强应急体系建
余份，宣传标语３０余幅，受教育群众达８７２０余

设，适时举行防汛防火暨地质灾害应急演练，提

人。认真汲取＂８．２８＂安全事故教训，及时召开

高灾害应急自救能力。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

通远镇全年安全工作会议和阶段性工作会议，与

定＂及实施细则，坚决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辖区内８家企业和中心校签订目标责任书，联合

新变种新形式，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

县委政法委、县公安局、县应急管理局、县教育
局开展安全检查４次，集中开展安全隐患＂大检

环境。

查、大排查、大整治＂活动６次，提升各行业、
企（矿）业和广大群众的法治素养、安全意识。

领导名录

在事故多发地段设立警示标识，健全完善镇上三
级防火、防汛抢险应急机制，实行２４小时值班值
守制度，切实保障了群众生产生活安全。

书 记 苏惠学
己②
李正峰（兼）
副书记

乡党委

乡人大

鲁 虎

【作风改进】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主 席 龙文科（２月免）
会主义思想为引领，扎实推进＂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实施细

乡政府

张克旭（２月任）

乡 长 李振峰

则，坚决纠正＂四风＂问题。落实＂一岗双
责＂，重点推进扶贫领域的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副乡长 房建林（４月免）

争，着力预防和整治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

毛振州（４月免）

腐败问题，持续加强政府自身建设，不断提升人
民群众的满意度。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开展以来，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按
照县委和镇党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领导小组关于扎实开展主题教育的相关部署，
认真进行规定动作，不打折扣、不搞变通，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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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克旺（４月免）

魏转英（９月任）

苏生发（９月任）

乡纪委
记 王民治
书 记
党建办

主 任 种继福

（梁青青）

乡镇概况

民示统

吸＂、佛教名胜＂东大寺＂，民间传说中的＂王莽

洞＂＂马蹄印＂＂将军碑＂ 等。

【概况】民乐乡位于东经１０２°４８＇～１０３°０２＇， 【建制沿革】１９５５年建民乐乡，１９５８年改为公
北纬３６°３４＇～３６°５１＇，位于永登县西北部，属贫
困乡镇之一。地势北高南低，地形南北狭长，为
半干旱二阴山区，中南部干旱山区约占全乡总面

积的五分之二，西北部半干旱二阴山区约占全乡

社，１９８３年复建乡，２００４年１１月原大有乡撤合
并为民乐乡，２００８年１０月乡政府驻地由铁丰村

迁至八岭村。

总面积的五分之三；东南部靠通远乡，东北部与 【脱贫攻坚】 全乡 ２０１３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武胜驿镇毗邻，西南与连城、河桥镇接壤，北邻
天祝赛什斯乡。全乡总面积４１４．１平方公里，人

３１５１户１２０８９人，贫困发生率高达２８．８９？？２０１４
年至２０１９年全乡累计脱贫３１４２户１２０６２人，现剩

口密度９８．２人／平方公里，平均海拔２６５０米，境

余贫困人口９户２７人，贫困发生率降至０．０６？？３

内最高峰奖俊埠岭海拔３４５５米。年均降雨量３６５
毫米，平均蒸发量１３７５毫米，平均气温４２℃，绝
对无霜期９０天。总耕地面积１８２７２７亩，已退耕
还林２５１４２亩，现有耕地１５７６２９亩，人均耕地

月底，由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聘请第三方组织对

４．５亩。

永登县脱贫摘帽验收工作中，顺利过关，成功

摘帽。
危房改造∶ 按照＂两不愁三保障＂脱贫标
准，积极开展＂六查三核＂＂阳光洒满农户庭

主要农作物有小麦、豌豆、洋芋、玉米、胡
麻、油菜籽等。其中普贯山洋芋种植已作为品牌
形成一定规模。民乐乡境内无地表河流，但是地
下水资源丰富，全乡水利设施有机井３８眼，蓄水

院＂＂３＋３＋１＂拾遗补缺冲刺清零行动，全面实施

池５８个，渠道３５．７千米，管线１８８．５千米。全乡

２９７户。

辖２３个行政村，１４１个村民小组，共１０９８１户，
３８２１０人，农村劳动力２４６４８人，富余劳动力
１０３４７人。乡境内民族杂居，其中汉族占绝大多
数，少数民族主要有藏族、土族和回族。现有各
级各类学校２０所，其中县属中学１所（永登四

危房改造、自来水入户和＂三化＂项目。经过摸
底调查和市住建局邀请第三方全覆盖进行安全鉴
定，＂四有户＂识别，２０１９年，实施危房改造

饮水安全∶ 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着
重解决各村因冬季冻管无法供水和因其他因素致
当时未入户农户的安全饮水问题，投入资金８５万
元解决５６１ 户２２８０人吃水难的问题，完成以围
墙、大门、地坪为主要内容的＂三化＂特色项目

中），乡属学校１９所，在校学生数为３２７２人。在 １０４２户，发放＂三化＂改造资金３９７．５万元。
乡属学校中，独立初中１所（漫水中学），九年制
产业扶贫∶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主要从种植
学校１所（官庄学校），完全小学１４所，教学点２

优质马铃薯、全膜双垄沟播玉米、高原夏菜、中

个，中心幼儿园１所。现有乡级卫生院１家，私 药材、藜麦、燕麦等经济作物入手，不断增强农
立医院１家，村级卫生所２３家。全乡辖区内煤 业基础地位。其中，推广农艺节水４５００亩，道地
炭、石英石、石灰石等矿产资源丰富，特别是石
灰石储量达２．８亿吨，含钙量高达５４．８？？石英石

