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李 杉
视觉编辑 郭显婷
邮箱 qnrb999@163.com 2020年10月11日 星期日

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 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

收割、脱粒、打包、运送、烘干……连日来，为
抢抓水稻收割的有利时机，罗甸县各乡镇干部群
众抢晴天战雨天，在全县上下掀起抢收热潮，田间
地头一派干群合力抢收的农忙景象。

受持续阴雨天气影响，罗甸县各乡镇水稻等
农作物收割困难，秋收工作较以往普遍推迟。为
抓好抢收工作，确保粮食安全，罗甸县在全县广大
干部群众中开展“抢秋收·助脱贫”活动，按照脱贫
攻坚结对帮扶现有架构，实行“县级领导包片、乡
镇和部门包村、结对帮扶干部包户”方式，广泛发
动干部群众到田间地头，开展“抢秋收·助脱贫”活
动，最大限度降低不利天气带来的经济损失，确保
粮食颗粒归仓。

为进一步确保“抢秋收·助脱贫”活动取得实
效，不断强化工作责任，罗甸县“抢秋收·助脱贫”
活动由领导干部带头，采取干部包保到村到户方
式，组建秋收生产帮扶队，进村入户开展动员，全

面落实“一村一策、一户一策”，确保按时完成抢收
任务。对老弱病残等无劳动力、半劳动力和弱劳
动力的家庭，优先组织抢收。此外，为确保抢收成
效，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和调剂农用机具、烘干机等
设备，对 100 亩以上坝区和有条件的地块，优先实
施机械作业。并组织广大农业技术人员深入一线
开展技术服务，“手把手”指导农民落实关键措施，
科学抢收。

同时，罗甸县不断强化部门协调联动，县气象
局、县水务局、县农业农村局等部门加强与乡镇的
沟通对接，对可能出现的灾害性天气及时发布灾
害预警信息，指导群众提前做好防范。针对已受
灾群众，由县国资金融服务中心督促保险公司配
合乡镇开展保险勘查和受理理赔工作，确保将群
众损失降到最低。

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县11.3万亩水稻已完成
收割11.16万亩，完成率达98.76%。

罗甸：干群合力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文/图 本报罗甸记者站 班方智 李璨

国庆、中秋“双节”期间，记者走进贵州昌明经济开发
区，随处可以看到园区内各家企业都在加紧订单生产，到
处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企业紧抓市场机
遇，争分夺秒谋发展。

在皇冠陶瓷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工人
们正在紧张工作，机声轰鸣，一台台机器不停地运转着，
打包、上砖、下砖、捡砖、码垛，在一系列半自动化的生产
线上，工人们有条不紊地忙碌着，生产现场一片火热。

在盛昌铝业有限公司包装车间，记者看到包装部的
工人们在喷码、贴标牌、包膜一系列熟练地动作下，一排

排铝合金建材在生产线上包装完成，匀速前行。
同样，在贵州昌明经济开发区其它企业，员工们都坚

守在各自的岗位上，为企业自身和贵定工业经济高质量
发展添砖加瓦。

今年以来，贵定县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
“六保”任务，用好补短板和锻长板两大抓手，全力以赴推
进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亲商、尊商、扶商、富商
的良好氛围，全面打造营商环境新高地。

本报贵定记者站 刘洁 赵磊 摄

贵州昌明经济开发区：“双节”不打烊 企业生产忙

国庆、中秋“双节”期间，
正值“长顺四宝”之一的高钙
苹果全面成熟上市季节。脆
甜的苹果挂满枝头，吸引了贵
阳、惠水、安顺等周边游客前
来采摘游玩，销售异常“火
爆”。

走进长顺县广顺镇凤凰
坝种植大户丁福洲的果园内，
远远就传来游客采摘的欢笑
声。虽然受持续低温天气影
响，但因为苹果口感好、品质
优、果型靓，前来采摘的游客
依然较多。

“平时没有时间，节假日
就一家人出来旅游，我们都是
从贵阳、惠水经朋友介绍过来
的。这边苹果又红又大，很好
吃，如果明年有时间，还会来
这边。”来自贵阳的罗先生指
着红彤彤的苹果说。

