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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群众办实事”州级层面清单推进情况（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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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级层面清单内容

实施国家高速公路“补断畅卡”
工程、加快贵南铁路项目建设，启动
贵广铁路达速改造工程，新开工建
设2座水库，天然气管道联通3个
县，新建5G基站1200个，“六网会
战”完成投资300亿元左右。

组织157名科技特派员到州内
农业园区及产业基地开展农技服务,
选派27名科技专员到州内科技企业
开展科技攻关及成果转化，解决企
业在发展中有关技术难题。

倡导绿色出行，公共领域新增
或更新车辆新能源汽车比例不低于
80%，加强充电桩建设。

深入推进国土绿化，完成营造
林面积19.94万亩、石漠化治理93
平方公里、水土流失治理260平方公
里、恢复治理12个历史遗留矿山项
目，治理面积21.2公顷。

全州完成新建或改造农村户用
卫生厕所2万户，建成50个行政村
的污水管网和处理设施，实现行政
村生活垃圾收运设施全覆盖。

推动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发
展，完成都凯城际公交化改造，推进
12县（市）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发展
水平AAA级及以上达100%。改善
县乡公路路面1000公里。积极支持
贵定县创建“四好农村路”省级示范
县，巩固和提升全州“四好农村路”
创建成果。

落实落户城镇“零门槛”政策，
完善居住证制度，积极引导易地搬
迁人口落户城镇，对暂时不愿意落
户的，为其办理居住证，享受同等公
共服务待遇。

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绿色发展理念，让群众共享绿
色发展成果，新增城市绿地30公顷。

按照“1+2+N”帮扶体系要求，
持续选派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到村
开展帮扶；推动红色美丽村庄试点
工作取得实效。

积极发展林业产业和林下经
济，完成林业产业总产值412亿元、
林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190万亩和
产值45亿元、特色林业产业基地改
培3.5万亩、刺梨基地抚育建设提质
增效面积12万亩。

推进农业基础设施改造升级，
建设高标准农田38万亩，确保粮食
播种面积和总产量只增不减。

打造乡村振兴“十百千”示范工
程升级版，加强传统村落和民族特
色村寨保护。示范县长顺县按照
《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关
于分类推进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
作为乡村振兴重点推进县推进实
施，14个示范乡镇、130个示范村按
照特色引领型、提升整治型、巩固发
展型分类推进实施，确保建设成效，
同时申报创建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
12个。

启动建设5个省级特色田园乡
村·乡村振兴集成示范点，同步开展
30个左右州级特色田园乡村·乡村
振兴集成示范点建设。

巩固生猪生产恢复成果，深入
实施“大场带小场”行动，推进25个
省级生猪产业重点项目建设，加快
产能释放，全州全年新增生猪出栏
50万头以上。

大力发展农产品初加工、精深
加工和综合利用加工，农产品加工
转化率提高到50%。

以“三改”为抓手，大力实施城
市更新行动，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49个（12312户）、棚户区改造项
目8个（5716套）、背街小巷改造38
条。

加快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建设，实现12个县级文明实践中心、
106个镇级文明实践所建设全覆盖。

新建改扩建10所幼儿园和5所
义务教育学校。

职业院校“订单班”就业不少于
2500人。围绕乡村振兴、大数据、大
生态三大战略行动和新型工业化、
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旅游产业
化“四化”建设发展需要，对各中职
学校专业进行优化调整，持续巩固
现有6所省级示范校，创建10个省
级骨干专业（群），11门省级精品开
放课程。

为农村35至64岁妇女免费做
“两癌”筛查，提标扩能改造5个县级
医院，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

通过改扩建、提升改造等方式，
建设养老敬老机构5个，护理型床位
达1100张以上。

推进情况

1.全州纳入2021年“六网会战”调度项目243个，总投资2744亿元，年度计划投资350.92亿元，已累计完
成投资260.06亿元，占年度投资计划目标的74.1%。

2.截至目前，新开工建设1座水库、“水网会战”累计完成投资30亿元。年底前再开工建设1座水库。
3.全州5G基站建设规模累计达到9765个，目前正对接各通信运营商，将5G规划纳入《黔南州通信基础

设施专项规划》后报州政府审批。2021年，全州计划建设开通5G基站1500个，1-8月，已建成5G基站680
个。

1.截至目前，157名科技特派员与27名科技专员已全部派驻基层组织开展茶叶、水稻等产业技术服务，组
织开展技术培训32000余人次，技术咨询3900余个，解决具体技术问题3400余个，组织农业新技术示范推广
470余项，组织农业新品种示范推广480余个，帮扶企业、合作社或农户1800余户，领办、创办、协办企业或合
作社140余个，培养乡村振兴带头人660余人，解决网络通讯技术问题2100余个，发放宣传资料5600余份，
发放农药8000余瓶。指导通过认定高新技术企业35家。指导25家企业开展高新技术企业申报。