药材 １３１０９亩，脱毒洋芋４３４００亩、高原夏菜
３５９０亩，双垄玉米３０００亩，全乡肉羊存栏２．７２

储量１．５ 亿吨，含硅量达９８．９？？？炭资源约有

万只，生猪存栏８６２８头，肉牛存栏２８５０万头。
８．５平方公里，系褐煤资源，储量约１．２亿吨。共 初步形成以道地药材、优质洋芋、双垄玉米、高
有矿山、建材企业等３９家。境内北有永（登）天 原夏菜和牛羊、生猪养殖为主的农业特色优势产
（矿）公路经过，中部有民（乐）连（城）、通
（远）大（有）公路穿越全境。知名的旅游景点

业。通过组织乡村社干部入户验收，落实产业奖
补资金９０７户１３２．８３万元，其中，种植项目落实

有亚洲第二大倒虹吸工程＂引大入秦水磨沟倒虹 产业奖补金５８０户４４．１８万元，养殖项目落实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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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补金３２７户８８．６５万元，全部发放到户。
完善＂一户一策＂∶以全乡剩余的２６８户７７２
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为重点，按照＂认识要到

技术培训，提高综合素质和谋生技能，推动贫困

位、情况搞清楚、问题找准确、措施定具体、组

机、交通驾驶、美容美发、家政服务、缝纫机、

织有保障、资金能支撑、作风须扎实、战斗必打

装载机、挖掘机、电子商务及＂陇原巧手＂编织

胜＂的要求，认真组织新调整的帮扶单位、帮扶

等，完成既定培训任务考核合格后，颁发结业

责任人，积极配合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精
准制定脱贫帮扶措施，确保＂一户一策＂精准脱
贫计划务实、合理、可操作。围绕怎么增加收
入、如何做实＂两不愁、三保障＂，因户施策、

劳动力就业增收。２０１９年，举办各类培训班１６
期，培训学员１９２０人（次）。培训内容涉及计算

证书。
【全面融合发展】 ２０１９年，民乐乡以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契机，大力扶持发展工业项目，形成

因人制宜量身定做个性化、数字化、能落实的脱

以石灰石、石英石、特种水泥为主的产业格局。

贫帮扶举措，用说事写实的办法完善制定＂一户
一策＂精准脱贫计划，做到底数清、问题清、任

全乡工业企业累计完成总产值２．７５亿元，其中，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总产值２．１亿元。大力扶

务清、对策清、措施清、责任清，把贫困户应享 持重点工业项目，形成以矿石、水泥为主的产业
受的政策按时落实到位。组织各驻村帮扶工作
队、村＂两委＂班子、各社社长、包村领导、包
村干部、大学生村官对自２０１３年建档立卡户以来

格局，工业增加值增长５．２？？如期推进项目建
设，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１．５亿元。以市上下拨的

所有建档立卡户档案及村档进行一次彻底整改，

通过建设洋芋储备库、蔬菜保鲜库、高架温室大

发展村级集体经济５０万元补助资金为启动资金，

对全乡已脱贫户制定＂一户一策＂巩固提升计 棚、牛羊猪养殖场、村级光伏电站等服务设施，

划，完善相关资料。

获取稳定的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收入，结合东西部

专项治理∶召开两次全乡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协作联系天津市宝坻区牛家牌镇投资２０万元在卜

推进会，一次现场会，安排部署乡村振兴、人居

洞村新建洋芋储备库一处。着力推进农村集体产

环境整治、全域无垃圾、河道清＂四乱＂等工 权制度改革，积极争取和有效整合各方资金，全
作。２０１９年，全乡共投入垃圾清运车２３辆、人
员３００余人，清理农村生活垃圾１５５５０吨、积存
垃圾２００吨、清理村内沟渠５０余公里、拆除残垣

断壁和危旧废弃房４００余处，发放宣传资料数量
９０００余份。将红岭、漫水、南沟、西川、清泉、
八岭、玉泉、柏杨、铁丰、卜洞等十个行政村定
为＂厕所革命＂整村推进村，改厕方式采用双坑
交替式卫生旱厕，全年完成改厕２６６９座，超出计
划１６９座，投入资金 ７２０．６３万元。在漫水、八
岭、铁丰、卜洞、西川、下川修建卫生公厕１０
座，投入资金 ８０万元。２０１９年，全乡绿化种植
３２０００株，完成村道硬化、砂化２７．４公里，新打

面推进稳步实施农村＂三变＂改革。改造提升商
贸流通、交通运输、餐饮娱乐等传统服务业。引

导群众不断扩大文化、餐饮、娱乐、汽车、通讯
等方面的消费，充分挖掘消费潜力，增强三产

活力。
【民生工作】 全面开展计划生育工作，落实宣
传教育二孩政策、生殖保健服务、优惠政策等重
点工作。２０１９年，发放农村低保４５９．３１万元、五

保金１２１．７５万元、孤儿补助３０．６５万元、残疾人
两项补贴４３．１７万元、军人优抚金 ５３．７万元、临

时救助３０．８５万元；大力整治校园周边环境，继

机井２眼。

续抓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农村寄宿制学校建
就业培训∶围绕＂培训一人、输出一人、就 设，推进有效课堂建设，实施品牌学校创建和师

业一人、脱贫一户＂的目标，以建档立卡贫困户

德楷模等名师培养工程。全力实施学生营养改善

中有劳动能力和外出务工意愿的贫困劳动力为
主，订单式精准开展技能技术培训和种养加实用

计划，强化教育教学管理，努力提高教育教学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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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建立＂１＋３＂健康服务签约团队，开展有针

乡镇概况
对性的免费随访、指导康复、健康扶贫政策宣讲

因素采取稳控措施，特别是对涉邪人员、吸毒人

等专项帮扶服务。对６５３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制
定＂一人一策＂、＂一病一方＂帮扶措施。健全完

员、社区矫正重点管控人员等进行重点排查和跟
踪稳控。组织乡司法所、工作队深入２３个村周边

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医疗救助和食品药品监管

沟谷、房前屋后、田间地头和边远交界，开展非

体系，全年未发生食品药品安全事故。

法种植毒品原植物踏查铲除专项行动，坚决做到
与毒品斗争到底。以＂事要解决＂为核心，建立
健全和完善领导干部接访和包案制度，建立信访
通报制度，对重点案件及时通报，各村的信访动

