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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南高新区

大力改善矿区环境 促进矿区转型发展

独山县：撸起袖子秋收忙 干群抢收一条心

麻尾镇干群抢抓时间秋收

玉水镇本寨村干群一心抢秋收

玉水镇干部帮群众晾晒稻谷
本报讯 近段时间，受连续降雨影响，独山县部分镇村
秋收进度出现滞后现象。面对这一情况，独山县各镇积极
组织党员干部抢抓晴雨间隙，
帮助农户抢收水稻，
确保秋粮
颗粒归仓。
在玉水镇本寨村，党员干部来到田间地头，撸起袖子、
挽起裤脚，
有的拿着镰刀割稻穗，
有的将稻穗放进机器内脱
粒……金黄的稻田、红色的志愿服，
相互映衬绘成一幅绝美
秋收画卷。
“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们来到这里帮我抢收水稻，把损
失降到最低，
这让我感到很暖心。
”
说起干部们的帮助，
村民
罗腾跃连连点赞。连日降雨，罗腾跃种植的水稻再不采收
就要在田里发芽了，
党员干部先锋队的到来，
解了他的燃眉
之急。
这边抢收水稻热火朝天，另一边的抢晒工序也同步进
行。在村民韦祖霞家中，志愿者潘健将一袋袋水稻铺在地
面后用耥耙上下翻动，
使稻谷水分蒸发便于贮藏。

“此次抢收，不仅密切了干群关系，也用实际行动践行
了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坚定了群众的脱贫信心，
使他们知
党恩、跟党走，为夺取脱贫攻坚全面胜利凝聚起更大的力
量！”
玉水镇林业站站长潘健说。
玉水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莫汝良介绍，秋粮抢收结束
后，玉水镇将认真谋划好秋冬产业种植，确保满栽满种，实
现绿色过冬，
切实巩固脱贫成效，
让群众增产增收。
近日，随着天气放晴，在麻尾镇的片片金黄稻田里，该
镇党员干部正来回穿梭，这边在搬运打谷机、割稻子，那边
在打扫场坝、推平谷子，
满是干群抢收秋粮的画面。
董岭村马安组村民梁宇秋今年已近 50 岁，由于家里只
有自己和一个老人，
虽然偶有天气放晴，
但梁宇秋还是被家
里近 2 亩的水稻难住了。董岭村党支部知道后，立马组织
村里的党员帮忙。
“虽然今年种的少，但如果没有村里来帮忙，今年我是
很难打完米的，
真的非常感谢他们。
”
梁宇秋说。

连日来，
为抢抓无雨“空窗期”
收割稻谷，
减少降雨给群
众带来的损失，
确保颗粒归仓，
麻尾镇各党支部充分发挥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冲锋在前，通过帮助无劳动力、贫困家庭
抢收秋粮，以及宣传粮食科学收储等方式，积极组织开展
“抢收秋粮，
颗粒归仓”
主题党日活动，
引导群众抢抓时机收
秋粮，
使全镇秋收秋种工作忙而不乱、紧而有序。
“群众的微笑就是我们最大的安慰，
能实实在在为父老
乡亲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是我们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无
上光荣，今后，我们还将继续把党旗飘扬在群众需要的地
方。
”
麻尾镇机关一支部书记王平说。
通过镇、村两级 10 个党支部党员的共同努力，麻尾镇
共帮助了 19 户贫困户和无劳力家庭完成近 30 亩的秋粮抢
收。下步，麻尾镇全体党员干部将继续抢时节、抓秋收、保
秋粮，
全力推进秋收进度，
为保质保量完成秋种工作夯实基
础。
（马伟 本报独山记者站 韦宗斌 摄影报道）

惠水县岗度镇：多措并举稳住群众“金粮仓”

