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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我们镇的廉政警示教育室注重以身边事教育
身边人，教育启发党员干部警钟长鸣，防微杜渐……”在贵定
县镇（街）纪检监察工作法治化规范化建设观摩会上，盘江镇
纪委书记胡江琨如是说道。

今年以来，贵定县纪委监委在加大惩治腐败力度的同
时，创新教育思路，依托地域历史文化资源的独特优势，深入
挖掘廉政文化内涵，精心打造贵定县廉政警示教育基地，并
在8个镇（街道）打造廉政教育室，强力推进警示教育全覆盖
至“神经末梢”，开启了新时代反腐倡廉宣传教育新模式。

据了解，该县廉政警示教育基地分为旗帜篇、信念篇、举
措篇、筑堤篇、案鉴篇等五个篇章，融政治性、警示性和教育

性为一体，采用传统手段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布展原则，既
有传统形式的展板、实物、雕塑、灯箱，又配备投影仪、播放
器、显示屏、音响设备等多媒体设备，在格局上，根据内容选
择不同的表现形式，稳中求变；空间凸凹有致，层次分明；颜
色上有浓有淡，色彩鲜明；造型有简有繁，重点突出；内容上
有主有次，详略得当。在内容上，精选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要
言论、纪律法规、历代勤政廉政人物事迹、廉洁家风等，剖析
了县镇村以及重点岗位违纪违法典型案例，充分体现了党中
央一刻不停歇深化正风反腐、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新要求。

为彰显本地特色，突出面向基层，让警示教育的触角直

抵“神经末梢”，该县分别在 8个镇（街）打造廉政教育室，以
正反典型事例入手，植入廉政史话、格言警句、廉政字画、廉
政故事，融入党的宗旨教育、党员先进性教育等内容，生动形
象的展示了当前党中央反腐倡廉部署要求和典型案例特色
亮点，让参与者在廉政教育中不断产生新鲜感，自觉融入廉
政学习，引导党员干部筑牢“不敢腐”“不想腐”的思想堤坝，
营造崇廉尚洁良好社会风气。

“精心打造廉政警示教育阵地，就是立足于抓早抓小抓
细抓实，力求用身边的人和事教育我们身边的党员干部，不
断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该县纪委监委主要负责人
表示。 （郭应云 本报记者 龙毓虎）

贵定：“1+8”廉政教育阵地 开启反腐倡廉宣教新模式

本报讯 今年以来，瓮安县市场监管局
围绕“六稳”“六保”工作要求，切实履职尽责，
以“保市场主体”为抓手，“三心三力”激发市
场主体活力。

强信心，增内力，让市场主体“活起来”。
内强信心，全面贯彻落实省、州、县关于支持
企业复产复工复市的政策措施，严格落实领
导包保联系企业制度，采取网格分片的方式
组织具有一定经验的干部上门指导服务，提
振市场主体信心，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外松
环境，推动跨部门联合随机抽查，实现“进一
次门、查多项事”，避免多头执法、重复执法,从
而减少对市场主体正常经营活动的干扰，为
市场主体营造宽松的发展环境。今年以来，
共建立多部门联合抽查任务 12项，抽取市场
主体 41家，选派执法人员 72人，共 20个小组
随机开展市场主体抽查工作。提振胆气，非
常时期采取非常规举措，采取包容审慎监管，
推广柔性执法。对首次违法或轻微违法行为

的市场主体按法律法规减轻或免予行政处
罚；大胆启用企业信用修复机制，畅通信用修
复渠道。截至目前，补办市场主体证照手续
543 户，移除异常经营名录 134 户，指导个体
工商户恢复正常记载状态799户，有力保住了
市场主体存量，活跃市场氛围。

暖人心，给动力，让市场主体“热起来”。
坚持全面释放各项惠企政策红利，不与民争
利，不与企争利益；坚持能减则减，能免则免，
能缓则缓的原则，会同有关部门在服务上做

