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记者走进长顺县敦操乡辣椒
基地，只见套种在花椒下的辣椒长势喜
人，鲜红的辣椒挂满枝头，20多名务工
群众正忙着采收、打包、称重，基地里
一派丰收的景象。

近年来，敦操乡大力推进农业产业
结构调整，通过土地流转、技术培训、
调整种植结构，因地制宜发展花椒产业
1800余亩。在花椒未产生效益前，在相
对平整的 300 亩花椒地中套种辣椒，既
起到松土肥土的作用，又能改善花椒林
生长环境，有力促进了群众增收致富。

据了解，敦操乡采取“公司+合作
社+农户”发展模式，农户把自家土地
流转出来，由公司统一技术培训、统一
种苗防疫管理、成熟之后统一收购。套
种的辣椒通过与安顺秀辣公司“订单
式”产销联结，目前，花椒树下套种的
辣椒已实现40多万的销售额。

本报长顺记者站 罗思黎 蒯华扬
朱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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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在勤，勤则不匮。
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勤于劳动、勇于奋斗，创造出灿烂

的文明，历经沧桑而生生不息。回望百年，在中国共产党坚
强领导下，广大劳动者辛勤劳作、艰苦奋斗，谱写出“换了人
间”的壮丽史诗。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
彰大会上，精辟论述了劳动精神“崇尚劳动、热爱劳动、辛勤
劳动、诚实劳动”的内涵。我们坚信，在新征程上，劳动精神
必将激励全体劳动者用汗水浇灌收获，以实干笃定前行，谱
写新的时代华章。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劳动，通向伟大梦想
陕北南泥湾，延安大生产运动纪念碑静静矗立。碑身

上，“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八个大字遒劲有力。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军的疯狂进攻和大规

模“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陕甘宁边
区及各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发生极大困难，一度陷入没粮、
没油、没纸、没衣、没经费的境地。

危难之际，党中央号召边区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
“力”在何处？在广大劳动者中！

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黄土高原开展起来——
1941年春，迎着料峭寒风，三五九旅的战士们肩挎钢枪、手握
镢头，挺进南泥湾垦荒。广大军民以高昂的劳动热情，将荒
无人烟的“烂泥湾”变成庄稼遍地、牛羊成群的“陕北好江
南”。

纺一根线、垦一亩荒，边区军民在逆境中自己动手、丰衣
足食，顽强生存、英勇斗争。毛泽东指出“这是中国历史上从
来未有的奇迹”。

（下转第三版）

勤奋工作 踏实劳动
——劳动精神述评

新华社记者 周圆

本报讯 近日，我州在武汉举行“绿博黔
南·康养之州”——2021 年黔南旅游推介
（招商）会。

会上，州有关部门负责人详细介绍了黔
南丰富多样的旅游资源与文化底蕴，并向武
汉市民发出邀请，诚邀武汉市民相聚黔南，
观中国天眼、品都匀毛尖、赏世遗风光、览
红色圣地。

州旅游协会旅游推荐官在会上还对相关
精品旅游线路等产品进行了推介，通过生动
讲解和画面展示，让现场观众一睹黔南的人
文风采和历史文化。龙里县、瓮安县及惠水

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及旅游企业也进行了精
彩的推介。

此次推介 （招商） 会旨在发挥黔南旅游
资源优势，着力推动文化旅游消费市场的全
面复苏，吸引湖北市场游客到黔南进行深度
体验游，全面提升黔南旅游的美誉度和市场
感召力。为进一步推进黔南与武汉旅游业界
的深度合作与交流，州旅游协会与武汉市旅
游协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推动在旅
游产品开发、旅游线路打造、游客互送等方
面的合作，助力两地旅游界的合作与交流。

（本报记者 彭悦）

我州在武汉举行“绿博黔南·康养之州”
——2021年黔南旅游推介（招商）会

本报讯 9月22日，州委常委会举行专题学
习会议，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牢记殷切嘱托、
忠诚干净担当、喜迎建党百年”专题教育第二十
七次集中学习。

州委书记、州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组
长唐德智主持会议。州委副书记、州长、领导小
组副组长钟阳，州委副书记、州委政法委书记肖
发君，州委常委郑建国、文永生、滕建勇参加学
习。

会上，大家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毛泽东邓小平江
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中
国共产党贵州历史》部分篇章，滕建勇和州委党
校有关负责同志结合自身工作作了学习交流发

言。
据了解，自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牢记殷切

嘱托、忠诚干净担当、喜迎建党百年”专题教育
集中学习以来，州委常委会始终以高度的政治
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推进学习教育，坚持
理论结合实际，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不
断创新丰富学习形式，采取自选主题交流发言
的方式，把学习教育同总结经验、联系实际、推
动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推动学习往深里走、往实
里走、往心里走，真正把学习的成效不断转化为
工作的动力和实效。本次专题学习会是9月份
第二次集中学习。