2.科技专员：一.征集了企业技术创新需求112条；二.申报并实施了国家、省和州重点攻关项目30余个；
三.大力培育科技型企业。现已指导通过认定高新技术企业35家。指导企业开展高新技术企业申报，现已辅
导25家企业申报；四.目前在龙里、贵定、福泉、都匀等地企业或园区共建州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等科
技创新平台29个；五.黔南师院与胜威福全化工有限公司签订了《钛化工技术创新平台共同建设合作协议
书》、与贵州芭田化工签订了《磷化工技术创新平台共同建设合作协议书》等。

3.积极配合州科技局在州内高校组织选派科技特派员到从农村开展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农业先进技术示
范推广等指导工作，共参与派出4支队伍，27人，涉及现代磷化工、生物医药、装备制造、大数据4个领域“科技
专员”团队作用，为行业企业科研攻关提供动力和智力支持。

1.全州新增和更新车辆460辆，其中传统车型（汽、柴油等）226辆，新能源车型234辆，新能源汽车占比
50.87%。

2.全州累计新建充电桩175个，完成年度任务的58%。截至目前，累计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积189.12平
方公里，完成进度72.74%。

1.全州已完成营造林面积11.17万亩，占任务目标19.94万亩的56%。其中都匀市完成0.61万亩、福泉
市完成0.17万亩、瓮安县完成0.37万亩、贵定县完成0.87万亩、龙里县完成1.32万亩、惠水县完成0.42万亩、
长顺县完成4.2万亩、独山县完成0.4万亩、三都县完成0.67万亩、荔波县完成0.56万亩、平塘县完成0.88万
亩、罗甸县完成0.7万亩。

2.累计完成石漠化治理面积74.9平方公里，完成年度石漠化治理任务的80%。
3.黔南州2021年度12个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治理面积21.23公顷，项目经费539万元，现已完成治理

面积20.53公顷，完成率96.7%，预计在2021年12月底全部完成。
1.全州累计新建或改造农村户用卫生厕所11778户，58.89%。
2.截至9月，52个行政村生活污水治理任务已完成38个，剩余14个村中，8个行政村正在实施，6个行政

村正在开展前期工作，完成率为73.08%。
3.截至9月中旬，全州1236个行政村农村生活垃圾收集点9854个，通过数字乡村监测平台监测显示全

州行政村生活垃圾收运设施覆盖率达100%。

1.城乡公交一体化，已完成2020年度全州交通运输一体化自评，4A及以上达100%，其中达4A的有7个
县市，达5A的有5个县市；都凯城际公交化改造，已完成与黔东南州交通运输局签订框架协议、方案起草、征
求意见、法律审查、社会风险评估等前期工作，拟于9月底前正式开通；截至9月20日，累计建成县乡公路路面
改善提升工程820公里，工程总体形象进度82%。

2.贵定县成功创建“四好农村路”省级示范县，黔南州累计成功创建“四好农村路”省级示范县10个。黔
南州成功创建“四好农村路”省级示范州，目前，我州创建“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州，已完成交通运输部复核验
收工作。

全州公安机关以实行落户城镇“零门槛”为改革起点，进一步完善居住证制度，全面放开落户城镇限制，只
要本人在城镇实际居住、就学、就业等，即可向当地公安机关申请落户本地，在本地暂无合法产权房屋的，可申
请将户口迁移至单位或辖区公共集体户，以及租赁房屋（房主同意）家庭户，实现了只要申请即可落户城镇。
截至目前，全州新增落户城镇人口56512人。

截至9月中旬，全州已建设完成城市绿地42公顷。

1.严格落实中央、省委和关于“要持续选派驻村工作队”的要求，全面总结运用脱贫攻坚驻村帮扶经验成
效，建立选派驻村干部长效机制，按照“1+2+N”（1名第一书记、2名驻村干部、若干名下沉干部）帮扶体系，选
派5349名驻村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含第一书记1309名）到1309个村开展乡村振兴驻村帮扶工作。

2.严格落实中央、省委和州委关于红色美丽村庄试点建设的工作要求，按照省委组织部《贵州省红色美丽
村庄试点建设工作实施方案》时间节点，建立红色美丽村庄试点建设联席会议制度，制定黔南州红色美丽村庄
试点建设工作职责任务清单和州县两级支持红色美丽村庄试点建设资金项目清单，整合各类项目资金9539.9
元支持试点村建设，从19家州直部门抽调精干力量组件3个专家指导组，指导瓮安、荔波、罗甸3个县抓好各
项工作落实。

3.瓮安县下司社区、荔波县板寨村、罗甸县凤亭村3个县红色美丽村庄试点规划设计方案已完成审查，并
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实施。目前，3个试点村配备乡村规划师、乡村营造师、乡村监督员、产业指导员、党建指
导员“5人小分队”17人，5人小分队全部下沉到村，帮助试点村抓好村庄规划、组织建设、产业发展、发动宣传
等各项工作。县级成立由县委书记领衔的项目建设指挥部，正按照规划推进项目建设，3个红色美丽村庄试点
工作取得实效。