另一边，正在采摘维纳斯
黄金苹果的贵阳游客吴女士
是这片果园的老顾客，每年这
个时候她都会带着家人朋友
一起过来采摘游玩，硕大的苹
果总会让她“爱不释手”。

“我们吃了他们家苹果之
后，心头天天都念叨着这个苹
果。这里离贵阳也不远，来很
方便，关键还是这个苹果的口
感太好了，所以非来不可。”吴
女士乐呵呵的说，这边的苹果
很有档次，超市都难得买到，
每次来到果园她都要采摘上
千块钱的苹果，除了带回去家

人吃，也会给亲戚朋友带一点，优质的苹果会让她觉得很
有“面子”。

“回头客特别多，平均一天有500—600人，基本上都是
贵阳、花溪周边游客，贵阳特别多。”丁福洲向记者介绍。

丁福洲告诉记者，他的苹果园有近 500 亩，今年“双
节”期间，通过游客进园采摘，每天要卖出去苹果 5000—
6000斤，预计今年产量将达到40多万斤，产值约150万元。

目前，长顺县共种植高钙苹果7.43万亩，挂果面积2万
亩。除了周边县市游客入园采摘，通过电商平台，还销往
广东、江苏、上海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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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巡察工作是我的责任，也是身为一名纪检人的担
当，我对工作的热情，不会因为即将退休而消退，只会一直持
续。”这是黔南州委第八轮省州县（市）联动巡察州派县第二
联动巡察组组长陈琪对圆满完成巡察任务的一句坚定承诺，
更是作为一名即将退休的纪检老干部的肺腑之言。

勇挑重担心如磐 不打无准备之仗
2020年4月，州委启动第八轮巡察暨省州县（市）联动巡

察，任命陈琪担任州委第八轮省州县联动巡察州派县第二联
动组组长，负责独山、福泉两县（市）巡察统筹指导工作。

此次巡察，时间长达 4个多月，且要在都匀、独山、福泉
三地来回辗转，两个县（市）的联动巡察小组就有 9个，联动
巡察单位就有 30多个，联动巡察地域跨度大，持续时间长，
任务十分艰巨。接到任命时，陈琪内心高兴的同时又有些忐
忑，已经快60岁的她，担心自己因体力不支、统筹不好，辜负
组织的重托。

“巡察是政治任务！”作为一名纪检人，讲党性在陈琪的
思想意识里早已深深扎根。因此，她很快打消一切顾虑，毅
然接受组织的巡察“军令”。“这是组织对我的信任和对我工
作的认可，我一定要在退休前站好最后一班岗，保质保量完
成此次的艰巨任务。”她坚定的说。

此次联动巡察时间紧、任务重，前期的准备工作容不得
半点马虎，陈琪内心十分清楚。她说：“俗话说‘不打无准备
之仗’，所以我开始不断思考琢磨，这次采取提级联动的方式
对四家班子办公室、常委部门、法院、公安等9个系统开展联
动巡察，联动巡察组长应如何做、怎么统筹才能将任务完成
好。”

为了让巡察组成员尽快进入角色，有效开展工作，除州
级统一培训外，她根据被巡单位的特点，强化再学习再培训，
就如何关注重点查找问题、寻找突破口，怎样把方向、作统筹
等方面进行培训指导。同时，充分发挥巡察组人员专业优
势，对被巡单位业务进行学习交流，实现对工作的实际指
导。对于业务较特殊的单位，如公安局、法院，采取由抽调的
公安、法院同志交流介绍情况的方式，利用联动扩大会对本
系统、本部门主要职责职能以及涉及的风险点、容易出问题
的环节等方面进行交流，通过交流促进大家主动思考问题，
也帮助其他组员对被巡察单位的业务工作有所了解，为巡察
精准发现问题打基础。拟定实施方案、分发巡察公告、组织
专业培训 .....在进驻之前，她和各巡察组已经忙碌了整整一
周，力求将各项工作想深想透、做细做实。

身之将退心不褪 坚持初心不停止
“统筹协调、把好工作方向是联动巡察组长的重要职责，

只有思路正确方向才不偏离。”因此，根据时间进度及福泉、
独山具体工作进展情况，陈琪与副组长周密安排部署，在人
员、车辆、后勤等方面及时与州委巡察办和县（市）巡察领导
小组领导汇报、沟通、协调，并及时解决联动组工作中的困难
和问题。同时，以会议调度深入巡察一线的方式开展指导督
导工作，既教思路，又教方法，指导巡察组查找问题要紧紧围
绕“三个聚焦”和核心职能，锁定财、权、物集中的部门和环
节，特别注意从有经济、项目建设等方面管理职能的部门和
环节找问题。巡察过程中，还及时与县（市）巡察小组进行沟
通指导，在问题不突出不典型、问题拿捏定性就事论事、站位
不高提炼不够等问题上及时纠偏，在指导问题甄别归类、把