【维护稳定】 认真履行＂一岗双责＂，落实目
标责任制，深入开展非煤矿山、易燃易爆、烟花

爆竹、危险化学品、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公众 态按月上报。完善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运行机
聚集场所等重点领域和行业的安全专项整治，杜 制，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尤其加强对上
绝一切违法违规生产行为，杜绝重大事故，遏制 访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排查，对重点事件、重
一般性事故。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加强行业
和企业负责人及从业人员的培训，切实消除事故

点人物做好稳控工作，高度警惕，做好暴恐事件
管控工作，全力化解进京及赴省市县的非正常访

隐患。会同公安部门，加强对矿山爆炸物品的监

和集体访，把矛盾纠纷化解在源头、化解在萌芽

管。会同教育、交通部门严格校车登记备案、定 状态，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２０１９
期审检和安全管理，加强驾驶员、教师和学生安
全教育，加强对学生的法制教育，广泛开展＂平
安校园＂创建活动，确保师生平安，学校安全。
落实层级监管责任，依法取缔非法幼儿园，努力
营造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会同农业等部
门，强抓农技安全，严禁农用车载人。

年，全乡共受理办结网上信访４件，受理答复
１２３４５民情通服务热线转办件７８件，排查化解和
协调解决各类矛盾纠纷１４２件，成功调解 １４２
起，调解成功率１００？？接到办理群众来访８６批
１０２人次，整理办结网上信访１９件，受理答复

１２３４５民情通服务热线转办件２０６件。接受社区

加大环境保护工作力度，完成现有矿山企业 矫正人员 １５８名，其中，解除矫正１３８名，在接
环评，在建项目环评执行率达到１００？？＂三同 矫正２０名。吸毒人员３１名，对在册２２名涉邪人
时＂执行率达到１００？？对企业的污染物排放治 员逐人实施＂五位一体＂安置帮教措施。发放
理达标率达到９５？？上。加大交通整治力度，对

违规超载现象和存在的安全隐患加强宣传力度，
提高安全意识、防范力度，防止安全事故发生。
加强＂两站一室＂正规化建设，形成齐抓共管格
局，建立巡逻工作机制，不断加强国土、环保、
经委、交通协作力度。积极开展＂法治乡村＂建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致全县人民的一封信》《永登
县关于鼓励群众积极举报的一封信》各５０００份，
张贴大型宣传喷绘和展板１２ 张，悬挂宣传横幅

９５条，张贴《关于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的通告》１４０余张，公布举报电话１个、设置
举报邮箱１个，切实提高广大群众的知晓率，充

设，深入开展农村＂七五＂普法教育，增强法制

分发挥基层群众参与积极性，打消群众的顾虑，

观念，形成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科学执政理
念，引导农民学法、知法、懂法和守法，教育农
民遵守村规民约。坚决扫除＂黄、赌、毒＂等社
会丑恶现象，反对封建迷信和非法宗教及邪教渗

坚定扫黑除恶信心，逐步形成联防联治、群防群

入活动，创建农村安定祥和、农民安居乐业的社

领导名录

会环境。

治的合围之势，将宣传工作不断推向纵深，营造

良好的社会治安氛围。

乡党委

做深做细维稳工作、全面分析重大不稳定因 书 记 狄生龙
己 钱 彬（兼）
素，在春节、清明节、端午节等节假日期和重大 副书记
高晓雷
节会期间，对全乡范围内重点人群和重大不稳定

·３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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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人大

杨全仁

副乡长 李永茂
包永泰

书 记 李延庆

党建办
主 任 陈学辉

主 席

乡纪委

乡政府
乡 长 钱 彬

·３５２·

王适
（陈学辉）

索引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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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Ｃ

爱国教育活动 ９５ａ

财政审查评估 ９８ａ

安全工作 ６９ａ

财政投入 ２２６ａ

安全、环保、质量三大攻坚战 １８５ｂ

参保及基金筹集 ２６５ａ

安全检查 １８０ｂ

残疾人服务保障 １２９ａ

安全检查 ２５１ａ

残疾人教育 １３１ａ

安全生产 １７３ｂ

残疾人就业 １３０ｂ

安全生产 ２１６ｂ
安全事故比率 １７３ｂ

残疾人康复领域 １３０ｂ
岔口驿马 ５７ｂ
拆迁安置 ２２１ｂ

办公、统计工作 １４５ａ

产业发展 ３１１ｂ， ３４２ａ， ３４３ｂ

办公用户调配 ２７９ｂ

产业扶贫 ２５３ａ

保险发展 ２４７ｂ
报表联网１６８ａ

产业融合 ３２４ａ

安全生产检查 １７８ａ

常委会会议 ９７ｂ

Ｂ
爆炒羊羔肉 ５９ｂ
本级财政预算执行审计 １７１ｂ

常务会议 １０４ａ

倡导五民工作法 ３０６ｂ
炒面 ６０ｂ

＂碧水共治＂再加强 ２２３ｂ

车辆管理 １４２ａ
城区饮用水源地保护区环境综合整治 １９９ａ
城市管理 ２２０ａ

便民ＡＰＰ ２３４ａ

城市垃圾处理 ２１９ｂ

便民工程 ２４８ｂ

城乡公交一体化 ２０８ａ
城乡建设 １０５ｂ
城乡居民医保＂先诊疗后付费＂、＂一站式＂结

捕提信息 ６８ｂ

不动产登记 １６２ｂ

＂不忘初 心、牢 记 使命＂主题教 育 ８６ｂ，
，算 ２６６ａ
９４ａ，１０６ｂ， １１２ａ， １１５ｂ， １１９ａ， １２９ａ，
ａ， 惩治腐败 ９６ｂ
１３７ａ，１４９ａ，１５３ｂ， １６４ｂ，１７９ａ， １８３ａ，创建爱国卫生 ２６４ｂ
１８７ａ， １９０ｂ， １９３ｂ， ２０５ａ， ２３１ｂ， ２３５ｂ，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 ２２４ａ