“加法”，在负担上做“减法”，打好政策“组合
拳”。落实税费减免、缓交政策，截至目前，对
各类市场主体减免税收 2794户次，减免资金
3147 万元；免缴社会保险 580 户，免除金额
17189.76万元；减征社会保险费42户，减征金
额 2153.45万元；办理申请社保缓缴 33户，金
额为 1962.16万元。降低商业用电成本，严格
执行工商业及其他电价用户电费优惠 5%政
策，截至目前，总电费折扣退补金额360.27万

元。落实房租减免政策，对租赁国有资产的
1282户企业、个体工商户，以现金减免、延长
租期、抵扣租金等方式减免租金 769.55 万
元。通过各项惠企政策给足市场发展动力，
有效增加了经济发展热度。

贴民心，激活力，让市场主体“多起来”。
坚持提升优化营商环境，吸引更多市场主体

“生根发芽”，壮大经济发展生力军。继续深
化“放管服”改革，压缩办结时间，提高行政审
批效率。个体工商户当场办，企业登记“一日
办”。进一步简化住所登记手续，实行“一址
多照”“一照多址”，做到“一个窗口受理、一张
表单填表、后台联动办理、一颗印章审批”。
同时，大力推广“网上办、掌上办”，电子化企
业设立登记 1364户，占同期总的企业设立登
记达 83.12%，有效提高市场主体登记效率。
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印发《瓮安县地摊、夜市经
济规范管理实施方案》，简化地摊准入登记程
序，引导规范地摊、夜市经营场所，加强监管
执法，做到地摊合法、规范、有序经营；同时，
加强夜市文化项目开发，疏通城市经济“毛细
血管”，有效拉动内循环。目前，县城区各类
小吃、水果、小百货、文娱活动摊位达 1200余
个，增加市场主体总量，充实市场发展生力军
力量。

（李庆军）

瓮安县市场监管局瓮安县市场监管局

““三心三力三心三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本报讯 为切实抓好抓细抓实食品安全监

管工作，荔波县市场监管局进一步强化工作职
责，以“三加强”持续推进食用农产品专项整治
行动，严厉打击市场经营长江流域非法捕捞渔
获物，积极营造安全规范市场秩序。

加强食用农产品市场监管，规范食用农产
品市场秩序。对各大超市、农贸市场、零售市
场和冷链市场开展全方位检查，严格督促市场
开办者落实食用农产品入市制度，严格督促经
营者落实进货查验制度、索证索票制度和食品
安全管理制度，建立产品购销记录台账，坚决
做到食用农产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杜绝
不合格产品流入市场，及时公示食用农产品安
全信息，不断规范食用农产品市场行为。自开
展专项行动以来，共出动执法人员105人次，检
查农贸市场26户次，检查超市6户次，检查餐饮
单位208户次。

加强食用农产品监督抽检，排查食用农产
品风险隐患。对农贸市场和食用农产品经营

主体实现监督抽检年度全覆盖，同时做好监督
抽检不合格核查处置和企业产品跟踪抽检工
作。自开展专项行动以来，完成县级食用农产
品监督抽检77批次，不合格1个批次，问题发现
率 1.3%，进一步排查食用农产品风险隐患，切
实强化监管措施。

加强长江禁捕打非断链宣传教育，努力营
造社会共治氛围。积极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
动，线上通过微信公众号平台发布宣传信息，
线下通过教育培训、开展宣传活动和经营场所
张贴《长江禁捕 打非断链》宣传海报，同时，向
经营单位发放《贵州省市场监管局严厉打击市
场经营长江流域非法捕捞渔获物的行政告知
书》。目前，组织开展食品经营者培训 7次，开
展宣传活动 8 次，张贴
宣传海报 179 张，发放
告知书 179 户，发放食
品安全宣传资料 3000
余份。 （覃茜倩）

荔波县市场监管局

持续开展食用农产品专项整治行动

本报讯 金秋是一个收获硕果的季节，一批批学子经过寒
窗苦读，收获了人生梦想。为了解决困难职工和农民工子女上
学难问题，9月24日，长顺县总工会举行了2020年“金秋助学”发
放仪式。

发放仪式上，学生代表王义峰是受助者之一，拿着这份沉甸
甸的助学基金，难掩感激之情。“获得这份助学金对于我来说，
它不仅仅是一份物质上的东西，它还是一份精神上的鼓励，让我
感受到了这个社会上还有许多人关心着我们，支持着我们，进入
大学后我会更加努力学习自己的专业，做好人生规划，为家庭减
轻负担，让自己成人成才，用爱心回报社会，让善意流传。”