大型收割机正在作业

本报讯 近日来，连受降雨天气影响，
惠水县岗度镇水稻和旱地作物均受到不同
程度影响，
为把灾害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
岗度镇立即组织动员群众，抓住降雨间隙
抢晴多形式、多渠道抢收成熟水稻，
全力保
障全镇农民菜篮子、钱袋子持续增收“不打
烊”。
发挥组织优势，合力规避返贫风险。
以 12 个村党组织为关键核心，充分发挥党
的组织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联结村
支“两委”
、攻坚队员和广大党员模范先锋，
积极开展好水稻作物抢收的动员宣传工
作。坚持脱贫攻坚产业扶贫精准打法，凝
聚力量团结协作抢抓作物收成，集结强大
合力规避返贫风险，
稳住农民菜篮子、钱袋
子持续增收。

只为群众早点过上好日子
——记黔南州民政局驻长顺县牛坡村第一书记罗科勇
罗再高
“现在是脱贫攻坚关键期，我已报名驻村，这个村离咱们
家将近 200 公里。以后，每月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爹妈年
纪大，
身体不太好，
孩子又还小，
辛苦你了……”
“干脆，我把工作辞了，在家做个全职太太，你就安心在
那工作吧……”
“老婆、让你受委屈了，
谢谢……”
这是黔南州民政局社会事务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时任
执法支队副支队长）罗科勇在 2017 年 9 月，丢下年仅 3 岁女
儿、年迈的父母，前往长顺县深度贫困村——长寨街道牛坡
村担任第一书记，
临行时与妻子的话别。
转眼，
三年过去了。
“刚来时，我住在村委会办公楼，从村委会到各村民组全
是泥巴路，基本不通车。群众居住分散、土地破碎，蛇多狗
凶，
还处于‘交通靠走、通讯靠吼、治安靠狗’
状况。
”
“真佩服罗书记，不到半年，就走遍全村所有人家……”
谈起罗科勇的记性，村民陈正礼直叫绝：
“哪家房子多大，居
住朝向，家中人口、收入，能否吃得饱、穿得暖，是否纳入保障
都记得一清二楚，
简直像电脑！”
罗科勇坦然：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要想改变现状，
就必须‘对症下药’，
不了解基本情况不行啊！”

“群众很淳朴，相信党，相信‘兵哥哥’。我胸戴党
徽，身穿迷彩服，大家很快记住我这个‘迷彩哥’。老人管
我‘老表’
，同龄人喊我伙计，更多人叫我‘罗书记’
。
”
“挽起裤脚、撸起袖子，一道插秧、除草和收割，一起劳
作、一起快乐。别看从州机关来，罗书记却没有半点官架子，
大伙都愿意和他相处……”
“只要是罗书记召开的会，不管是村民小组会、群众大
会、院坝会，还是田坎会，我们都会来得整整齐齐的。”归山组
村民小组长陈正文说：
“他来后，村支两委‘三会一课’、例会、
学习会变成常态，驻村队员、村支两委干部自身素质履职能
力得到提升。村里还发展了 3 名党的后备力量。
”
“喜欢听罗书记说话，他讲的都是一些与我们息息相关
的政策、法规，与大家讨论的都是村里的基础设施、务工就
业、种植养殖、产业发展、群众增收……”
“与他交流一点没有压力、随心所欲，好沟通，甚至他去
县城开会办事时还可以请帮买东西、办事情。钱，他先垫着，
事办得妥妥当当，
就像自家兄弟一样……”
提及罗科勇，
村里每个人都竖起了大拇指！
“光打成一片不够，关键要给老百姓最得实惠的‘干货’，
要让群众居住环境、村容寨貌得到改善、改观，让大家早日过

抢抓时节机遇，科学高效收割作物。
镇属部门主动对接河南富强农机专业合作
社，根据全镇稻田亩产面积区域科学分配
10 余台大型收割机器，结合组织优势充分
调动人力、物资，动员群众多形式、多渠道
抢收成熟水稻，截至目前完成抢收 1 万余
亩水稻。
持续做好服务，保障群众稳产增收。
持续做实服务群众的“贴心人”，各村党组
织接力做好水稻抢收情况跟踪监测，并分
类引导农户科学采取高质有效的收割方
式，全力降低受损面积，及时“引粮入仓”。
同时对已收割的稻谷帮助提供场地晾晒、
机器烘干等方式，
防止水稻返潮减产，
确保
“减产不减收”，
稳住人民群众“金粮仓”。
（帅锡超 程欢欢 摄影报道）

