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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为引领推动全州党员干部学懂弄通做实全会精神，更加有效地推动全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在全州落地生根，全州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省委十二届六次、七次全会精神镇（乡、街道）党政正职专题研讨班在州委党校开班。

研讨班结束后，来自全州各镇（乡、街道）的各学员就如何在脱贫攻坚关键之年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成效，持续开展好乡
村振兴工作接受了记者专访。大家纷纷表示，将理清工作思路，坚定必胜信心，确保按时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收官战全面胜利。

夯实脱贫攻坚基础 开创乡村振兴新局
———全州镇—全州镇（（乡乡、、街道街道））党政正职专题研讨班学员专访党政正职专题研讨班学员专访

“通过此次系统的
理论学习，感触颇深，我
更加坚定了对党绝对忠
诚、做到“两个维护”的
政治自信，更加坚定了
对坚持走好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的道路自
信，更加坚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自信。”长
顺县代化镇党委书记金
平说，乡镇工作需要强
而有力的理论来指导，
下一步将继续从以下几
方面抓好落实工作。

强化干部队伍建
设。认真贯彻长顺县委印发的《长顺县村（社区）干部职业
化管理办法（试行）》，选齐配强全镇各村支“两委”班子，实
现各村村干部从“兼职”向“专职”转变，开展提升干部队伍
综合能力的专题教育，多途径提升党委班子成员及干部的
学习、办事及服务等能力，培养一支政治过硬、作风严谨、工

作能力强的干部队伍，为下一步乡村振兴筹备后备力量。
完善村规民约的制定。实现乡村振兴, 乡风文明是保

障。通过法治、德治、自治进一步提升乡风文明，建立完善
村规民约, 创新农村基层自治模式, 发挥其在建设美丽乡
村、推进移风易俗、加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和脱贫攻坚等方
面积极作用, 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实现乡村振兴。

推广“全民持股”利益联结机制。以“三变”改革为抓
手，采取“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组织方式，由合作社
将龙头企业和农户联结起来，合作社按照“全民持股”的分
配理念，把收益的20%作为合作社发展基金，收益的10%作
为合作社风险基金，收益的 70%按“建档立卡贫困户 1人 3
股，已脱贫户1人2股，非贫困户1人1股”分配原则作为党
恩“红股”精准分配到建档立卡贫困户、全体村民，确保户户
有股份、人人是股东，切实将发展成果与群众共享。

推进“123”治村模式抓基层治理。创新总结了“村企一
体、二元培育、三委共治”的脱贫攻坚“123”红股乡村治理模
式，同时，结合“全民持股”利益联结机制，充分调动群众参
与公益事业、配合村支两委工作的积极性，着力破解乡村治
理难题。

多措并举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访长顺县代化镇党委书记金平

本报记者 石学业

“这次党政正职同时来培训，州里面是下了大功夫
的，三天的专题授课和视频教学选题选材非常好，大家
学得踏实，也切身感受到了学习内容的精辟。”瓮安县猴
场镇党委书记李永群说，通过集中的培训，对平时理解
不透彻的理论、碎片化的学习有了系统化的学习思考，
回去之后将学用结合，在实践中抓好应用。

基层组织建设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对此，李永
群表示，在全州党建评估工作中，猴场镇突出政治功
能，进一步强化基层组织的设置，理顺隶属关系。在基
层组织的活动方式上再创新，扩大基层党的组织覆盖和
工作覆盖。在村社合一方面，理顺总社、分社之间的关
系，加强村社合一的运用，增强集体经济的活力。

基层治理要在“微治理”上下功夫。在瓮安“三下
沉五示范”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实际，下一步猴场
镇将重点从网格化的定位着手，对网格员进行责任化分
工并细化，实现清单式的管理、亲情式的服务、多元化
的参与，最后达到规范化运行的目的。乡镇党委政府结
合服务职能进行强化并层层落实，实现脱贫攻坚和乡村
振兴完美的衔接。

发展产业要逐步做到大、强、优。要围绕增规模、

提品质、办节会、扩
渠道、深加工等方面
做文章，结合现状，
猴场镇发展规模以上
的农业产业太子参 3
万 亩 ， 苹 果 桃 、 黄
桃、蜂糖李、冰脆李
等经济作物 2.5 万亩，
蔬菜 2 万亩，未来将
继续扩大种植规模，
减少低效农作物的种
植 ， 对 品 种 进 行 改
良。在蔬菜方面，猴
场镇利用粤港澳大湾
区菜蓝子直供基地金
竹合作社，打造金竹品牌，下一步猴场镇将加快推动金
竹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设施项目和农产品交易市场项目
的建设，争取在今年10月份投入使用，有效地延长销售
链，实现合作社种得好向卖得好转变。