州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本报记者 黄颂凯 实习生 杨孟璟）

州委常委会举行专题学习会

本报讯 为促进学生人格塑造和身心健
康，防范化解学生心理问题风险，近日，州教育
局印发《黔南州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规则
（试行）》，要求各县（市）教育局、州属各学校和
州内各高校要从心理健康课程建设、心理咨询
辅导服务、心理危机识别与干预等方面加强和
改进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遵循不同学段学
生生理、心理发展规律，着力培养学生健全的
人格、积极的心态和良好的心理品质，全面引
导学生珍视生命、热爱生活，增强社会责任感。

《规则》要求，在心理健康课程建设上，一
是各大中小学要采取团体辅导、心理训练、问
题辨析、情境设计、角色扮演、游戏辅导、心理
戏剧、专题讲座等形式，系统开设心理健康课
程。二是高校开设心理健康公共必修课，原则

上应设置 2个学分，有条件的高校应开设更具
针对性的心理健康选修课。三是中小学将心
理健康教育课纳入校本课程，原则上小学、初
中学段每学期不低于 6个课时，高中学段每学
期不低于8个课时。有条件的中小学应组建心
理健康教育教研组。四是教育行政部门和学
校选用心理健康教材须通过专家团队审核把
关，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备案。五是各县（市）
教育局所属教研机构配备心理教研员，每学期
组织不少于1次教研活动。六是州教科所每年
组织开展心理健康优质课评选，录制、精选优
质课上传“黔南州教育公共服务云平台”。

另外，《规则》在心理咨询辅导服务、心理
危机识别与干预方面等也作出了相应的要求。

（本报记者 叶大霞）

《黔南州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规则（试行）》出台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在第四个“中国
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
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
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指出，今年以来，我们克服新冠肺

炎疫情、洪涝自然灾害等困难，粮食和农业生
产喜获丰收，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幸福安康，
对开新局、应变局、稳大局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强调，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进入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三农”
工作重心已历史性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各

级党委和政府要贯彻党中央关于“三农”工作
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广大农民生活芝
麻开花节节高。

在第四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

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
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

强调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让广大农民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

本报讯 9 月 19 日、21 日，州委副书记、州
委政法委书记肖发君先后赴贵定、龙里、都匀
三县（市）调研中秋国庆节假日疫情防控、安全
生产和社会稳定工作并走访慰问基层干警和
一线工作者。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树牢安全发
展理念，始终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按照州委、
州政府部署，毫不放松筑牢常态化疫情防控防
线，全力以赴守牢安全稳定底线，以高质量社
会治理护航高质量发展，让全州人民过一个欢
乐祥和、健康平安的假期。

在贵定高铁北站、富万家购物广场，龙里
高铁北站，都匀高铁东站、客运总站、绿博园等
地，肖发君仔细查看了旅客身份信息登记台
账、安全检查和食品检验检疫证明、疫情防控
以及秩序维护等情况。他指出，节假日期间的
安保维稳工作关乎人民安危、社会稳定，责任
重大，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要慎终如始抓好
常态化疫情防控，加强各类重点场所和重点人
群、重点岗位人员管理，严格落实落细“外防输
入”各项措施，全面筑牢疫情防控防线，坚决巩
固好全州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要时刻
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面开展各类安全生产
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从严从细从实抓好安全生
产工作，强化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科学

应对、精准防控，牢牢把握安全事故防范主动
权，坚决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在贵定北站派出所、县公安局，龙里北站
派出所、谷脚镇派出所，州公安局指挥中心、
12345 政务服务中心等地，肖发君认真听取了
指挥平台、治安管理体系、安保勤务机制等情
况汇报。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满意为最高标
准，着力提高执法水平和服务质量，主动热情
服务发展、服务基层、服务企业、服务群众，坚
决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坚决维护发展环境，坚
决维护社会稳定，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获得感安全感。要把巩固深化教育整顿成果、
持续加强政法队伍建设作为一项长期战略任
务，坚持讲政治、铸忠诚、敢担当，持续开展“我
为群众办实事”活动，深化社会治理平台创新、
机制创新、服务创新，强化基层基础，做实网格
治理，健全长效机制，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
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让干部长期受教育、群众
持续得实惠，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后半
篇文章，以维护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
的新气象新成果检验教育整顿的新变化新成
效。