２３７ａ， ２４３ｂ， ２５７ｂ， ２７４ｂ，２８８ｂ，２９４ａ，创建文明 ７４ａ， ８５ｂ
创建文明城市 ３００ａ
３１７ａ， ３２６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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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文明乡村 ３１２ｂ
创新机构 ２６８ｂ

创新科技环境 ２５３ａ
创优争先 ２４６ｂ

春运工作 ２０８ａ
从严治党 １３４ｂ， ２０１ｂ
村级综合服务社建设 １８９ａ
存贷业务 ２３６ｂ

Ｄ
打黑除恶 ６７ｂ，２９９ｂ，３０６ａ，
打击非法集资 ９３ｂ

打伞破网 ７７ｂ
大棚房问题专项整治 １９７ｂ
大事要闻 １８７ａ
代表履职 １００ａ
代理金融业务 ２１３ａ
党 的 建 设 ６７ｂ，６９ｂ，７２ａ．７９ａ，８４ａ，

登记管理 ２８０ｂ
地形地貌 ５４ｂ
地质灾害防治 １６３ａ

电商中心建设 １８１ａ
调研视察 １１２ｂ
调研视察服务 １０２ａ

丁娃烧饼 ６０ａ
东西部扶贫协作总体部署 １３２ａ

冬果梨 ５９ａ
动态数据更新 １２９ｂ
动植物资源 ５６ａ
兜底保障 ２８２ｂ

督查督办 １０９ａ
队 伍 建 设 ７８ｂ，８３ｂ， ８５ａ １０１ａ，１０７ａ，

１１８ａ， １３１ｂ，１３４ｂ，１３７ａ， １４３ａ，１６８ａ，

１９２ｂ，２１５ｂ，２３０ａ， ２３２ａ， ２３６ａ，２４６ａ，

２５５ｂ．２６３ｂ ２８９ｂ．２９２ａ，３００ｂ．３０７ａ．
３２１ａ， ３３４ａ， ３４０ａ，

Ｅ

９１ｂ，９６ａ１００ｂ，１０３ｂ，１０７ｂ，１１５ａ，
１１８ｂ，１３７ｂ，１４９ｂ，１５９ａ，１６０ａ，１７９ｂ，

２０ｌａ，２０５ｂ ２０７ｂ，２１１ｂ，２４１ｂ，２４２ａ，儿童福利 ２８４ａ

２４５ａ．２５５ｂ， ２５８ｂ，２６１ａ， ２６８ａ ２７４ａ，
２８１ａ，２９３ａ． ３０３ｂ， ３１３ｂ，３２７ａ．３３１ｂ，

党建 工作 ７０ｂ， ９４ａ，１６４ａ，１６９ｂ，１８３ｂ，
发展目标 ２３９ａ
１９０ａ，２１５ｂ，２３１ｂ，２５７ｂ，２７５ｂ，２８８ａ，发

２９５ｂ， ３４０ａ

发展农村经济 ３０２ａ

党建和精神文明建设 １８６ｂ
党建考核 ８６ｂ

发展现状 ３１９ａ
法治扶贫 １４８ｂ

党史工作规划 ９２ａ
党史资料研究利用 ９２ａ

党委抓建稳中求进 １５０ｂ
档案安全检查 ９１ａ

Ｆ

反洗钱监管 ２３３ａ
反邪教工作 ７８ａ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９３ａ
防控措施 ９７ａ

档案审核 ２７３ａ

防汛抗旱 １７５ａ， ２０２ａ
防灾减灾 １７５ａ
房产交易 ２１９ａ

档案信息化建设 ９ｌａ

＂放管服＂改革 １０８ｂ，１４７ａ，１５８ａ，１６４ｂ

档案资源建设 ９０ｂ

＂放管服＂工作 １８４ａ
非公党建 １６７ａ

档案保护管理资金 ９１ａ
档案管理 １４５ａ，２８０ａ

道路运输市场专项整治 ２０７ｂ

·３５４·

素引
非公经济 １１９ａ， １７７ｂ

高压执法，倒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２２３ｂ

非洲猪瘟防控 １９７ａ

高原夏菜 ６１ｂ

丰富职工生活 ２１６ａ

给排水管网维护、水费收缴 ２０３ａ

风险防控 ２４０ａ。 ２４１ｂ

工商联活动 １１９ａ

风险管控 ２３７ａ

工业经济与招商引资 ３３５ｂ
工业项目和战略新兴产业 １７８ｂ
工作成效 １５４ａ， ２１１ａ
工作风向标 ９７ｂ
工作概况 １７１ｂ
工作开展 １５３ｂ

风险监测 ２３３ａ

风险控制 ２３８ａ
＂枫桥经验＂化解矛盾 １４７ｂ
扶贫项目建设 １５７ａ
扶贫协作 ２８６ｂ
扶贫责任 ２８４ｂ
服务理念 ２１１ａ

工作任务 ２５６ｂ
工作制度 １０９ｂ

服务人大代表 １０２ｂ
服务社会 ２１１ａ
服务提升 ２４２ａ

公共文化服务 ２５０ａ

服务宗旨 １５４ａ，２０９ｂ，２３１ａ，２４６ａ

公园管理工作 ２２ａ
供热改造 ２２０ａ

服务宗旨 ２６７ｂ
妇女表彰 １２７ａ

Ｇ

改革重点 ２２８ｂ

公务用车 １１ｌａ

公益诉讼 １３３ｂ

巩固脱贫成效 ２８７ａ
管控优化 ２４３ａ
管网用网 ７３ａ

光荣榜 １５２ｂ
广播电视工作 ２５２ｂ

概 况 ８３ａ， ８４ａ， ８６ａ， ８８ａ， ９０ｂ， ９１ｂ，规范财务 ２５７ａ

９２ｂ． ９４ａ １０９ｂ， １１８ａ，１２１ａ，１２４ａ，规范法律服务 １４８ａ
１２６ａ， １２８ｂ，１３３ａ， １３５ｂ， １３８ａ， １４６ａ， 规范检疫、屠宰管理 １９７ｂ
１５２ｂ， １５４ａ， １５６ａ， １６０ａ， １６４ａ， １６７ｂ，规范文会 ６８ｂ