上幸福美好生活。”为完善牛坡村基础设施及产业发展、农民
增收，除了常规工作外，罗科勇利用自身的工作和资源优势，
向州民政局以及州、县直相关部门、企业，拉赞助、找资源
……
在基本保障方面，经多次排查核实，按程序将符合条件
困难纳入城乡救助，实现应保尽保、应助尽助，解决群众最基
本的生存问题，
解除大家的后顾之忧。
在他的协调下，州民政局等相关单位在资金、人力、物力
上给予较大帮助，全村完成硬化通组路 12.8 公里、串户路 5.2
公里、产业路 2 公里，新安装路灯 203 盏，新建垃圾池 8 个，新
建了村活动场所和村卫生室。村里新增生猪养殖 350 头，种
植蜂糖李及脆红李 110 余亩、花椒 200 余亩，新增养殖绿壳蛋
鸡 5000 羽，
完成 50 亩海花草种植示范点建设。
为解决群众筹资和发展项目以及就业问题，罗科勇协调
相关部门落实特惠贷、惠农贷，采取先借后补、入股分红方式
惠及村民。配合人社部门抓好适龄劳动力培训，采取就地或
到县城、省城和其他有就业需要的地方就业，实现每户至少 1
人以上就业，
增加了群众，
特别是贫困户的收入。
通过易地移民搬迁、危房改造及透风漏雨整治解决了全
村 104 户贫困群众的住房安全问题。紧接着，又逐步解决了
全村教育、医疗、饮水等方面问题。
2019 年底全村贫困发生率从 2014 年的 52.45%下降至
1.41%。2020 年上半年，牛坡村实现整村清零并顺利通过州、
省和国家的验收，
退出绝对贫困列队。

本报讯 位于福泉市的黔南高新区始终坚持工作跟着项目
走，
以项目为重引领发展、促进转型；
坚持资金跟着项目走，
以优
质项目抢占先机、争取支持；坚持要素跟着项目走，以高效保障
加快落地、早日见效；坚持服务跟着项目走，以一流环境吸引投
资、储能蓄势。对独立工矿区推动生态环境治理取得新进展，
不
断实现可持续发展，
促进矿区转型发展。
规划引领，科学布局。福泉市独立工矿区范围涵盖了道坪
镇、牛场镇及马场坪街道部分行政区域，
产业发展已形成了罗尾
塘产业集聚区、双龙产业集聚区、马场坪产业集聚区，矿区由于
长期开采，
矿区历史欠账较多，
环境有待提升。在独立矿区项目
规划建设时，立足于独立工矿区实际情况，结合矿区发展定位，
严格按照福泉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经开区
总体规划等上位规划科学规划布局。
项目带动，
提升品质。为优化矿区发展环境，
高新区始终遵
循基础设施先行的原则，
以补充矿区道路、给排水等基础设施建
设短板为重点，进一步改善矿区硬件条件，增强矿区承载能力，
特别是双龙园区瓮马铁路牛场货场、马场坪园区铁路物流平台
建成，
大幅提升矿区物流保障能力。为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坚持
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协调发展，
加快环保设施建设，
矿区完成
了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污水。为建设更好的矿区环境，高新区
在规划范围内补足生产、生活服务等城镇功能板块，
矿区配套公
共设施在不断完善，
在马场坪工业园区配套建设安置区、人才公
寓等，在牛场规划建设全市易地扶贫搬迁项目。以项目建设为
着力点，改善矿区环境，推进经济快速发展；加快安全隐患区居
民避险安置，接续替代产业培育，为矿区可持续发展找支撑，推
动形成充满活力的矿区经济，
使转型发展成果惠及矿区居民，
带
动周边区域发展。
稳步推进，
有序开展。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确保项目扎实推
进，促进矿区项目转型升级，根据相关文件精神，为改善独立工
矿区环境，促进矿区转型发展，黔南高新区组织开展 2021—
2023 年独立工矿区项目申报工作，涉及道路建设工程、居民安
全隐患消除保障项目等 11 个项目；总投资约 19.5 亿元。组织编
制完成独立工矿区改造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同步启动申报项目
的前期手续办理工作。
（杨垚）