1.全州已完成林业总产值397.4亿元，占全年目标林业总产值412亿元的96.5%。其中都匀市完成39.45
亿元、福泉市完成31.09亿元、瓮安县完成31.47亿元、贵定县完成41.19亿元、龙里县完成44.85亿元、惠水县
完成32.80亿元、长顺县完成30.25亿元、独山县完成28.45亿元、三都县完成26.48亿元、荔波县完成35.25
亿元、平塘县完成31.20亿元、罗甸县完成24.89亿元。

2.全州已完成林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达336.84万亩，已超额完成目标任务。其中都匀市完成36.54万
亩、福泉市完成28.53万亩、瓮安县完成18.64万亩、贵定县完成34.73万亩、龙里县完成19.71万亩、惠水县完
成22.29万亩、长顺县完成29.64万亩、独山县完成35.61万亩、三都县完成19.38万亩、荔波县完成20.26万
亩、平塘县完成36.13万亩、罗甸县完成35.39万亩。

3.产值突破 67.63亿元,已超额完成目标任务。高质量推进32个共3.5万亩州县刺梨共建标准化管理、绿
色（有机）种植及低效林改培示范基地冬季施肥、修剪和夏季除草及病虫害防控等工作，推广刺梨基地套种绿
肥实现控草增肥1.6万亩。

4.完成刺梨基地抚育建设提质增效面积13.2万亩，已超额完成目标任务。
1.高标准农田建设方面：一是3月17日召开全州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推进会进行安排部署；二是制定《黔

南州2021年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倒排工期表》，倒排工期，加强工作督导；三是针对进度较慢的县，我局组织
专家到每个县对存在的问题逐一指导解决；四是7月底至8月初，由州委督查考评局牵头，联合州乡村振兴局、
州农业农村局开展了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调研督查，对各县市高标准农田建设进行督促指导。通过
全国农田监测监管系统强化工作调度，截至9月10日，全州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20.46万亩，占任务数47%。

2.粮食生产方面：我州完成粮食种植面积409.97万亩，同比增长12.5万亩，已完成省政府下达的任务；已
超出我州400万亩自定任务。预计粮食总产量128万吨，同比增长8.3万吨。其中夏粮完成种植103.07万
亩，总产量20.24万吨；秋粮完成种植面积306.9万亩（水稻种植179.4万亩，玉米种植86.73万亩，杂粮种植
2.59万亩，豆类25.89万亩，红薯12.29万亩），预计秋粮产量108万吨。

"1.制定印发实施方案。7月2日印发《黔南州“十百千”乡村振兴示范工程升级版实施方案》，明确总体要
求、分类推进、工作重点、保障措施等具体要求，为组织实施提供根本遵循。

2.持续加大争资争项力度。争取到罗甸县2021年中央预算内人居环境整治项目、长顺县广顺镇北场社
区2021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示范点项目、都匀市小围寨办事处马尾村入选2021年全省农村“三变”改革示范
村项目、荔波县黎明关乡板寨村红色村庄项目等各类资金投入，切实提供提档升级动力。

3.积极创建示范典型。示范乡镇贵定县盘江镇入选第一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乡）名单；贵定县盘江
镇、三都县普安镇、龙里县谷脚镇拟纳入全省乡村旅游重点镇；新增14个示范村获得省级命名“村规民约示范
村”。龙里县湾滩河镇翠微村、长顺县广顺镇核子村、贵定县沿山镇星溪村、三都县普安镇高硐村等4个示范
村入选省级特色田园乡村・乡村振兴集成示范试点村。贵定县沿山镇星溪村、荔波县黎明关水族乡板寨村、
平塘县克度镇金星村、惠水县涟江街道排楼村等4个示范村入选全国第二批乡村治理示范村公示名单。

4.第一批中央少数民族发展资金中共有828万元投入到12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实施项目12个，主要用
于基础设施改善和发展特色产业。目前，已完成9个重点扶持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一寨一策”方案上报
省民宗委，第二批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中共安排资金2867.2万元用于支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发展，实施项
目21个。

5.截至9月中旬，通过积极组织申报，黔南州共获批传统村落68个，分别分布在都匀、三都、荔波、平塘4
个县市。通过加强规划编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民族和历史文化传承保护等一系列工作，村落基础条件
明显改善，村寨风貌较好保存，传统村落保护工作取得成效。