握问题的拿捏定性、对被巡单位的政治画像和政治定位、问
题线索的把控等，立求做到张弛有度、精准无误。

问题一个一个过，报告一遍一遍改，力求精益求精、字斟
句酌，在各巡察小组讨论修改的基础上，再次组织进行修改
5、6次是常事，部分甚至近10次。在巡察的4个月时间里，陈
琪从未请过1次假，熬夜加班更是成了“家常便饭”。

“大到参与巡察谈话、修改巡察报告，小到为巡察组审核
谈话提纲，甚至是各组进驻会议议程，陈组长事事都亲力亲
为、主动参与，手把手毫不保留的教我们。尤其是巡察报告
的修改、审核，她从不当‘甩手掌柜’，每个问题都召集大家专
题讨论，每份都会反复修改。”

“她每个问题都要弄得清清楚楚，做到心中有数，重要问
题底稿她都亲自查阅。我们除了在她的领导下全力开展好
工作外，更多的是佩服她的毅力与担当！”

谈起陈琪，巡察组员们都对她称赞有加。
在陈琪看来，巡察工作不能草率，发现的每个问题都要

做到事实清楚、定性准确，她总说这既是对巡察单位负责，也
是对巡察人员负责，要真正做到对党负责、让州委满意，被巡
察单位服气、人民群众认可！

然而，这样在大家眼里坚强的陈琪，独自克服着工作与
家庭的重重困难。自己的孩子丈夫在异地工作，90岁的老母
亲与她独自住在都匀，且老人常年患有老年痴呆症，生活基
本不能自理，工作时一天里跑遍独山、福泉、都匀三地是常
事。早上打点好老人生活后摸黑出门，下午工作结束回到家
继续照顾老人到深夜，有时加班太晚，只能不断靠电话协调
家里的难题。一次从独山回到家，生病发烧，自己实在没力
气出门买药，蒙头睡了一天一夜才醒来去看病，生活上的这
些难题她都一一克服，且圆满完成了此次巡察任务，在巡察
汇报时，得到了巡察领导小组的充分肯定。

从事纪检工作 30多年的陈琪，始终对自己高标准严要
求，在自己职业生涯即将画上句号时，面对挑战她迎难而上
并圆满完成任务。在巡察工作总结会上，她依依不舍而又铿
锵有力的发言感动了每一个人：“即使退休了感恩之心也常
在，退休了党员的本色也不会丢，退休了纪检心、巡察情不会
忘，我会一如既往以这份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和感染身边人，
一天纪检人，一生纪检情，生命不止，担当不褪。”

身之将退心不褪 勇挑重担心如磐
——记州委第八轮州派县第二联动巡察组组长陈琪

本报记者 朱丽

本报讯 今年“双节”期间，都匀经济开发区在秦汉影视城、
巨升影视旅游小镇、毛尖小镇、杉木湖等景区景点开展形式多
样、内容丰富的活动，旅游产业实现稳步复苏。

“双节”期间，记者走进都匀经济开发区，只见到处洋溢着喜
庆的氛围，许多市民及游客也趁着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来领略
这里的好风光，感受当地风土人情，共同欢度中秋与国庆。整个
长假期间，各景区旅游活动精彩纷呈，辖区内呈现出欢乐祥和的
节日氛围。据初步统计，国庆期间全区共接待游客11.2805万人
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895.516万元。

近年来，都匀经济开发区围绕建设文化旅游创新区目标，结
合自身特有的区位交通优势、自然生态优势和民族人文优势，以
国家4A级景区都匀茶文化影视小镇为中心，大力拓展影视文化
旅游产业，全面构筑影视文化旅游，拟将都匀经开区打造成我国
西南地区独一无二的文化旅游产业创新基地。目前已建成巨升
影视旅游小镇、秦汉城影视基地、毛尖小镇、都匀·国际足球小镇
和杉木湖景区等一批独具特色的影视文化旅游景观带。

(本报都匀经济开发区记者站 吴谋灿）

都匀经开区旅游产业实现稳步复苏

本报讯 近年来，都匀市通过实施“党建+”工程，有力提升
了全市的教育教学质量。

实施“党建+航向引领工程”，建强校园班子。坚持以党建
为统领，注重加强学校领导班子建设，大力推行中小学校党组
织书记、校长“一肩挑”。目前，全市中小学校党组织书记、校长