１７ｌａ， １７３ａ， １７７ａ，１８０ａ，１８４ｂ，１８５ｂ， 规范执法，健全环境安全监管体系 ２２４ａ
１８８ｂ， １９０ｂ， １９３ａ， １９９ｂ，２０３ｂ， ２０６ａ， 规范制度 ２９２ａ

２０９ａ，２１０ａ， ２１３ａ， ２１７ａ， ２２１ａ， ２２２ｂ， 规划编制 １６１ａ
２２６ａ， ２２８ａ， ２３１ａ，２３５ａ，２３６ｂ，２３７ｂ，鲑鳟鱼 ５７ａ

２３９ｂ，２４１ｂ， ２４２ａ，２４３ｂ， ２４６ｂ，２４８ａ，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绩效评估考核
２５０ａ，２５２ｂ，２５６ａ，２５８ａ， ２６１ａ，２６５ａ，
２６７ａ ２７１ａ，２７４ｂ，２７８ｂ，２８２ａ．２８４ｂ，
２８８ａ，２９０ａ，２９１ｂ，２９５ａ，２９７ａ，３０１ａ，

３０４ａ３０８ａ， ３１１ａ， ３１４ｂ，３１７ｂ， ３２２ａ．

２２４ａ

Ｈ

３２７ｂ， ３３２ａ，３３４ｂ，３３７ａ，３４１ａ． ３４３ａ， 河长制度 ２０１ｂ

３４５ａ， ３４９ａ
干面 ６０ａ

红色教育 ２７７ａ，９４ｂ
红色网站 ９５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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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宣传 ９４ｂ

技能培训 １２２ａ

后勤保障 １１１ａ， １５５ａ

寄递业务 ２１３ｂ

后勤服务 １０９ｂ

加大宣传力度 ７７ｂ

环保督查 １８４ａ
环保督察 １６２ａ
环保督察整改 ２２４ａ

监督检查 ２８１ｂ
减税降费 ２２６ａ， ２２８ａ

减税退税 ２３３ｂ

环境保护整治 １７７ｂ
环境综合整治 ３３６ｂ
＂黄赌毒＂案件办结 １３９ｂ

建立灾害数据库 １７５ａ

会议服务 １０１ｂ

建设检察文化 １３５ａ

火灾发生率 １５３ａ

建设健康永登 ２６４ｂ

火灾防控宣传 １５３ａ

建设沿革 ２６７ａ

货币政策 ２３２ａ

建章立制 １４４ａ
建制沿革 ３４９ｂ，５３ａ

获得荣誉 １２ｌａ， １２２ｂ， １２６ｂ
行业监管 ２６４ａ

Ｊ

简化城乡居民基本医保报销程序 ２６６ａ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保及资助 ２６５ｂ