6.2021年7月16日，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贵州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了《关于公布第三批全省乡村
旅游重点村和全省乡村旅游重点镇名单的通知》，我州平塘县克度镇航龙村、荔波县瑶山瑶族乡高桥村、龙里
县醒狮镇大岩村、瓮安县猴场镇下司社区、贵定县盘江镇清定桥村、三都县中和镇雪花湖社区、罗甸县沫阳镇
大井村、贵定县沿山镇星溪村、罗甸县红水河镇云里村、独山县基长镇秀峰村、龙里县谷脚镇观音村、平塘县卡
蒲毛南族乡场河村、惠水县涟江街道九龙村、福泉市马场坪街道安谷村被列入全省第三批乡村旅游重点村名
录，共计14个村。"

申报的10个候选村，通过省级竞争性评审，有5个入选为第一批省级特色田园乡村·乡村振兴集成示范试
点村，按照省里工作安排，目前正在深化完善“一方案两规划”、制定试点建设实施项目清单和工作任务清单，
参照“一图一表一说明”编制“村民版”规划，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后，9月底报省备案，10月份开展项目实
施。同时，按照“抓两头带中间、抓典型带面上”的要求，坚持先易后难、先点后面，参照省的做法扎实抓好州级
32个特色田园乡村·乡村振兴集成示范试点，目前“一方案两规划”初稿已编制完成，将于近期组织专家进行
评审，待评审并修改完善“一方案两规划”后立即开展项目实施。

1.州级成立了州委书记担任组长的生猪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各县（市）、乡（镇）、村级书记亲自抓，并对照
成立相关组织机构、工作专班。

2.印发《黔南州2021年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推进方案》《黔南州生猪产业“3个100”高标准生猪育肥
场建设指导意见》，全州正在有组织、按计划高质量推进生猪产业发展。目前，生猪“3个100工程”项目已计划
安排和落实资金145037万元，建设产能规模达103.92万头。其中，政府计划投资资金26137万元，目前长
顺、荔波、罗甸已开工建设，都匀、贵定、惠水、独山、平塘、龙里、三都、瓮安等8个县已落实建设地点，正在编制
方案和办理相关手续，将陆续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出栏25.1万头；社会资金已投入118900万元，均可在
年底建成，达产后年出栏78.82万头。

3.今年以来新增生猪产业到位资金27.33亿元（含新建、续建项目）；新引进生猪产业项目15个，总投资
29.2亿元。

4.狠抓重点项目，全州有25个省级生猪重点项目，占全省105个重点项目的23.8%，位列第一。目前，
2020年列入的21个项目已基本建成并投产，2021年列入的4个项目已完成进度的58%。全州生猪存栏
189.74万头，累计出栏150.21万头。

经省级核定，我州上半年农产品加工总产值251亿元，使用本地农产品原料成本101.4亿元，上半年农产
品加工转化率53%。

1.棚户区改造方面，5716套棚改任务，现已开工3465套，开工率60.62%。老旧小区改造方面，全州49个
小区12312户改造任务，现已全部开工，开工率100%。背街小巷改造方面，135条背街小巷改造，现已开工
75条，开工率55.56%。

2.2021年分三批次争取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项目14个，争取资金11544万
元，覆盖老旧小区改造9818户；截至8月底，已争取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棚户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项目5个，
争取资金5006万元，覆盖棚户区改造4282户。

3.截至9月，完成棚户区改造项目8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49个、背街小巷改造项目135个的边界和位置
确定，指导各县（市）在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工作中，做好与“三改”项目的衔接工作。完成了过渡期城
镇开发边界划定工作，全州过渡期城镇开发边界预支空间规模总共3465.99公顷。“三改”工作涉及自然资源
局的职责已履行完毕。

1.中央专项资金410.5万已划拨到涉及的9个县（市）、省级专项资金135万已划拨到州，州级财政已同意
配套135万元；

2.全州县级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镇级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已实现全覆盖。
1.10所幼儿园目前已完工6所，分别为都匀市第五幼儿园、都匀市摆忙幼儿园、福泉市第四幼儿园、瓮安

县第七幼儿园、龙里县第一幼儿园、惠水县摆金镇斗底村上寨幼儿园；主体完工4所，分别为都匀市第六幼儿
园、福泉市仙桥乡仙桥幼儿园、惠水县摆金镇高寨幼儿园、惠水县摆金镇大华幼儿园。

2.5所义务教育学校目前已完工1所，为荔波县茂兰镇茂兰小学学生食堂改造项目；主体完工1所，为长顺
县第四中学学生宿舍项目；主体施工中3所，分别为独山县第二小学食堂项目、三都县第五中学教学楼项目、
平塘县第四中学学校改扩建项目。

1.截至9月24日，职业院校就业“订单班”已办结2501人。
2.省教育厅8月26日公布2021年贵州省职业教育项目评审结果名单，截至目前，我州已创建省级骨干专

业（群）10个，省级精品课程11门。

1.2021年宫颈癌筛查任务数75000例，已筛查74091例，完成率98.79%；乳腺癌筛查任务数38000例，
全州截至8月已筛查38602例，完成率为101.58%。