“一肩挑”占比达 98%。同时，推动实施党组织书记素质提升计
划，建立每年必读 1本管理书籍、选读 2本管理书籍、完成 40课
时以上集中学习或网络学习的“1+2+40”学习模式，并常态化举
办教育系统干部培训班、党组织书记培训班等。

实施“党建+双培驱动工程”，提升教师素养。健全规范把
骨干教师培养成党员教师，把党员教师培养成教学、科研、管理
骨干教师的“双培养”机制，努力把优秀骨干教师培养成优秀校
长，把优秀校长培养成优秀党组织书记，把优秀党组织书记培
养成优秀专家型校长。

实施“党建+立德树人工程”，增强学生素质。建立由各学
校党组织为主导、支部书记负责、群团组织参与、家庭社会联动
的德育工作机制，以特色教育为抓手，扎实推进党建带团建、队
建工作；积极组织开展“十佳百优”表彰活动，积极引导广大中
小学生争做“勤学上进、助人为乐、自强自立、诚实守信、孝老爱
亲”的新时代好少年。

实施“党建+保障护航工程”，确保师生安全。充分发挥各
学校党组织和党员教师的示范引领作用，组织广大师生积极参
与到常态化疫情防控、扫黑除恶、反邪教、禁毒防毒、网络安全
等工作中，认真组织开展消防、地震、反恐、防疫应急演练100余
次；定期开展校园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学生用电、用火、交
通、防溺水、防诈骗等安全教育，切实加大校园周边环境治理，
严防校园欺凌行为；组织开展师生心理健康教育培训，实现规
范办学、有序办学、安全办学。

实施“党建+扶贫关爱工程”，彰显教育担当。建立学校党
支部统领控辍保学制度，党员教师带头，全体教职工参与控辍
保学工作。2019年以来，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贫困学生
5528人全部应读尽读，保障390名残疾学生全部接受义务教育，
实现辍学学生动态清零；农村学前营养改善计划覆盖34所农村
幼儿园和 64个学前班，农村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覆盖 122所
学校，惠及学生33185人；发放城市低保户和农村建档立卡贫困
户学前儿童补助资金15.24万元，惠及贫困儿童155人。（罗佳）

都匀

“党建+”工程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今年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期间，三都路政执法大队除开
展主题演讲活动外，还到辖区清水江服务区、天星桥服务区开展
宣传活动，向过往司乘人员发放宣传单，讲解普通话的重要性及
实用性，提倡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说普通话的习惯，提升规范
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意识和水平。 杨洋 袁维举 摄

本报讯 近日，州老年大学连续发出致老年学员“厉行节约
从我做起”、“当好东道主喜迎绿博会做文明市民”等倡议，积极
向广大学员及老年朋友倡导树立文明新风、培养健康生活方式，
弘扬勤俭节约传统美德，引领文明用餐、文明出行、文明旅游、做
文明市民新风尚。

积极倡导“厉行节约从我做起”。倡议广大老年学员大兴节
俭之风，养成节俭用餐习惯，践行绿色生活方式，自觉带头做到

“光盘行动，从我做起”、“文明公筷，从我做起”、“绿色餐饮，从我
做起”、“拒绝浪费，从我做起”、“文明实践，从我做起”，争做“俭
以养德、文明用餐”的宣传者、实践者、监督者，身体力行,坚持不
懈，共创健康生活,带头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积极倡导“当好东道主喜迎绿博会做文明市民”。倡议广大
学员带头杜绝不文明游园行为，保持绿博园的优美环境、优良秩
序,培养良好习惯、讲究文明礼仪、做到文明游园，积极劝导不文
明游园行为，自觉做到“文明入园、文明游览、文明交通、制止浪
费、树立形象，从我做起”；带头做到讲秩序守规矩，文明礼让记
心中；爱护园区环境，不踩踏草坪,不损毁树木，不采摘花草，不
损坏园区公共设施等，主动做好疫情防护措施，自觉佩戴好口
罩；从小事做起，从自己做起，讲文明话、办文明事，争做文明市
民，共创文明城市。 （包春芳）

州老年大学

积极倡导文明新风健康生活喜迎绿博会

忙碌的生产车间

干部帮助困难群众抢收稻谷干部帮助困难群众抢收稻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