抓好基层微治理 推进乡村振兴
——访瓮安县猴场镇党委书记李永群

本报记者 黄颂凯

“作为脱贫攻坚一
线干部，我们要严格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精神和省委十二届
六次、七次全会精神，弘
扬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贵州战法’精神，
保质保量啃下最后硬骨
头，不断巩固提升脱贫
成果。”罗甸县红水河镇
党委书记、四级调研员
刘秀才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此次培训，让自己
理清今后的工作思路、
坚定必胜的信心、指明

前进的方向。
红水河镇地处黔桂两省（区）四地（州市）交汇处，是龙

滩电站移民大镇，全镇辖338平方公里，3个社区15个行政
村，共 4579户 19829人，少数民族占总人口数 95%。当前，
脱贫攻坚已进入最后收官阶段，刘秀才认为，作为贵州南部
偏远乡镇，红水河镇当前重点工作主要在于返贫致贫监测、
补齐短板弱项，逐一对账销号、脱贫巩固提升等方面，要坚
持统筹衔接，坚定实施产业扶贫根本之策，切实解决“两不
愁三保障”突出问题，为脱贫成效持续性、稳定性打牢基础。

首先要全力打好脱贫收官战。严格按照“四个不摘”要
求，持续保持脱贫力量不减、帮扶力量不变，抓实问题整改、
强补短板弱项、狠抓项目落实，强化查缺补漏，确保脱贫成

果持续巩固。基于此基础，深化推进脱贫攻坚取得的成效，
全力抓好乡村振兴，完善管理基础设施、健全乡村治理机
制，充分利用红水河镇气候优势及土地优势，在农业产业上
下功夫，不断加大产业发展力度和“村社合一”进程，按照省
委农村产业革命“八要素”，坚持把发展产业作为促进群众
增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紧围绕现有规模产业芒果、小米
蕉等精品水果种植的发展定位，不断引进龙头公司强化产
业带动。

此外，结合脱贫攻坚产业到户的实际，围绕“一村一
品”“一户一业”的发展思路，利用“长短结合”的方
式，不断增强产业发展潜力和水平，促进产业上做强做大
做优，确保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同时精心打
造旅游产业，把旅游产业作为促进红水河镇经济社会发展
的着力点，在红水河景区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配套
设施，配全旅游要素，增强农旅结合，将红水河镇打造成
为特色的旅游小镇。

“乡镇是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和上级工作部署的前沿阵
地，基层党组织处于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作为一名
乡镇党委书记，要始终站在全局高度，把为民务实作为工作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引好路、带好头、谋好策、抓落实，把党
的领导贯彻到基层治理全过程，切实发挥乡镇党委政府在
基层治理中‘最后一公里’的作用。”刘秀才说，在接下来的
工作中，将进一步转变思想、更新观念，根据推进国家治理
现代化的相关要求，不断改变工作方法、创新发展理念，着
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坚决按时高质量打赢脱
贫攻坚收官战。

坚持不松懈 确保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收官战
——访罗甸县红水河镇党委书记刘秀才

本报记者 朱丽

“此次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指导我们的实践工作，让
我对村社合一这项工作的背景、意义、方法、需要解决
的问题，以及村社合一推进过程中的基本环节和流程都
有了充分的认识和了解。”平塘县掌布镇党委书记、一级
主任科员宋兴海说，持续保持攻坚态势，全面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将村社合一做实，是当前及今后的工作重点。

如今，在脱贫攻坚关键时期，如何做好脱贫攻坚与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相关工作尤为重要，对此，宋兴海
说，产业兴旺是基础，发展产业就是做好生态，环境整
治、民生保障和改善也同步推进，生态宜居随之形成，
百姓有收入，乡风也就自然文明。村社合一是推进乡村
振兴与破解当前基层组织软弱涣散，村集体不强难题的
有力抓手，因此，在产业推进的过程中，要以村社合一
为突破口，将村集体做成规模，产业布局上，以“一长
两短”的方式，即一个长效产业和两个短效产业，进行
有效辅助与补充。

掌布镇地处平塘县境西北部，全镇辖 6 个行政村，
56 个村民小组。近年来，掌布镇纵深推进农村产业革
命，大力发展茶、中药材、水果、畜牧等产业，开创

“活力掌布、宜居掌布、养生掌布、休闲掌布、生态掌
布”五个掌布新未来，深入推进一本书、一条河、一片
花、一台戏、一条街、一个布依古村落“六个一”体系
建设，打造旅游名镇。

长效产业和短效产业方面，结合掌布镇实际情况与
现有产业优势，宋兴海认为，紧紧围绕省、州、县的主
导产业，掌布镇长效产业主要为茶产业和以蜜柚为主的

精品水果，利用现有
的产业基础，做好地
方品种，保证产品品
牌，短效产业主要为
以头花寥种植为主的
中药材和以佛手瓜为
主的时令蔬菜，在现
有种植面积上进一步
扩 大 ， 在 产 业 规 划
上 ， 采 取 “ 以 短 养
长”方式，短效产业
做衔接，发展固定的
长效产业。