据悉，2020年“金秋助学”工作自6月启动以来，通过前期摸
底、自行申报、基层审核、全覆盖入户调查、社会公示、信息比对
等程序，最终确定了 200 名新入学困难职工、农民工子女作为

“金秋助学”对象，每人受助5000元。
“在下步的工作中，我们要加大资金筹措力度，进一步资助

更多的困难农民工、职工的子女顺利进入大学校门，希望这些学
生倍加努力学习。”长顺县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朱棣刚说，他
希望同学们要养成自尊、自强、自信、自立的意志品格,感恩父
母，勤奋学习，用自己的美好人生回报父母、回报社会。受资助
的大学生要把这份关爱化为努力进取的动力，早日学成归来，成
为建设家乡的栋梁之才。

自2016年开展“金秋助学”活动以来，长顺县总工会累计筹
措资金 260余万元用于助学金发放，惠及 508名困难职工、农民
工子女顺利进入大学，极大地缓解了我县困难职工、农民工家庭
子女上学难问题，在全社会形成了良好的示范带动效应，掀起了
一次次助学热潮。

（本报长顺记者站 王昊坤 陈丽 摄影报道）

长顺

“金秋助学”100万元 情暖200名寒门学子

本报讯 “连续降雨导致野外巡线难度大，作业环境较差，
在开展故障巡查处置中，要做好现场安全管控，确保人身安全
……”9月 17日，南网贵州电网都匀罗甸供电局输配电所、配电
所兵分几路，展开对受暴雨影响停电线路故障巡视，排查电力
设备安全隐患。

连日来的持续降雨造成罗甸供电局辖区10千伏龙广线、10
千伏沫里线、10千伏茂亭线布苏支线、10千伏过新线 48杆L02
开关后端线路等不同程度受损停电。灾情发生后，该局输配电
所、配电所、供电所等在该局党委的引领下，强化灾后应急处
置，形成防汛保供电全局联动“一盘棋”的工作格局，迅速组织
输配电所、配电所兵分四路，全面展开对停电线路故障巡视，第
一时间组织抢修恢复供电。同时，该局各供电所第一时间通过
营销系统、微信服务群等，向广大用电客户传递气象台天气预
报信息，停电信息及抢修负电情况，做好相关工作安全警示提
醒，在争取客户的理解和支持的同时，引导客户注意防范产生
次生灾害，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罗甸县气象局9月17日10时5分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罗甸董王降雨已达大暴雨，平岩、纳坪已达暴雨，且降雨持续，
要注意加强防范。雷雨天气持续，该局在加强与当地气象、水
利、应急等部门的沟通联动，及时获取气象预警信息，分析可能
对电网运行的影响，随时作好预警和应急响应；并对重要线路
设备加强特巡特维，特别是地势低洼变电站、易发生泥石流、滑
坡等地质灾害地段的设备进行特巡，确保防汛排涝设施正常；
另外，严格执行领导到岗带班与 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一旦发
生险情，第一时间投入应急响应，迅速恢复供电。

（何勤 本报记者 刘红）

罗甸供电局

防抢结合打好防汛“保卫战”

啦啦操表演啦啦操表演

篮球决赛现场篮球决赛现场

本报讯 9月 21日 18时 30分，黔南邮政 2020年全
州邮政男子篮球赛（总决赛）、啦啦操比赛在都匀市全
民健身中心正式拉开序幕。

篮球赛场上，队员们配合默契，攻防有序，双方
你来我往，比赛现场高潮迭起，充分展现了参赛队伍

的团队协作意识和协同配合能力。
啦啦操队员们整齐的步伐、优美的舞姿，为现场

300余名观众带来了极致的视觉体验，台下观众掌声，
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活力四射的“啦啦操”表演，
将当代邮政职工的朝气与活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据了解，自7月20日开始，州公司本部、州寄递事
业部及12个县市邮政分公司球队经过4个赛区小组赛的
激烈角逐后，四个赛区共 4 支队伍进入全州邮政总决
赛，出线的 4支球队进行交叉淘汰赛 （抽签方式），胜
出的两支球队争一二名，负的两支球队争夺第三名。