2.提标扩能改造5个县级医院：完成福泉市妇幼保健院建设项目投入使用，荔波县妇幼保健院通过二级
评审；瓮安县中医院三级创建、独山县妇幼保健院二级创建工作完成现场评审待省卫生健康委批复，都匀市妇
幼保健院建设项目正在进行内部装修建设。

组织实施养老服务机构（设施）提质改造项目5个以上，提质改造护理型床位1100张以上。8月31日，州
政府召开了黔南州2021年民政民生实事及世行项目建设督导调度会议，督导县（市）对在建项目倒排工期，加
快推进项目建设进度。目前，罗甸县沫阳敬老院项目和龙里县城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项目等2个项目建设
工程量完成90%以上；其余项目已全面入场动工。整体项目完成进度70%，项目拟于11月30日前全面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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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级层面清单内容

2021年全州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5.84万人以上，农村劳动力转移10
万人以上，职业技能培训6万人次以
上，公益岗位安置就业困难人员
5000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5%以内，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
5.5%左右，确保全州就业形势总体
稳定。

新建城市公共停车位5000个。

创建完成易地扶贫搬迁综合性
文化服务示范点12个，建设完成旅
游景区示范性厕所项目12个。

实施村道安全生命防护工程
110公里，改造农村公路危桥16座。

认真贯彻执行全省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制度，落实防空地下室应建
必建的原则要求，力争2021年全州
人防工程建成10万平方米，增加平
时停车位1600个。

推进“儿童之家”示范点建设，
打造孩子的快乐驿站，创建社区示
范点24个。

依托大型商业零售企业、超市、
社区电商等市场主体，鼓励更多民
间资本投入，在社区人流集中区域
建设改造社区便利店，逐步完善社
区便民服务功能，推动消费升级，实
现以社区便利店为载体，形成线上
线下消费融合，打造15分钟社区便
民生活圈，提升社区综合服务能力。

深化拓展“跨省通办”，以县
（市）为落脚点，优先推动与毗邻周
边省市县、劳务输出相对集中地、东
西部协作地区实现高频热点政务服
务事项“跨省通办”。

提升一网办深度，在黔南州州
级、福泉市、龙里县、瓮安县试点推
进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梳理高频
热点、全程网办事项80个纳入试点
事项清单。

深入推进“一窗通办”，除涉密
和特别复杂事项外，“一窗通办”事
项比例达90%。

地质灾害工程治理：实施地质
灾害防治项目10个，保障9700人的
生命财产安全；地质灾害避险搬迁：
完成2个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程，保
障230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积极争取
地质灾害防治资金:力争入库项目7
个，切实保障受胁8412名群众的生
命财产安全；挂牌出让州级颁证权
限范围内采矿权16宗，增加群众收
入渠道。

推进基层政务服务能力提升改
革，统筹推动全州109个乡镇政务大
厅、1426个村居便民服务站规范化
标准化建设，力争形成黔南州镇村
政务服务“硬件配置五统一、软件配
套五规范”的黔南品牌，着力提升基
层政务服务能力、真正便利基层群
众。

推进黔南州州级、都匀市共建
一体化政务服务大厅，推动州市政
务服务深度融合，实现州市线上线
下融合发展，着力打造更加便民利
企、透明高效的州市一体化新型政
务服务平台。

提升智慧黔南移动门户民生服
务能力，为百姓提供法律援助和红
十字会方面的在线救助、救援、救
济、慈善款募捐等服务功能。

加快推进“一中心一张网十联
户”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助推乡村振
兴工作，构建“党小组+网格员+十联
户”网格治理“铁三角”，推动治理、
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推动法治、德
治、自治在基层有机融合，不断提升
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水平，助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
黔南。

推进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
新建一批城乡公益性公墓，进一步
满足群众丧葬服务需求，并指导基
层将殡葬改革事项纳入村规民约。

开展婚俗改革试点建设工作，
深入开展婚姻家庭辅导服务，积极
倡导简约适度的婚俗礼仪，整治天
价彩礼、低俗婚闹等不正之风，着力
培育文明向上的婚俗文化。

开展“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
年内完成30个州级民主法治示范村
创建，实施以村“两委”为重点的农
村“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每个村
至少培养5名农村“法律明白人”。

与生态环境部门和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建立行刑衔接机制，确
保案件移送渠道畅通，依法打击破
坏生态环境和食品药品违法犯罪活
动。

通过改扩建、提升改造等方式，
建设具备综合功能的示范性社区养
老服务机构（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日
间照料中心等）16个，进一步推进社
区照护与居家养老协同发展。

新组建18个乡镇专职应急救援
站、302个行政村应急广播系统，实
施2000个“三合一”隐患居民自建房
消防安全改造，50户以上木质连片
村寨全部建成微型消防站，提高基
层应急救援能力；指导防灾减灾工
作纳入村规民约，推动安全文化示
范村（社区）建设。

