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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达木日报讯（记者 吴婷婷 通讯

员 姜海龙）今年以来，州人社局以“组

织体系建设三年行动”和“州级模范机

关”创建为抓手，把深入高质量助推“四

地”建设、实施“四州战略”和服务“一优

两高”战略作为机关党建工作的“动力

线”，积极打造“党建+人社服务”红色

党建品牌，将党建工作与人社服务有机

结合起来，有效破解机关党建和业务工

作“两张皮”问题，不断推动党建工作和

人社业务工作深度融合。

在“谋融合”上狠下功夫。教育引

导人社党员干部自觉在思想上养成政

治自觉、行为上形成政治定力、方法上

提高政治水准，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争做

“三个表率”；通过完善党组议事规则、

严格执行“三重一大”科学决策程序、编

印《支部全程纪实手册》和建立党建工

作“双向述职”考评机制等，着力增强机

关党组织政治功能；坚持党建工作与业

务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同考

核，推动党建和人社业务相互融合、互

为一体，形成了“党总支书记亲自抓，支

部书记具体抓，班子成员协同抓，全体

党员人人参与抓”的良好工作格局。

在“强融合”上狠下功夫。充分利

用中心组学习会、人社干部在线学习等

平台和党员书屋、业务大讲堂、书记上

党课等载体，激活人社干部争做真抓实

干排头兵的“源头活水”；围绕基本组织

设置、基本队伍建设、基本制度运行、基

本任务落实、基本保障配套五个方面全

方位开展达标创建，全面提升党支部政

治功能和组织力；统筹利用党员活动

室、职工书屋、道德讲堂、荣誉室、服务

窗口和风采展示厅等，建成集党员教

育、党群活动、宣传展示等功能为一体

的党建文化活动长廊，倾力打造模范机

关共享阵地；扎实开展“一名党员一面

旗”“晒成绩、亮承诺、作表率”“党员直

接联系服务群众”“人社窗口练兵比武”

等活动和设立党员志愿服务队、党员示

范岗等，引导人社干部“全天候”扛起先

锋旗帜。

在“激融合”上狠下功夫。以构建

“大党建”工作格局为契机，着力打造

“党建+人社服务”红色引擎，驱动“就业

创业、人事人才、社会保障、劳动关系”

四大人社业务加速前行、深度融合；围

绕瓶颈障碍，以党建工作为引领，健全

完善促进就业创业“政策、资金、行动”

