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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福泉市坚持把“我为群众办实事”贯穿党史学
习教育全过程，聚焦退休干部管理服务存在的职责任务不
清、激励措施不准、制度约束不规范等问题，着力从机制上
破解问题，既发挥退休干部作用，又搞好退休干部服务，用
实绩实效检验党史学习教育成效。

通过强化总揽、推进落实、分类指导，建立综合统筹机
制。充分发挥市委把方向、建机制、定标准、解难题的引领
作用，市委主要领导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亲自问效，坚持以
制度创新推动源头管理，从顶层设计作出硬性规定，聚焦老
干部在行为规范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创新提出政策思
路，确保对退休干部服务管理“干有方向”；第一时间组建
专班，认真梳理退休干部管理中的盲点、难点、堵点问题，广
泛开展调研，多次论证研究，制定出台《福泉市退休干部管
理十条意见（试行）》，让退休干部服务管理工作“做有标
准”；认真梳理部门单位和退休干部的权责清单，明确部门
单位和乡镇街道应履行的 5项职责，明确退休干部要履行
的6项职责以及10项约束条款，让退休干部“行有所指”。

通过市委主管、部门主责、个人履责，建立责任落实机
制。市委牵头抓总，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细化考核
措施，明确县处级以上退休干部由市委组织部管理考核为
主，原单位配合，其他退休干部由原所在部门（单位）、乡镇
（街道）管理考核，确保退休干部管理服务工作抓有方法、评
有依据。同时，市委组织部定期对各部门（单位）、乡镇（街
道）退休干部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综合考核，层层压实责任，
推动退休干部工作分级管理落细落实；进一步落实部门（单
位）、乡镇（街 道）履行抓服务管理主体责任，建立健全领导
班子成员联系服务退休干部等制度，通过组织学习、座谈交
流、实地参观、走访慰问等方式，切实增强退休干部的幸福
感、获得感；充分发挥不同类型退休干部的特长优势，引导
退休干部积极参加依法设立的群众性工作组织和老年社团
组织，积极按规定参加所在党支部组织生活，广泛调研、积
极谏言，为推动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余热。

通过正向激励、负面惩戒、规范处理，建立激励奖惩机
制。采取增发年度生活慰问金的方式进行正向激励，通过

构建干事有平台、素能有提升、履职有目标、待遇有保障、发
展有空间的退休干部管理服务体系，有效激发退休干部工
作激情。今年以来，先后走访慰问离退休干部160余人次，
发放慰问金10万余元，涌现出“全国关心下一 代工作先进
工作者”“全省关心下一代工作模范五老”宋雅琴，“全省关
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谢建菊等先进典型。以通过核
减和取消年度生活慰问金的方式开展负向惩戒，对于涉嫌
违纪违法的，依法依规依纪处理；将落实离退休党建工作责
任情况纳入各级各部门年度综合目标考核和各级党组织书
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重要内容，把退休干部服务管
理“软指标”变成“硬任务”，明确违规退休干部“调查核实、
提出意见、研究讨论、宣布决定”四个处理程序，确保退休干
部违规行为处置程序规范，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执纪
必严、违纪必究，全力解决退休干部存在的“极少数”典型问
题，让退休干部管理工作做到有规可循、有章可依。

（本报记者 牟泗亭）

福泉

创新“三项机制”做好退休干部服务管理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罗甸县自觉把思想感悟转化
为推动工业发展强劲动力，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把新型
工业化作为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以体制建设、扩大有效投
资、补链延链强链为突破口，下好工作体系“布局棋”、项目
建设“攻坚棋”、优化营商环境“保障棋”，奋力推动工业大发
展。