推进情况

全州实现城镇新增就业4.75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9.68万人以上，职业技能培训6.92万人次以上，公益
岗位安置就业困难人员5109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27%以内。

截至9月中旬，全州新建成城市公共停车位6248个。

1.截至目前，2021年度全州12个易地扶贫搬迁综合性文化服务示范点项目建设目前已全部建成，其中11
个点纳入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进行统一管理。12个示范点已累计投入121.9万元，建有独立功能室79个，免
费活动项目76个，配备79个宣传栏，29套文化设备，总藏有5.2万册图书。开展各类文化活动102次，打造示
范点群众文化品牌12个，组织各类文化技能培训、读书辅导65次。组建业余文体团队31支、志愿者300余人。

2.截至目前，12所修建任务已全部完成，共投入资金905万元（其中，省级下达补助资金240万元）。12
所厕所已在百度、高德地图标注成功。2021年，除完成省级下达的12所建设任务外，协调调度贵定县、长顺
县、瓮安县也自筹390万元修建了3所旅游厕所。

1.截至2021年9月20日，安全生命防护工程110公里，已完成96.194公里，总体进度达87.6%。
2.16座农村公路危桥改造项目，已全部开工建设，截至9月20日，已完工7座，总体进度达80%。

1.截至9月，建成“黔南州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系统”。今年1至8月，全州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
审批工程建设项目946个，办理审批服务1755件，已办结1742件，审批时间压缩至80个工作日以内。

2.已建成人防工程面积10.5246万平方米，完成率105.24%，建成停车位3181个，完成率198.8%。

24个社区“儿童之家”示范项目点均已完成申报、场地建设和政府购买运营服务工作，社工组织已开始开
展儿童服务工作；24个儿童之家项目点都在有序推进示范点建设工作。

截至目前，已在社区人流集中区域建成60个社区便利店，加强了社区居民日常生活消费的便利性，同时
全州通过微信公众号、小程序等形式自建社区电商平台35家，这些电商平台可为社区提供线上下单，线下配
送的业务。

从毗邻周边省市县、劳务输出相对集中地、对口帮扶地区着手，梳理群众所需所盼异地办理高频事项，点
对点签订“跨省通办”合作协议。

贵定县、龙里县、惠水县联合与广州市南沙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签订合作协议；长顺县与广州市越秀区
签订合作协议；瓮安县、福泉市联合与广州市海珠区签订合作协议；荔波县与广州市花都区签订合作协议；三
都县与浙江省安吉县、丽水市云和县、江苏省常州市经开区、青岛市即墨区行政审批服务局签订合作协议。州
政务服务中心与桂林市行政审批局签订跨省通办合作协议。州级、都匀市、荔波县、平塘县、独山县、惠水县、
三都县、罗甸县加入云南省昆明市政务服务管理局牵头组建的“云上办”政务服务“跨省通办”联盟。在省政务
服务中心统筹下，推动西南五省（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跨省通办”。州、县政务服务大厅“跨省通办”
窗口依托贵州政务服务网“跨省通办”线上专区和各省政务服务平台，已推动第一批全国政务服务“跨省通办”
事项落地。

制定《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试点实施方案》。组织州直相关部门作为试点部门开展试点事项梳理。定期
调度参加试点的福泉市、龙里县、瓮安县汇报试点推进情况。

1.已于5月20日制定《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试点实施方案》，并组织州司法局、州民政局、州应急局、州自
然资源局、州住建局、州交通局6家部门作为试点部门梳理试点事项。

2.截至目前，州级、各试点县市已分别完成20项试点事项目录并梳理形成配套的具体数字化项目表单。
3.6月25日试点事项的梳理表单已报呈省政务服务中心，待开发相应版块后上线。

1.通过实行“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模式，分区分类设置“部门一窗、综合一窗、分
类一窗”，将州级依申请6类政务服务事项纳入“一窗通办”，除涉密和特别复杂事项外，“一窗通办”事项比例
达90%。

2.于5月27日印发《州级政务服务实体大厅“一窗通办”改革实施方案》，7月初完成州级“一窗通办”事项
梳理及综合窗口部门授权委托书签订。

3.分别于7月2日、7月5日组织州民政局、州司法局、州应急局、州自然资源局、州住建局、州生态环境局、
州联建办等相关部门召开一窗通办事项梳理专题及窗口设置工作推进会，逐步将州司法局、州民政局、州应急
局事项移交到综合窗口进行收件；并按工程建设项目分类分区调整州生态环境局、州联建办窗口设置。经前
期与中国银行对接协调，州级政务服务实体大厅叫号设备已到位，按照省政务服务中心关于“一窗通办”“2＋
2”改革要求，已完成对叫号系统按照个人＋法人分区进行配置，“一窗通办”事项比例达到94.78%。