建置沿革 ２９７ａ， ３０８ａ，３１１ａ， ３１４ｂ， ３１８ａ

３２２ｂ，３３２ｂ，３３５ａ，３３７ｂ，３４１ａ， ３４３ａ
健康民生 ２６２ｂ
健全机构 １３７ｂ

机构改革 ７１ａ，１０７ｂ， ２０８ｂ， ２７９ａ
机构改革职能划分 ２７３ａ

健全消防设施 １７４ａ
交通运输保障 ２０８ｂ

机构建设 ８３ａ
机构设置 １８５ｂ

交通治理 １４２ａ
交易项目 ２９２ａ

积极探索＂开放办社＂ １８９ｂ

教师队伍建设 ２５９ａ
节能管理 １１０ａ

基层党建 ２２９ｂ

节能监察 １７７ｂ

基层党组织建设 １９１ａ

解决突出问题 ２８５ｂ
解困工作 ２７８ａ
金融扶贫调研 ２３９ａ

机关训练有序开展 １５１ａ

基层基础建设 １２４ａ

基层减负 ６９ａ

基层建设 １２２ａ

金融服务 ２３３ｂ

基层卫生机构改革 ２６１ａ
基层宣传 ７３ａ， ７８ｂ

金融监管 ２３３ａ

基础服务及用户投诉 ２１２ｂ

金融知识宣传 ２３４ａ

基础管理 １６１ａ， ２４４ｂ
基础建设 ２１０ａ， ３３３ｂ

经济发展 １０５ａ， ３２９ａ， ３３５ａ
经济普查 １６９ａ

基础设施 ２０９ａ， ８５ａ

经济指标 ３０１ｂ

基础设施建设 １３７ｂ，１４３ｂ，１８５ａ．２０６ａ，２７５ｂ．

经济指标监测 １６８ｂ

３０５ｂ，３１５ｂ，３２４ｂ，３３６ａ，３３８ａ，３４４ａ
集邮与文化传媒业务 ２１３ｂ

经营范围 ２３８ａ，，２４０ａ
经营理念 ２３８ａ，２３９ｂ，２４１ｂ，２４７ａ．２４８ａ

计划生育 ２６３ｂ

经营情况 ２４１ｂ

· ３５６

金融科技 ２３７ａ

索引
经营指标 ２１３ａ
精文减会 １０８ａ

领导名录 ３１１ａ
流动人口计生服务 ２６３ｂ

精准扶贫 １６７ｂ

卤肉 ６０ａ

警员待遇 １４５ｂ

路政管理 ２０７ａ

举报受理 ９５ｂ

履行法律职责 ７８ａ

卷烟营销管理 １９ｌａ

履职服务 １０２ａ

军事训练 １５４ｂ

落实工作 １５２ｂ

Ｋ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精神谋划争

取项目 ２２４ｂ

Ｍ

考核工作 ８５ａ

烤乳猪 ５９ｂ

科技成果 １８６ａ

马铃薯脱毒种薯 １９５ｂ

科技园区申报 ２５４ｂ

矛盾化解 ７５ｂ

科普宣传 ２５３ｂ， ２５７ａ
科研工作 ８５ｂ

＂媒体＋＂服务 ７４ａ

空气环境质量 ２２２ｂ

媒体宣传 ７２ｂ
糜面疙瘩 ６１ａ

苦水玫瑰 ５６ｂ

民兵编建务实高效 １５１ｂ

矿产资源 ５６ａ

民兵训练组织正规 １５１ｂ

矿产资源监管 １６２ａ

民警生活 １４５ａ

Ｌ
垃圾分类 １１０ｂ
兰洽会签约 １８２ｂ
＂蓝天保卫＂再推进 ２２３ａ
老干部工作 ７１ｂ
理论教育 ８４ａ
理论武装 ７２ａ

理论宣讲 ８５ａ

理论学习 １００ａ，１１２ａ，２０１ａ，２８４ｂ

历史沿革 ２３１ａ
立案破案 １３８ｂ

粮食和物资储备 １５９ａ
＂两癌＂工作 １２８ａ
亮点工作 ８７ａ
林业草原监管 １６３ａ
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和财务收支审计 １７１ｂ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１７２ｂ

民生保障 １０６ａ， ２２７ａ， ２９９ａ， ３１３ｂ，３１６ｂ，

３１９ｂ， ３２４ｂ， ３３１ａ， ３４６ｂ
民生保障和改善 ６７ａ

民生扶贫 ２４８ｂ

民生改善 ９９ｂ
民生工程 １２９ｂ
民生工作 ３５０ｂ
民营企业家捐助 １２０ａ

民营企业特色品牌交流 １２０ｂ
民主党派 １１４ａ

民族团结创建 ８０ｂ
模范典型 ７４ｂ

目标考核 １５８ｂ
目标任务 １５６ａ，２８８ａ， ３０４ａ， ３０８ａ， ３１８ａ

３２２ｂ

Ｎ
纳税服务 ２２８ｂ

·３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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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安全 １５５ａ

气候气象 ５４ｂ

内控管理 ２３４ｂ

气象灾害防御体系建设 ２５６ｂ

年度获奖 １４５ｂ
年鉴编修 ９２ａ
农产品质量安全 １９６ｂ
农村公路养护 ２０６ｂ

企业建设 ２１０ａ

农村能源 １９５ｂ

强化服务意识 ９１ａ

农村人才培训 １９６ａ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１９９ａ

强化管理 ２３７ｂ
青龙山公园基础设施建设 ２０４ｂ

农村危房改造 ２１８ｂ

农副产品收购 １８８ｂ

农金站（室）建设 ９２ｂ
农药市场管理 １９６ｂ
农业产业 ３３５ｂ

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 １９７ｂ
农业供给侧改革 ６６ａ

农业环境保护 １９９ｂ
农业机械化工作 １９５ａ
农业生产总值 ３１４ｂ
农业特色产业稳步发展 １９６ａ

农业新型经营主体 １９５ｂ
农资供应 １８８ｂ

Ｐ

企业文化 ２４０ｂ， ２４７ａ
潜力调查深入开展 １５１ｂ

强化案件执行 １３６ｂ

青年创业发展 １２６ａ

青少年法治教育 １２５ｂ

青少年科普教育 ２５４ｂ
青少年思想引领 １２４ｂ
清产核资 １９６ａ
＂清废净土＂再深化 ２２３ｂ
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及拖欠农民工工