三位一体的保障机制，打造“海西枸杞

采摘”劳务品牌，为促进全州各族群众

就业创业注入强劲动力；充分发挥人社

党员先锋突击队和服务队作用，深入开

展入企服务专项行动；探索以“党建+人

才”为核心的乡村振兴新路径，大力开

展“专家服务团”下基层活动，为农牧区

党建工作和农牧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

力；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推进“互联网+调解”服务

平台建设，组织开展线上调解工作，切

实打通当事人维权“最后一公里”。

在“保融合”上狠下功夫。突出党

建火车头作用，深化人社服务“一网、一

门、一次”改革，办理量最大的 10 个高

频事项均实现了“最多跑一次”，人社政

务服务事项网上可办率达 75%以上；局

党组班子率各党支部组建“暖企”党员

先锋服务队，编印《人社领域支持企业

政策汇编》，深入开展“入企服务专项行

动”，把社保、就业、劳动维权等相关政

策、法律法规“送上门”；以党建引领基

层治理为抓手，设立 10 个“一站式”服

务窗口和 13 个后台辅助服务平台，实

行“五制、四公开、三亮明”机制和推行

服务承诺、首问负责、限时办结、领导班

子成员窗口“带班”等制度，实现了“进

一个门、办一揽子事”的服务效果。

打造“党建+人社服务”红色品牌

□ 文/图 柴达木日报记者 索南江措

大柴旦，地属典型内陆高原荒漠

气候，海拔高、空气稀薄、气候干燥、

降雨量少、云层遮蔽率低，年日照时

数为 3222.2小时，平均每天为 8.83小
时，属于全国太阳能资源最丰富区。

州第十三次党代会作出了基本

建成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部

署。大柴旦积极响应打造国家清洁

能源产业高地行动计划，推动形成绿

色产业体系，助力高质量打造国家清

洁能源产业高地，为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任务作出贡献。

“大柴旦认真贯彻省、州党代会

部署要求，以高度的思想自觉、政治

自觉和行动自觉，积极抢抓国家支持

清洁能源健康发展的政策机遇，依托

丰富的太阳能、风能、未利用荒漠土

地等资源，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

高效的能源体系，大力发展清洁能

源，推动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不

断提升碳汇能力，全力确保清洁能源

产业高质量发展。目前，大柴旦地区

有新能源企业 24家，总投资 177.56亿
元，其中风电企业 19 家，光伏企业 3
家，多能互补项目企业 2家，总装机容

量达到 2443 兆瓦，已并网发电容量

1203兆瓦。”大柴旦行委经济发展改

革和统计局副局长谢雯静介绍。

从大柴旦出发，过了锡铁山收费

站，有一大片地形平坦的荒漠戈壁叫流

沙坪。过去的流沙坪别说是人，就是野

生动物也很难看见。后来，随着清洁能

源的发展，戈壁荒滩上慢慢“长”出了很

多风力发电机，形成了一道靓丽的人造

风景，置身其中蔚为壮观。

今年是甘肃小伙孔维武来到流

沙坪的第 6个年头，吸引他来到这里

的是全国第一家在高海拔低风速地

区开发风力发电业务的国内企业

——三峡能源大柴旦风电有限公司。

6年来，孔维武从一名普通工人

成为了公司的一名中层管理人员，他

们公司的风力发电机也从起初的 33
台，变成了如今的 150 多台。孔维武

在个人的成长中也见证了新能源企

业在大柴旦地区发展的历程。他说：

“我们公司成立于 2010年 11月，公司

从国内第一个高海拔低风速地区风

电科技示范试验风电项目起步，不断

探索发展，努力在高海拔低风速地区

开发风力发电业务，目前总装机容量

达到 252 兆瓦，三峡新能源青海锡铁

山流沙坪二期 100兆瓦风电项目正在

建设中。这些年来，我们公司在柴旦

地区累计发电量 18.4亿千瓦时，这就

相当于种植了 4468公顷阔叶林，年节

约标准煤 61.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量 187.3吨，能够满足 121万户城乡

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

为了进一步提升新能源企业竞

争实力，完善区域内新能源产业链现

状和缺项，大柴旦高水平编制清洁能

源产业规划，瞄准招商对象，有针对

性地组织上门招商，加快形成相互配

套、优势互补的企业集群和完整的产

业链条，逐步壮大新能源产业规模。

“我们以‘招大引强、招新引优’为重

点，充分发挥‘青洽会’等招商引资平

台作用，主动走出去开展宣传推介、

项目对接、上门招商活动，同时优化

营商环境，争取以项目带动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2021 年我区引进清洁

能源项目 5项，总投资 15亿元。”大柴

旦行委经济发展改革和统计局招商

科负责人姚程说。

近年来，三峡能源大柴旦风电

有限公司等一批深耕于大柴旦地区

的新能源企业立足企业未来发展和

清洁能源产业发展，不断积累项目

建设、管理和运营等方面经验、积极

探索，面向“十四五”，这些公司表示

将继续紧跟国家战略重点发展方

向，深度参与清洁能源工程建设。

在谈到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时孔维

武说：“下一步，我们公司将紧密围

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打造国家清

洁能源产业高地重大要求，科学引

领、创新发展，切实推进大柴旦地区

新能源业务开发，打造三峡品牌，传

播三峡文化，践行社会责任，推进地

方经济发展，助力实现‘碳达峰’和

‘碳中和’。”

近两年来，大柴旦酒

店住宿有了质的飞越，从民

宿到星级酒店，从高层建筑

到野外草滩，酒店种类可谓

五花八门，近日有一家即将

试营业的酒店，让人忍不住

多看几眼，这到底是一个怎

样的酒店呢？

带着好奇和疑问，记

者来到了位于大柴旦汽

车站附近的戈壁行火车

特色酒店，一进大门，两

辆“东方红”号蒸汽机火

车头对立而停，一排排小

木屋整齐排列，小木屋后

的铁轨上停着 8节绿皮火

车车厢。“我们这家酒店

是青藏高原第一家火车

酒店，我们跑遍四川、甘

肃、河南等地，找到了两

辆车头和 18节火车车厢，

受疫情影响，还有几节车

厢没有拉回来，我们火车

酒店除了客房外，还配套

火车酒吧、餐厅等功能区，无论是家

庭、朋友聚会或是新婚蜜月，出差旅

游，都是休息放松的好地方。”青海腾

苏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经理韩昌寿说。

“现在高速铁路、飞机极大地拉近

了城市间的距离，绿皮火车也逐渐消

失在人们的视线中，更别说是蒸汽机

头了，基本上很少能看到，就算是能看

到也大多已停止运营而成为展览品

了，所以我们就想着在大柴旦打造一

家独具特色的酒店，让游客们在这里

体验不一样的住宿感受。”韩昌寿说。

随着韩昌寿的介绍，记者看到，火

车酒店房间内空调、独立卫生间、热

水、无线网络等设施都很俱全。韩昌

寿说：“虽然是在火车车厢里，但我们

的标准和质量要求跟常规酒店一模一

样，我们希望通过温馨的布局、热情周

到的服务，为客人提供良好的住宿环

境。目前，各项前期工作准备得差不

多了，按照计划，应该能在 9 月中旬开

始试营业。届时，游客可以通过网络

平台预定我们的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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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柴旦:全力推动清洁能源产业稳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