1.实施的地质灾害防治项目有10个，其中三都县3个、长顺县2个、都匀市、福泉市、瓮安县、荔波县、罗甸
县各1个，总投资6122.51万元，治理完成后将保障9615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提高群众安全感幸福感，改善地
质灾害隐患点周边生态环境。截止目前，6个项目已完工，4个项目正在有序推进（三都、长顺、福泉、瓮安各1
个），工程进度为72%。预计在2021年12月底全部完成。

2.完成2个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程，已完成230人搬迁，完成率100%。分别是荔波县2020第三批中央
资金搬迁项目，总投资480万元，完成80人搬迁、三都县2020第三批中央资金搬迁项目，项目总投资900万
元，完成150人搬迁。

3.力争7个地质灾害防治项目纳入省级项目库，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已完成5个地质
灾害防治项目进入省厅项目库，入库率为71.4%。预计在2021年12月底全部完成。

4.出让州级颁证权限范围内采矿权16宗。截至目前，我局已挂牌出让州级颁证权限范围内采矿权20宗，
均已全部成功出让，出让收益9933万元，完成率125%。

1.通过统一全州镇、村机构名称、大厅布局、标识标牌、设备设施、窗口设置，规范进驻事项、办事指南、制
度标准、人力配备、运行监测，统筹推动镇、村政务服务平台规范化标准化建设，着力提升基层政务服务能力，
真正解决边远地区群众办事难、办事远、成本高等问题。

2.通过强化统筹调度、业务指导，2021年6月底全州109个镇级政务服务大厅、1426个村级便民服务站
已全覆盖完成“硬件配置五统一、软件配套五规范”建设。

通过窗口设置一体化、信息系统一体化、大厅管理一体化、服务群众一体化建设，推动州市政务服务深度
融合，实现州市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1.5月14日，州第十四届人民政府第93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黔南州、都匀市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
实施方案（送审稿）》，

2.6月29日，《黔南州、都匀市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实施方案》（送审稿）已经州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
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7月13日以州政府文件印发。

3.州政务中心在组织协调相关单位反复讨论的基础上，9月10日，州政府政务中心、都匀市政府政务中心
及黔兴置业公司就一体化政务服务大厅装修设计平面图及效果图与信息化建设方面形成了初步方案，并呈报
州政府审定。9月17日州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并于9月22日下发《黔南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推进州市
一体化政务服务大厅建设工作的提示》，要求黔兴置业公司加快装修和信息化建设进度。

州红十字会的申请救助、申请捐赠、无偿献血等72项服务事项已全部接入智慧黔南移动门户，已于9月9
日在全州正式推广使用；州司法局的法律咨询、人民调解、法律援助等54项服务事项清单已全部梳理完毕，正
在有序开展数据接口对接等相关工作，拟于10月底上线试运行。

1.将“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纳入平安黔南建设考核重要内容，注重将人财物等各方资源和力量向基层一
线汇聚，建立健全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保障下倾的工作机制。先后出台了《关于推进基层治理“一中心一张网
十联户”工作实施方案》《黔南州推进“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助推乡村振兴工作实施方案》
《黔南州“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工作手册》《“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基层社会治理效能提升行动方案》等系列
文件及配套措施，进一步明晰责任、细化任务、深化推进，充分激发网格员、联户长等基层网格群体工作活力。
把“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作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特色亮点，作为推进全州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
抓手，建立领导分片包保机制，共计对县（市)开展督导调研20余次，同时加强宣传培训，利用新时代大讲堂会
议系统，将“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工作培训到各村（居），共计3万余名网格员、联户长参加培训。全面推动
“多网合一”，参照脱贫攻坚网格及乡村振兴“1+2+N”帮扶体系，对全州网格进行优化调整，规范设置、科学划
分。网格员均由驻村干部、第一书记、村（社区）“两委”成员等兼任。截至目前，全州科学划分网格16275个，
共有网格长8278人，建成“十联户”单元约76070个，推选联户长76070名，实现100%全覆盖。独立农村党小
组7594个、联合党小组2366个，党小组覆盖率达100%。

2. 依托州级综治中心搭建的12345政务服务热线平台，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截至目前，平台累
计接受群众诉求367万件次（其中涉及民生矛盾纠纷29.29万件），办结率98.36%，群众满意率99.26%。建立
网格服务清单，组织联户群众召开村民说事会、警民议事会、群众会、院坝会等2万余场次。建立联户长微信
群7.6万余个，张贴网格员、联户长公示牌10万余张，入户走访群众40.38万余户250万余人，开展群众评议
5.6万余次，形成“一家有事、家家帮忙”的抱团发展模式。今年以来，共调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10823起，调处
率为96.9％。年内兑现矛盾纠纷“以奖代补”资金260.15万元。