在体制机制建设上抓突破，下好工作体系“布局棋”。
一是强化组织领导，明晰工作责任。成立以县委书记、县长
为双组长的新型工业化专项工作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和“健康医药、硅系工业、清洁高效电力、轻工制造、食品加
工、石材+其它”6个工作专班，抽调干部到专班集中办公，
构建上下联动、条块清晰、各负其责、协同发力的工作体系，
形成“一把手”抓、“一盘棋”统的工作格局。二是科学编制
方案，精准谋划项目。印发《罗甸县工业倍增行动实施方
案》《罗甸县新型工业化 2021年工作要点》《关于调整县领
导服务工业企业行动的通知》等文件，细化明确新型工业化
倍增目标和倍增路径，按照“旬调度、月通报、季小结”要求，
对新型工业化工作推进情况实行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三
是严格督导督查，倒逼责任落实。建立分管副县长半月一
调度、县政府每月一调度、县委两月一调度工作机制，采取

“工作任务派单、媒体跟踪播报、公开晾晒成绩、项目观摩评
比、代表委员视察”五项举措，项目化、清单化、责任化、时限
化抓推进、促落实；认真落实“四比四看”（比谋划看储备，比
招引看投资，比开工看进度，比服务看实效）要求，以现场观
摩、现场评分等方式，开展项目大竞赛、大比武活动，真正把
力量汇聚到项目建设上来、行动落实到项目建设上来、成效
体现到项目建设上来。

在扩大有效投资上抓突破，下好项目建设“攻坚棋”。
一是围绕产业现状，强化项目编制。强化与企业沟通交流、
连贯思维，突出以清洁高效电力为首位产业，聚焦水力发
电、光伏发电、风力发电、垃圾焚烧发电“四电”，认真研究项
目产业链的上中下游产业，精心编制工业产业“两图”“两
库”。截至目前，完成总装机 46 万千瓦光伏、大亭风力发
电、工业硅等 7个项目签订框架协议；云辉方解石、罗甸灰
大理石等 12个项目共 4.05亿元即将签订协议；9个石材项
目正在开展选点工作。二是紧盯项目推进，强化跟踪调
度。准确把握国家和省、州投资导向和支持重点，围绕基础
设施、民生保障等领域，加强项目谋划包装，实施一批支撑
面广、带动力强的大项目、好项目，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
力的支撑。2021年重点推进项目 40个，总投资 88.0515亿

元。截至目前，完成投资 11.12亿元，建成投产项目 11个，
在建项目 7个，拟建项目 12个，储备项目 10个。三是聚焦
项目规划，强化精准招商。围绕健康医药、清洁高效电力、
硅系工业、新型建材、轻工制造、食品加工六大产业，由县
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带队，推进产业链精准招商。今年以
来，共引进项目 16个，计划投资 5亿元，已到位资金 4.02亿
元。

在补链延链强链上抓突破，下好优化营商环境“保障
棋”。一是优化营商环境。突出把改善投资软环境与改善
投资硬环境放在同等重要位置来抓，以打造“贵人服务”品
牌为抓手，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紧扣“三减一降”短板弱
项，出台《罗甸县打造“贵人服务”品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更好服务市场主体的实施方案》，全面落实惠企纾困政策，
降低企业运营成本，着力破除营商环境中的堵点痛点。二
是搞好要素保障。完成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过渡期城镇开
发边界划定。申报城镇和工业批次用地 60.84公顷。加强
新型工业化社会投资项目谋划，建立银政企对接机制，谋划
申报“4+1”基金项目41个，申报基金需求共29亿元。争取
中央、省预算内资金 6009万元，争取地方政府专项债 1.55
亿元。三是狠抓园区改革。按照“一园双核两翼”园区定
位，科学合理做好园区产业规划和空间规划，理顺园区管理
机制，提升园区辐射带动和区域协同能力，园区改革“三定”
方案州委编办已批复；持续开展清土地、清厂房、清企业、清
资金和清资产的园区“五清”工作，切实提高产出效益。上
半年，工投公司实体化运营盈利 17.06万元，引入鑫顺发蓬
业、贵盛艾纳香、产地农业入驻，实现“腾笼换鸟”；开展企业