通过激烈角逐，长顺县邮政分公司、都匀市邮政
分公司、荔波县邮政分公司分获篮球比赛前三名，州
公司机关荣获啦啦操第一名；福泉市邮政分公司、独
山县邮政分公司荣获啦啦操第二名；都匀市邮政分公
司、荔波县邮政分公司、龙里县邮政分公司荣获啦啦
操第三名。

本次活动，有效丰富了员工文化生活，加强员工
之间沟通交流，激发拼搏进取精神，营造全州邮政团
结和谐、积极向上的氛围，增强了企业凝聚力和向心
力。

(张世兴 摄影报道)

黔南邮政举办全州邮政系统男子篮球和啦啦操比赛
本报讯 “作为企业主要负责人，你的安全生产职责是什

么？如何落实责任？知悉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吗？‘两
个清单’是什么？”9月15日，州应急管理局检查组在检查现场
对三都县交运公司主要负责人进行提问。

据悉，今年4月份以来，黔南州安委办牵头成立联合检查
组，在全州范围内开展道路交通安全执法检查和专项整治。
此次检查主要针对前期检查发现问题开展“回头看”。同时，
结合“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宣传月”“安全生产监管执
法月”系列活动及吸取安顺“7.7”公交车事件教训，加强驾驶
员安全教育和心里疏导工作情况开展专项督查。在检查中发
现，企业问题整改不彻底、对驾驶员的安全教育和心理疏导未
做到全覆盖；企业主要负责人不清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
行动工作实质内容；企业内部不知道存在哪些较大安全隐患；
安全管理制度未及时更新；安全管理档案未规范建档等诸多
问题存在。

此次检查，通过现场提问，由企业主要负责人回答的方
式，不仅给企业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第一责任人上了一堂生
动的安全生产教育课，而且进一步督促企业加强安全生产知
识学习，做到抓安全生产知责、履责、尽责，严防安全事故发
生。同时，责令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企业的工作指导，常态
化开展督促检查，确保工作落细、细实。

当天，检查组还到三都县中和镇就农村道路交通“两站两
员”工作情况进行“回头看”。要求镇（街道）要统筹兼顾，保持
人员稳定，确保农村道路交通“两站两员”工作有序推进。三
都县安委办、县交警大队、县交通局等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参与
检查。 （邰梦林）

州应急管理局

到三都县开展道路交通安全执法专项检查

本报讯 近日，瓮安县岚关乡章阁村青塘组的种植户们
心里乐开了花，该村7.6万斤刺梨喜获丰收并全部销售完毕。

看着刺梨果变成了“金果果”，村支书王维祥也展开了紧
锁的眉头。“今年是刺梨第一次投产，如果卖不出去，积极性
就会被打击。好在经过多方努力，终于找到了销路。种植户
们靠刺梨增收的这 9.12 万元，让大家看到了发展产业的希
望。”王维祥高兴地说。

岚关乡章阁村青塘组位于岚关乡最南端，2017年，在瓮
安县林业局帮扶下，青塘组实施了退耕还林项目率先试种刺
梨 300多亩，91户人家几乎家家都种上了刺梨。刺梨从栽种
到投产只需3年，且投入成本低，受天气影响小，经济价值高。

金秋 9月，章阁村青塘组的地界上一片金黄色，300多亩
刺梨正用丰硕的果实昭示着脱贫攻坚成果。庄稼地里一个
个忙碌的身影，是当地群众在采摘刺梨；产业路上一排排穿
梭的车辆，是当地群众在运输刺梨；院坝里一堆堆金黄的果
实，是当地群众已打包的刺梨。驻村帮扶干部、村支两委、合
作社通过与刺梨收购商开展多次交流后，确保群众利益最大
化，最终以每斤1.2元价格进行收购。

如今，在章阁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帮助下，青塘组300多
亩共 76041 斤刺梨全部采摘并交售完毕，实现收益 91249.2
元，平均每户增加收入1000元以上。 （陈鑫）

瓮安县岚关乡

庄稼地里的“金果果”喜获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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