1.在全州开展“推进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专项行动，并将厚葬薄养，大操大办，铺张浪费作为重要整
治内容，目前，全州所有行政村（社区）已通过召开群众会等形式开展排查整治，县、镇两级完成研判并形成县
级专项整治方案，常态开展整治工作。

2.印发了《黔南州民政局关于进一步深化移风易俗工作实施方案》，指导基层按照广泛性、合法性、全面
性、针对性、操作性等原则，进一步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充分发挥村民自治，倡导丧事简办、厚养薄葬。同时，对
城乡公益性公墓建设采取政府投资、信贷融资、财政奖补等方式建设。“我为群众办实事”工作开展以来，投入
2.06亿元，建成福泉市城市公益性公墓1座；投入1200余万元，启动贵定县城市公益性公墓建设项目；投入
1500余万元，启动建设长顺县城市公益性公墓墓穴2000个，投入2700余万元启动长顺县农村公益性公墓30
公里道路硬化建设。目前，全州共建成城市公益性公墓3个、农村公益性公墓579个，切实满足搬迁群众丧葬
需求。

1.在全州开展“推进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专项行动，并将低俗婚闹、高价彩礼、铺张浪费等作为重要
政治内容。目前，全州所有行政村（社区）已通过召开群众会等形式开展排查整治，县、镇两级完成研判并形成
县级专项整治方案，长效常态开展政治工作。

2.以荔波县为试点积极开展婚俗改革试点工作，突出整治天价彩礼、铺张浪费、低俗婚闹、随礼攀比等不
正之风。目前，已指导荔波县制定实施方案，成立婚俗改革领导小组，召开了荔波县婚俗改革试点工作推进
会，举办了“美荔相约520”青年人才交流联谊活动、2021毕业季“流光溢彩·荔波之夜”少数民族婚俗文化体验
周活动和水族婚恋民族展演活动。并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完善村规民约等着力推进婚俗改革，积极引导全社
会形成正确的婚恋价值取向。

1.印发《2021年黔南州普法工作要点》，将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农村法律明白人培养工作纳入年度工作
要点。

2.抽查我州四县六村（居）的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工作，开展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调研工作，组
织开展2021年度州县（市）两级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工作。强化我州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的动态管
理。经对11个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进行复核，建议保留10个，对不满足条件的1个村提出了撤销意
见。“民主法治示范村”按照创建安排，11月底评估验收完成。

3.印发《黔南州司法局关于做好推进民法典实施“万人大培训”的通知》，积极组织“法律明白人”参加“线
上”集中授课，目前，全州线上注册人数18720人，考试合格人数12539人。全州109个乡镇（街道），1449个
村全部开展线下培训，在线下大培训期间全州共开展培训1560场次，派出培训专家462人，培训干部群众共
计25978人次，其中“法律明白人”14656人。“法律明白人”培训已超额完成。

2021年以来，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省政府、公安部、州委州政府、省公安厅及州公安局的决策部署，
始终保持对食药环领域犯罪高压震慑态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为我州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
环境，围绕食品安全“四严”工作总基调，紧扣“六稳六保”工作目标，先后组织开展“昆仑2021”、黔南州2021
年度农村假冒伪劣商品大排查大整治、黔南州开展保健食品行业专项清理整治联合行动等专项行动，全力维
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始终保持对食药环犯罪零容忍的打击态势。截至目前，全州公安机关共侦破环
境类刑事案件196起(其中非法捕捞185起、非法占用农用地5起、非法采矿6起)，采取强制措施142人，查处
环境类行政案件9起，行政拘留9人；侦破食品类刑事案件21起，采取强制措施21人。

在都匀、龙里、惠水、贵定、罗甸、福泉、长顺等7个县（市）规划新建或提质改造16个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
施。目前，都匀市幸福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福泉市马场坪街道乐岗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罗甸县兴阳家园日间照
料中心、城东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城西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等5个项目已基本完工；都匀市广惠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站、文化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福泉市金山街道藜峨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龙里县城区老
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等4个项目完成工程量60%以上，其余7个项目已完成设计，正在办理施工手续。整体项
目推进进度已达70%，项目拟于11月30日前全面完成。

1.指导防灾减灾知识纳入村规民约，目前完成720个村（社区），完成比例53.7%；安全文化示范村（社区）
完成34个、在建15个，已完成9个县（市），完成率75%。

2.目前已建成贵定、龙里、惠水、平塘、独山、荔波六县261个行政村应急广播系统，都匀、福泉两市41个
正在建设。9月13日对贵定县3个村（社区）的建设情况进行了抽查，并启动了县级验收工作。预计在12月
完成建设任务。

3.新组建18个乡镇专职应急救援站已投入建成投入使用10个，其余乡镇正在人员招收、完善营房和车辆
装备采购当中。2000个“三合一”隐患居民自建房消防安全改造，全州已完成1014个，完成率50.7%。50户
以上木质连片村寨全部已完成微型消防站建设。

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