“双服务”行动，县领导走访服务企业达139人次，累计帮助
企业协调解决实际问题23个。

罗甸

聚焦“三突破”下好“三手棋”奋力推动工业大发展
黄光智

本报讯 近年来，贵定县聚焦巩
固脱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坚
持把重心、力量及资源统筹到推进乡
村振兴上来，选优配强“五支队
伍”，把最善于打硬仗、最能打胜仗
的优秀干部选派到基层一线，为乡村
振兴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组织保
障。

精准选派乡村振兴驻村“工作
队”。按照“分级选派、县级统筹、
集中派驻”原则，共组建 99 个乡村
振兴驻村工作队，调整优化 462名机
关企事业单位干部参与乡村振兴驻村
帮扶工作。其中，省级选派第一书记
6名、驻村干部 1名，州级选派第一
书记 13名、驻村干部 10名，从 73个
县直部门、8个镇 （街） 选派第一书
记80名、驻村干部352名，为全县乡
村振兴注入强大人才力量；建立县直
单位定点帮扶村（社区）机制，按照

“大稳定、小调整”原则，对 21家帮
扶单位帮扶联系点进行优化调整，把
部门特点、行业优势和被帮扶联系村
实际相结合，确保驻村干部选派和基
层实际需求同频共振，实现对口帮
扶，最大限度发挥帮扶干部、帮扶部
门优势，不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

选优配强村级“领头雁”。聚焦
“关键少数”作用发挥，以村 （社
区）“两委”换届为契机，突出政治
标准、能力标准、群众标准，严格落
实换届人选“10 条资格条件”和

“10 条负面清单”，大力选拔“双好
双强”村 （社区）“两委”班子。同
时，围绕“八个摸清楚”“七个心中
有数”逐村逐社区开展摸底排查，紧
扣村 （社区） 支书、主任“一肩挑”
100%比例要求，制定换届选举“一
村一策”“一村一方案”。

培育乡村振兴“主力军”。深入实施“群雁领飞”乡村振
兴六大培育行动，吸引大学生、农民工和退伍军人等群体返乡
创业；推进乡村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强化乡村本土人才开发、
帮扶，形成“农民留乡、市民下乡、能人回乡”的创业人才良
性流动机制；大力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工程，促进传统农民
向现代职业农民转变，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产业扶贫
带头人、青年农场主等作为重点培育对象。同时，制定《贵定
县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实施方案》，采取集中培训、基地培训
等方式开展农民技能培训，提升农民工的农业生产技能和就业
技能。

建强村级力量“后备军”。深入实施“五个一批”村级后
备力量培养工程，结合农村人才资源实际，将农村致富带头
人、村级专业合作社经营者、外出返乡人员、毕业大学生、退
役复员军人、种养殖能手吸收到村级后备干部队伍中，通过提
供发展平台、解决就近务工、提高工资待遇等方式，抓实乡村
振兴人才储备；严格落实“贵州省‘345’保障机制”“黔南州

‘3岗12级’薪酬体系”，通过提高村级办公经费、提升养老保
险等保障体系，切实解决村（社区）“两委”干部后顾之忧。

建强乡村振兴人才“服务队”。制定《贵定县镇 （街） 党
（工）委党校建设工作方案》，规范建设镇（街）党（工）委党
校8个，定期举办乡村振兴主题培训班；实施选调生到村任职
计划，今年共选派 25名选调生到村任职，同步开展黔南州镇
（乡、街道） 事业单位优秀青年人才引进工作，引进 50 名镇
（街） 事业单位优秀青年人才，为乡村振兴夯实人才基础。同
时，持续开展“万民农业专家服务‘三农’”行动，选派8名
科技特派员、126名农业专家赴基层开展农技服务，助力乡村
振兴。 （马俊竹 本报记者 罗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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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记者走进长顺县代化镇扶贫车间，只见工
人们正各自忙碌着手头上的工作。大家分工明确，打主材、
打短骨、打三步、接尾骨、挂回线，不一会儿，一个完整的伞
骨就完成了。

据悉，为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代化
镇建成6000多平方米的标准化厂房，积极引进海枫伞厂等
企业，解决300多人的就业，每人每月增收2000多元。