州有关负责同志及各县（市）相关负责同
志陪同调研。

（本报记者 黄颂凯 实习生 杨孟璟）

肖发君调研检查中秋国庆节假日疫情防控、
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工作

州信访局坚持把做好信访工作作为服务高
质量发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重要载
体，紧盯目标，突出重点，探索了“一根本、两压
实、三治理、四方法、五机制、六建设”的“123456”
黔南信访工作法，进一步夯实了平安建设基础，
切实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

“一根本” 强化源头防范化解
全州信访系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预防和减少决策不当引发的社会矛盾和信访
问题，重视初信初访的办理质量，预防和减少群
众重复访、矛盾升级，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的
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让群众“最多访一次”；坚
持发现得早、处理在小，重视矛盾纠纷的排查和
多元调处，预防和减少信访问题。1至 8月全州
办结信访事项 2107件，重复访同比下降 27.27%，
全州“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治理平台和综治调
解窗口，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763批次1536人
次，实现群众信访总量同比下降12.85%。

“两压实” 联动解决群众信访诉求
州信访联席会议建立突出信访问题联动处

置指挥部和相关工作机制，实施属地管理和行
业管理“两方责任”，对全州重大疑难信访事
项，根据“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
负责”原则向涉及的县 （市） 和州直行业部门
进行“双交办”、建立“双台账”、实行“双销
号”。实行“事不过三”预警问责机制，对已经
调度仍有重大隐患的信访事项，首先向有关县
（市）或部门分管领导发出橙色预警提示，如隐
患未消除，将向有关部门或县 （市） 主要领导
发出红色预警提示；通过跟踪监测，如隐患仍

不消除，将提请有关部门启动对有关领导干部
的责任倒查程序。今年以来，共追责问责有关
单位 9 家，约谈干部 19 名、通报批评干部 8
名，通过逐级压实“两方责任”，有效督促问题
属地和行业部门联动解决群众信访诉求，一批
突出矛盾纠纷和信访问题得到了及时化解。

“三治理” 消除重大安全隐患
州信访联席办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每月、

每季度对全州信访工作进行全面“体检”，深入
分析信访形势，找出信访问题“买单人”，列出
重点县（市）、重点问题、重点关注人员，对症
下药开展治理，消除重大安全隐患。对每个季
度突出的重点区域、重点问题、重点关注人
员，适时开展由州县两级党委政府及行业部门
领导包片包案督导的信访专项行动。今年1至8
月，公开接处群众信访事项共计 1941 人次，5
个重点问题实现了访量下降，10件重点关注诉
求已化解7件，工作取得了实质性成效。

“四方法” 解决各类信访事项
全州各县 （市） 和有关部门坚持法治与德

治相结合，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
对重大疑难信访案件和重点诉求，州、县两级
信访联席办组织有关部门会商，认真落实从专
门机构抽调专业人员组成工作专班，有效化解
了一批重复信访事项和信访积案，顺利完成了
中央信访联席办集中交办重复信访事项的化解
时序任务，实现倒流率为全省最低，一些诉求
得到解决的信访人激动地来到州县信访局赠送
锦旗或致电致信表示感谢，信访事项处理群众
满意度位列全省第一。

“五机制” 压实信访工作责任
由各级信访联席办 （信访局） 牵头，坚持

每日对各类信访问题隐患、责任制落实情况进
行排查，及时完善相关工作。每周对重大信访
问题进行点对点、面对面调度，清单化推进化
解进度。每旬到信访问题突出的县 （市） 开展
工作督导，指导帮助基层有针对性地开展化解
工作。每月对各县 （市） 和有关部门的信访工
作情况进行书面通报，实现交办任务月销号。
对各县 （市） 和有关部门开展挂牌整治，进一
步压实信访工作责任制。

“六建设” 夯实信访工作基础
州信访局突出抓好信访干部队伍专业化、

基础业务标准化、信访工作系统化、信访渠道
网络化、信访场所规范化、情报信息共享化等6
个重点领域建设，努力提高信访干部队伍综合
素质，夯实信访工作基础，系统推进信访工
作，加强信访网络渠道宣传，让“数据多跑
路，群众少跑腿”，对群众的诉求“一窗受理，
规范办理”，建立公安、维稳、信访等部门情报
信息互推共享机制，对各类矛盾纠纷和信访问
题早预警、早处置。通过扎实推进重点领域建
设，切实提高全州信访工作水平和工作效率，
转变了干部工作作风，群众对各级各部门真心
解决诉求的信任度大幅度提升。

目前，全州各级信访干部加强对进一步提
高信访工作极端重要性的思想认识，增强为民
解难、为党分忧的政治责任，努力把学史力行
落实在信访工作的各个环节，把“我为群众办
实事”做得更加扎实、更加有效，切实解决人
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联动解决群众信访诉求
——“123456”黔南信访工作法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韦春燕 本报记者 牟泗亭

长顺：以短养长促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