资 １７８ｂ
庆祝新中国和人民政协成立７０周年活动 １１２ｂ

渠道平台业务 ２１３ｂ
权责清单梳理 ２８０ｂ

全面融合发展 ３５０ｂ
全面推进依法治县 １４６ｂ
全民健身 ２５２ａ

全域无垃圾 ２１９ｂ
群众文化生活 ２５０ａ

培训工作 ８４ｂ
赔付 ２４９ａ

Ｒ

＂平安永登＂建设 ７６ａ

平台拓展 ２１１ｂ
坪城细毛羊 ５８ａ
普及应急知识 １７４ｂ

Ｑ
＂七山泉碱羊＂ ６１ｂ
＂七抓＂措施 ２６９ａ
＂７个＋＂建立健全播出制度 ２６８ｂ

其他工作 ２０３ｂ，２８９ｂ，２９１ｂ，３１０ｂ

·３５８·

人才工作 ７１ａ
人大议案、政协提案 ２５２ａ

人大助手工作 １０３ａ
人事任免 ９８ａ
人畜共患病防控 １９７ａ
日常管理 ２８０ｂ
日常监督 ９６ａ

荣誉颁发 ２７７ｂ
软儿梨 ５８ｂ

熟引

Ｓ
＂三变＂改革 ３１５ａ
＂三农＂服务 ２９８ａ
三维服务网信息发布 ２９６ｂ
三维基础数据库 ２９６ａ
三维数字网格化信息管理 ２９６ｂ

＂１０个深入推进＂工程 ２６９ｂ

生产经营 １８５ｂ
生态保护 ９８ｂ

生态发展 ２０２ｂ
生态环境 １０４ｂ， ３３９ｂ

生态绿化 ２０４ａ
生态维护 ２０２ａ
生态文明建设 ６６ｂ， ２９８ｂ， ３０６ａ， ３３４ａ
生态系统保护 １５８ａ

生态宜居 ３１２ａ

＂散乱污＂企业整治 １７８ａ

省部级以上奖励 １８７ｂ

扫黑 除 恶７７ａ，９０ａ，９３ａ１３８ａ１４８ｂ．

十大生态产业发展 １５７ｂ

１６７ａ． １８４ａ． ２０２ｂ，２２０ｂ， ２３４ｂ， ２７５ａ，

３０２ｂ， ３３０ｂ， ３３９ｂ，

食品安全监管 １６５ａ

市场监管 ７３ｂ，１６５ｂ

扫黑除恶 ２６４ｂ

市场运行 ２０９ｂ， ２１０ｂ

森林草原防火 １６３ｂ
商会规范化建设 １１ｂ

市政建设 ２２１ｂ

上级文件转办 １４４ｂ

手抓羊肉 ５９ｂ

烧锅子 ６０ｂ
设施建设 ２６３ａ
社会安全 ３０６ｂ
社会保障 ７６ｂ，１３０ａ， ２７２ａ， ３３０ｂ
社会保障 ２６３ａ
社会大局 １０６ａ

首长指导深入一线 １５０ｂ

社会服务 １２３ｂ， ２３８ｂ， ２４３ａ

水利安全督查 ２０２ａ

社会民生 ３０３ａ， ３１０ｂ， ３３３ｂ
社会事务 ２８３ａ
社会事业 １０６ａ， ３４４ｂ
社会文化事业 ３３６ａ

水利管理 ２０５ａ

社会治理 ３０９ｂ，３１３ａ，３１６ａ，３１９ａ， ３２５ａ，

水资源费征收 ２０２ａ

３４２ｂ， ３４７ｂ

视察活动 １１３ａ
受理案件 １３３ａ
数据统计 １２８ｂ

双拥工作 ２７７ｂ
双拥共建获九连冠 １５２ａ

水环境质量 ２２２ｂ

水源地环境整治 １８９ｂ

水源地整治 １７４ｂ， １８３ｂ
水资源 ５５ａ
税收收入 ２２８ａ

社会综合管理 ３３６ｂ

税收征管 ２２９ａ

社会组织党建 ２８４ａ

思想教育 １８５ａ

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 １４７ｂ
社区治安 １４０ａ

涉恶案件 １３３ａ
深化放管服 ２０２ｂ
审判工作 １３５ｂ

审判管理和审判监督 １３７ａ

审批项目 ２７２ｂ

思想政治建设 １５４ｂ

Ｔ
特色产业 １８１ｂ， ３０５ａ
特色亮点 １４９ｂ，２９０ａ

·３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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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小城镇发展 ３０８ｂ
特色小城镇建设 ２１８ｂ，３２３ｂ，３３７ｂ

完成业务 ２４３ｂ
完成指标 １８８ｂ

特种设备安全监管 １６５ｂ
提案答复 ２０３ａ
提高思想 １１６ａ

完善基层组织 １２６ｂ

提高政治站位 ６５ａ

网络建设 ２１０ｂ

提升＂放管服＂质量 ２２４ｂ
提升素质 ９７ａ

体制改革和管理 ２２７ｂ
统一思想 ２９０ｂ
头肴 ６１ａ

投诉受理 ２７３ａ
土地储备 ２２１ａ
土地流转 １９６ａ

土地征收利用 １６１ｂ
团员发展和队伍建设 １２４ｂ
推动高质量发展 ６５ｂ

推动商务经济 １８０ｂ

推进＂放管服＂ ２９０ｂ

推进司法改革 １３５ａ
退役军人社会保障 ２７６ａ
退役军人信息采集 ２７７ａ
退役军人职业技能培训 ２７６ｂ
脱 贫 攻 坚 ６５ｂ，６９ｂ，７４ｂ，７８ａ，８５ｂ，

完善＂智慧团建＂系统 １２４ｂ

网络办公 ８９ａ
网络评论 ７３ｂ
为民服务工作 １６２ｂ
为民兴办实事 ２０６ｂ

维护工程 ２１２ａ
维护社会稳定 ３３８ｂ
维护稳定 ８９ｂ
维稳工作 ７５ａ ３５１ａ
位置面积 ５３ａ
委员表彰 １１４ａ
委员管理 １１３ｂ
委员活动 １１６ｂ
委员提案 １１３ｂ， １１６ｂ
委员宣传 １１３ｂ

文化旅游产业 ２５１ｂ
文化宣传 ７３ｂ

＂文化永登＂建设 ９５ａ
文明城市创建 ２９２ｂ

８７ｂ， ８９ｂ，９１ｂ，９５ｂ，９６ａ １０１ｂ， １０４ａ， 文明创建 ３２０ｂ
１０８ａ．１１９ｂ，１２３ｂ， １２５ａ，１２７ｂ，１３０ａ 文明家庭建设 １２７ａ
１３４ａ，１３６ａ，１４２ｂ，１５２ｂ，１７０ｂ，１７９ｂ，文明实践站 ７３ｂ
１８４ｂ，１８９ｂ， １９８ａ， ２０３ａ， ２０５ａ， ２０７ｂ，文明乡村创建 ３２６ａ