近年来，长顺县以促进异地扶贫搬迁群众就业为抓手，
积极引进扶贫车间，拓宽群众就业增收渠道，实现群众家门
口就业。

本报长顺记者站 罗思黎 朱涛 摄

家门口的扶贫车间
本报讯 近年来，随着新媒体、自媒体等移动互联网的蓬勃

发展，三都水族自治县也逐渐涌现出一批“网络达人”，他们积
极为水乡代言，一部小小的手机成为他们传播水族特色文化的
载体，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三都、来到三都，助力家乡发展。

眼下，水族群众迎来了一年一度最热闹最隆重的节日——
端节。三都姑鲁产蛋崖景区内，迎来了各地前来体验端节的游
客。三都本土“网络达人”潘永丽正在利用手机直播，向网友们
介绍端节习俗，在直播祭祖环节时，网友们纷纷被端节古朴的
祭祖方式和流程所吸引。长桌宴上，一道道水族特色美食和热
闹的场景也成为了网友们的讨论热点，不停点赞留言。

“我本身就是一名水族妹子，从小热爱唱水歌，热爱家乡的
文化，我想通过我的直播，让大家了解和感受我们水族过端节
的热闹氛围。”潘永丽说。

潘永丽是三都水族自治县文化馆艺术团的一名工作人员，
主要从事文艺工作，能歌善舞的她经常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
生活的点滴与家乡文化，逐渐在快手、抖音等短视频平台拥有
了上万的粉丝。

“我想通过我的直播间让更多的朋友了解三都，到三都品
尝我们家乡的美食、美酒。我的力量有限，但是通过大家共同
的努力，相信三都会发展得更好。”潘永丽说。

近年来，随着网络带货、互联网+旅游的兴起，与潘永丽一
样的本土“网络达人”涌现在水乡各地，他们借助直播、短视频
等电商新业态，为水乡农特产品销售、旅游行业的发展注入新
的活力，成为宣传水乡文化的又一只生力军。

图为本土“网络达人”介绍家乡特产。
（吴丹 刘龙炯 摄影报道）

三都

本土“网红”传播水族文化助力家乡发展

本报讯 在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中，长顺县
聚焦群众关切的教育问题，扩建长顺县第四中学，
大力扩增城镇教育资源，保障适龄少年入学。

连日来，在长顺县第四中学学生宿舍扩建项目
建设现场，大型挖掘机正在进行室外场地平整作
业，工人们正抢抓时间加快室内外装修扫尾工作，
现场各项作业有条不紊进行。

据了解，长顺县第四中学学生宿舍扩建项目由
长顺县国有资本运营有限责任公司承建，计划投资
1851万元，总建筑面积7628.71平方米，主要建设内
容包括新建学生宿舍2栋，内设寝室134间，公共卫
生间和洗衣房 10 间。项目于 2021 年 3 月开工建
设。

开工建设以来，在建设单位、业主单位、监理单
位等相关单位的共同努力下，目前项目主体工程已
经全部完工，内外部装修装饰工作已基本完成，目
前正在进行查缺补漏工作。室外附属工程也已经
完成80%，目前正在进行后续扫尾作业。

2016年，长顺县为适应城镇化快速发展和新农
村建设需要，做大做强做优初中，投资15764万元，
在威远工业园区规划建设校园面积 167334 平方
米、可容纳 4000 余名学生就读的初级中学——长
顺县第四中学，目前在校学生 2108人。项目建成
投入使用以来，有效解决了长顺县易地扶贫搬迁群
众、园区务工人员、留守家庭等子女入学问题，优化
教育资源结构。

目前，项目建设方正抢抓工期，加紧进行水电
安装，室外供排水、排污等扫尾作业，宿舍扩建项目
预计今年 10月下旬基本完工。项目建成后，将新
增 1072个床位，
有 效 解 决 长 顺
城 区 初 中 学 生
寄宿问题。

（本报长顺
记者站 班晓静
邓雪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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