福泉市：

“三化促三融”提升老干部服务管理水平
本报讯 为提升老干部工作精细化、实效化、常态化水平，
福泉市着力加强老干部工作信息化、精准化、规范化建设，有效
推进三个方面有机融合，
进一步增强老干部工作针对性，
全面提
升老干部服务管理质量与水平。
主动加强与各单位的沟通，
广泛征求意见，
推动信息化与老
干部工作深度融合，逐步建立直接联系服务老同志的微信群、
QQ 群等，重视“数字黔老”的推广应用，注重微信群、公众号、学
习强国等的综合利用，
形成较为完备的思想引领体系，
改进提升
老干部工作。健全完善离退休干部信息库，对离退休干部信息
进行动态化管理，走访过程中注意采集完善离退休干部的居住
情况、联系电话、家属情况、子女信息、身体状况等信息，为精准
化服务提供基础支撑。同时坚持因人制宜、因事制宜，
对老干部
反映强烈的问题，高度重视、精准落实，确保干一件、成一件，对
于符合政策规定的不折不扣抓好落实，耐心做好解释和心理疏
导，进一步提高老干部工作科学性和实效性。建立老干部联络
员制度，不断完善联系走访、送会送文上门等制度，不定期走访
行动不便和生病住院的离退休干部，让老干部及时感受到组织
的关怀和温暖。
另外，该市还认真梳理老干部工作基本政策、基本职责、
基本内容，贯彻落实好现有政策，学习研究新政策、新措施，
对离退休干部服务过程中与实际不符的做法及时进行规范。结
合 《福泉市离退休干部管理办法》，督促指导各单位全面加强
老干部工作队伍自身建设，组织老干部工作者常进老干部门、
常系老干部情，全力当好老干部的联络员、通讯员、勤务员，
提高干部队伍学习力、执行力、亲和力，推动老干部工作有序
有效运行。
（本报记者 罗阳)

平塘县巧用“四招”创新方式讲党课
本报讯 平塘县在“党课开讲啦”活动中，创新党课教育
模式。主动将党课由室内搬到室外，由机关延伸到村组，由实
体拓展到虚拟，不断提升党课吸引力，不断取得新成效。
一是“引”党课进村组。拓宽农村党员教育覆盖范围，积
极创新农村党员教育培训模式，以村组为单位，以“农村党员
教育培训中心”
、“农村党员远程教育中心”
、“农村党员实用技
术培训中心”为载体，先后组建 11 个镇乡级教育培训小课
堂，124 个村级教育培训点，加强教学管理，实现了农村党员
党课教育“全覆盖”。
二是“邀”典型当导师。发挥致富能手示范带动作用，依
托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组建了由农、林、牧等部门专业人员和
致富能手为核心的师资团队，定期开展技术示范和发展规划等
方面的教学辅导活动。此外，聘请县级优秀农村致富带头人
“现身说法”，把辖区 28 名道德模范、先进党员、抗疫英雄等
“请进来”
，讲述自身感人故事，使党员坐得住、听得进、有启
发，激励党员干部坚定跟党走的信念。
三是“请”实践进课堂。提高农村党员致富带富能力，加
强学用示范基地建设，推动学用转化，引导广大基层党员群众
积极发展农村特色旅游、种植、养殖等产业项目，在致富的同
时发挥带富作用。截至目前打造特色旅游村 15 个，发展中草
药种植 2200 亩，蔬菜大棚 635 个，养殖专业户 189 个，把党员
教育办成惠民实事。
四是“连”党建入网络。为增强党课教育培训党员实效，
推动“互联网+党员教育”，党组织书记针对党员对学习的需
求度不同，充分利用电脑、电视、手机等平台，组织党员收看
红色电影、警示教育片，各单位 （部门） 建立微信、QQ、钉
钉等党建管理群，拓展了教育服务基层党员群众的阵地，运用
文字、图片、语音、视频等方式推送“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动
态、进展和成效，累计推送信息 530 余期，实现了党员教育指
尖上的移动课堂，实现了党建宣传由单一化向网络化延伸。
（蒙贤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