２１ｌａ，２３７ａ，２３９ａ， ２５２ａ，２５５ａ，２５７ｂ， 文体活动 ２６０ａ

２５８ｂ，２６１ｂ ２７３ｂ， ２８１ｂ，２９６ａ，２９７ｂ， 文物保护 ２５０ｂ

３０１ｂ，３０４ｂ，３０９ａ． ３１１ｂ，３１５ａ， ３１８ａ． 稳定评估 ７５ｂ

３２８ａ， ３３２ｂ，３３５ａ，３４１ａ，３４３ｂ，３４５ｂ， 问题线索处置 ９５ｂ
问题整改 ９７ａ， ２８５ｂ
３４９，
脱贫攻坚工作 ３３８ｂ

污染防治 ２２７ａ

拓宽业务 １６９ａ

＂五个一＂文化活动 １３１ａ

Ｗ
完成项目 ２００ａ

·３６０

五项制度 ２７３ａ
物价检测 １５８ｂ

物流供应 １８１ｂ
物业管理 ２１９ｂ

案引

Ｘ

巡察督察 ９６ｂ
巡察监督 ８３ｂ

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１８９ａ

宪法宣传 ９８ｂ
乡村面貌改善 ３４４ａ
乡村振兴 ７４ｂ，１０４ｂ，３０２ａ，３３０ａ，３３３ａ

乡镇人大工作１００ｂ

项目管理 １８２ｂ
项目建设 ２０３ｂ，２１７ａ，２９８ａ，３０１ｂ，３４２ｂ

项目建设 ２５９ｂ

项目申报 ２５４ａ

项目资金 ２０４ｂ
消费权益 ２３３ｂ
消费维权 １６６ｂ
小额贷款公司摸底检查 ９２ｂ
小麦精品和尚头 ５８ｂ

羊羔披毡衫 ５７ｂ
羊杂碎 ６０ａ
阳光执法，强化环境风险管控意识 ２２４ａ
养老慈善 ２８３ｂ
药品安全监管 １６５ａ
业务采用措施和做法 ２１３ｂ
业务发展 ２３６ｂ， ２４６ａ， ２４８ｂ

业务经营 ２３５ａ，２３８ａ， ２４０ａ
业务培训 ８３ｂ

业务拓展 ２３５ｂ

业务完成情况 ２１２ａ
业务学习 ９４ａ

协商议政 １１３ａ， １１６ａ

＂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 １３６ｂ

新办公楼维修 １５２ｂ

医保基金综合监管 ２６６ｂ

新兵征集圆满顺利 １５２ａ

医疗保险业务网上办理工作 ２６５ｂ

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活动 １２９ａ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２６２ａ

信贷管理 ２３５ｂ

依法经营 ２４７ｂ

信贷支农 ４４ａ
信访接待 ８８ｂ

依法行政 ９９ａ

信访维护 ８９ａ

依法治统 １７０ｂ
意识形态 ６７ｂ，７２ａ １３４ｂ，１９１ａ，２０１ｂ，

信访维稳 １０９ａ

２８９ａ， ２９３ａ，

信息化发展 １７９ａ

意识形态工作 １６０ｂ

刑侦案件办结 １３９ａ

应急管理统计 １７５ａ

行政管理 ２３０ａ

１２３４５ 民情通服务热线 ２９６ａ

形象宣传 １４４ｂ

营商环境 １０６ｂ

畜牧渔业生产 １９４ｂ
宣传残疾事业 １３１ａ

营销贷款 ２４５ｂ

宣传服务 １２８ａ
宣传工作 １０３ａ

宣传工作 ２６９ｂ

宣传文章 ９５ａ

宣传宪法建设法治社会 １４７ａ

选用干部 ７０ａ
学习交流 １２７ａ

学习培训 １１３ａ

营销基础 １９１ｂ
营销网建 １９１ｂ
营销宣传 ２４４ｂ
硬件设施 ２６７ｂ
硬件提升 ２６８ａ

拥政爱民 １５５ｂ
永登名泉 ６２ｂ

用地报批 １６１ａ
优待金发放 ２７６ｂ

·３６１·

永登年鉴（２０２０）

优化营商环境 ８１ａ， １３４ａ

舆情管控 ７６ａ

园林绿化改造 ２２０ｂ
员工培训 ２４１ａ

职责调整 ２７９ｂ
志愿服务 １２５ｂ
制度健全 ８３ａ

质量发展 １６６ａ

运输安全 ２０９ａ

Ｚ
造林绿化 １６３ｂ

中文域名管理 ２８１ｂ
中心工作 ２８９ａ
中心建设 ２６８ａ

种植业生产 １９４ａ
种植业重点生产项目 １９４ａ

债务风险防范 ２２７ａ

重大项目建设 １５６ｂ

招商引资 １８２ａ

重点工作１１４ａ，１２６ａ

召开会议 ８８ａ， １１５ｂ

重点工作统筹安排 １５１ａ
重点及亮点 ２５７ａ

招录招聘 ２７２ｂ
振兴乡村 ９８ｂ

重点督查 ６９ａ

征集监管 ２３４ａ

重点建设项目 ２０７ａ

证件办理 １４０ｂ
政策性农业保险 １９８ｂ

重点项目 ２００ｂ

政策宣传 ２６６ａ

主题教育深入扎实 １５１ａ

政策宣传 ２８２ｂ
政府投资审计 １７２ａ

主题学习 ３０８ｂ

主题教育 ７０ａ，２４０ｂ

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１７７ａ。 ２９７ｂ
主要农业经济及指标 １９４ａ

政区沿革 ３４５ｂ
政务服务 ２６４ｂ
政务信息 １０８ｂ
政协常委会会议 １１１ｂ
政治建设 ８６ａ １６８ａ，

住房保障 ２１９ａ

政治意识 １０ｌａ

专项审计 １７２ｂ

政治站位 ７９ｂ， ９７ｂ
支持＂三农＂ ２４２ｂ

专项整治 ９６ｂ
资产经营 ２２１ａ

支持脱贫攻坚 ２２６ｂ

资金使用 １５４ａ
资金资产审计 ２８０ａ

执法监察 １６１ｂ

执法监督、监管 １４３ｂ

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 ２２２ｂ

专卖管理 １９１ｂ
专题学习 １２１ｂ

自身建设 １０６ａ，１１７ａ，３４４ｂ

执法检查 ９９ａ

综合服务 １０７ｂ

执法提升 １４３ａ

综合管理 １９２ａ

执法资格审核 １４６ｂ

综合经济运行 １５７ｂ

执行工作 １３６ａ

组织活动 ７９ｂ

职工解困脱困 １２３ａ
职工民生 １８９ｂ
职工生活 ２０９ｂ
职工文化生活 １２３ａ

作风改进 ３４８ａ

职务犯罪 １３３ｂ

·３６２·

作风建设 ９６ａ，１０１ｂ， ２９１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