“脱贫后有缓冲
期，所以在脱贫巩固
上，我们的工作还要
继续落实。”宋兴海说，因此，掌布镇制定了脱贫巩固的
具体工作方案，建立防贫治贫的风险检测机制，对群众
建立动态巡查工作机制，防止群众因灾害、人口、重大
疾病等变化产生新的问题，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存在短
板及时补足，在乡村振兴中，通过发展产业，巩固群众
收入，让其收入可持续，将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
政策落实到位，落实好综合保障政策，坚持应保尽保，
保持持续攻坚的态度，在巩固脱贫的基础上抓好乡村振
兴。

纵深推进村社合一 全面抓好乡村振兴
——访平塘县掌布镇党委书记宋兴海

本报记者 朱丽

“今年是意义非凡
的一年，脱贫攻坚取得
决定性成就，但是我们
基层服务群众的能力、
巩固扶贫攻坚成效、群
众的公共服务设施等方
面还存在一些盲点、难
点、痛点，如何实现乡村
振兴和农村基层治理，
作为基层干部怎么做，
通过这三天的学习后，
理解得更加透彻了，理
清了思路，目标更明确
了，思路更开拓了，同时

也为下一步基层的乡村振兴和农村基层治理提振了信心。”
福泉市牛场镇党委书记唐斌说。

在基层治理方面，针对存在的问题，唐斌表示，回去之
后将结合全镇的工作实际，完善建立服务体系、组织体系、
群众参与体系和自治体系。无论基层治理还是乡村振兴，
都要有效地发挥群众的主动性，这也是牛场镇下一步的重
点工作。只有群众自我发展，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做好了，

群众的自治力提升了，基层治理才有支撑和保障，而基层治
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和保障。

在农村的卫生整治方面，实现包括污水、垃圾、公共场
所和群众的庭院广场等全覆盖。

“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和产业发展还存在一些不足，下
一步就是补齐短板，提升党委政府的服务能力。”唐斌说，要
以基层治理为抓手，发展壮大村级合作社，带动贫困户增
收，只有群众增收了，才能稳固脱贫攻坚成效。结合牛场的
实际，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保证一户最低有一个人就
业，拓宽群众的就业渠道。牛场镇有两个园区，规模以上的
企业 32家，其他的大小企业 1000多家，接下来牛场镇要组
织对群众进行技能培训，有序推荐群众到企业务工。

“作为基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提出国家治理能力
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也就是我们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间的
中心工作。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后，接下来就是乡村振
兴，如何实现有效的衔接，是下一步我们要思考和抓落实的
方向。”唐斌说，要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省委十二届六
次、七次全会精神贯穿到整个工作的始终，提振全镇的群众
的凝聚力，紧紧的围绕州委市委的决策部署，抓好各项工作
落实。

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访福泉市牛场镇党委书记唐斌

本报记者 黄颂凯

“通过这次的学习，我作为一名新时代基层党员领导
干部深刻认识到，在今后的工作中要更进一步学习好，领
会好，贯彻好全会精神，要做到知行合一，学用结合，把学
习贯彻全会精神与街道全年目标任务结合起来。”荔波县
玉屏街道党工委书记吴文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将对照
年初目标，认真对账，查漏补缺，在保持上半年良好发展态
势的基础上，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与保
障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与脱贫攻坚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结合起来，与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结合起来，推
动高质量发展，合力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并从以下几
个方面持续发力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持续打好党建“先锋牌”。紧紧围绕“扶贫抓党建，抓
好党建促脱贫”的工作思路，紧盯基层党建薄弱环节与“精
准扶贫”突出问题，牢牢把握党建“主业”与脱贫攻坚“主
责”互推互促、相辅相成的原则，抓班子、强队伍，树导向、
增活力，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整合资源力量，增强基层党
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持续强抓乡村振兴。紧紧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进

一步找准环境整治的
切入点，选好巩固产业
着力点，盯紧乡风文明
结合点，突破内生动力
薄弱点，进一步补齐基
础设施短板，重点要抓
志智双扶，强化思想观
念转变，激发群众内生
动力。

持续抓好产业发
展。以“发展一批产
业，脱贫一批贫困人
口 ”为 目 标 ，按 全 县

“1+5+N”扶贫产业发
展战略要求，坚持以

“一乡一品、一村一特”为主攻方向，结合自身区位、资源、
交通等优势，以“1134”工作法深入推进农村产业革命，强
力推进桑蚕、百香果、铁皮石斛、青梅等优势产业，让产业

“强”起来，群众“富”起来。

持续发力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访荔波县玉屏街道党工委书记吴文学

本报记者 石学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