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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州委经济工作会议聚焦州委经济工作会议

本报讯 近日，州公安局党委召开 2021 年
第 39次会议，专题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黔南州
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精神。会上，州政府分管负
责同志、州公安局主要负责人就贯彻落实好会
议精神及2022年全州公安机关下步工作进行安
排部署。

据悉，州第十二次党代会召开以来，全州公
安机关深入学习、深刻领会州党代会精神，坚决
贯彻落实州委决策部署，不断增强政治领悟力、
政治判断力、政治执行力，做到用政治眼光观察
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积极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从更高层次、更高起点、更高标准统筹好发展和
安全，牢牢把握“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总要求，
为全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安全稳定的政
治社会环境。

全州公安机关将全力防范重大风险，坚持
把政治安全置于首位，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各种
渗透颠覆破坏活动和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
活动、宗教极端活动；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
关系，坚持和发扬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创新
完善社会治理方式，积极预防、妥善化解各类社
会矛盾；紧紧围绕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治安问
题，深化各类专项打击整治行动，严打突出犯

罪，不断提升对社会治安的控制力。将全力推
进法治建设，着眼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不懈
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切实把严格规范公正文
明执法的要求落到实处。将突出问题导向，下
大力气整治执法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和逐利
执法、办关系案、当“保护伞”等问题，把好执法
源头、执法过程和执法出口“三道关口”；狠抓执
法队伍和执法主体能力建设，着力提高运用法
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维护稳定、侦查办案、化解矛
盾、处理问题、依法行政和依法履职能力。

2022年，全州公安机关将全力深化改革创
新，牢牢把握我州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向好、大
有可为”这一重要判断，牢牢把握公安“四化”建
设方向，坚持向改革要动力、要活力，向科技要
警力、要战斗力，在加快推进“情指勤舆”建设、

涉案财物管理、执法视音频、人口迁徙落户、公
安“放管服”等改革上持续发力，努力打造一批
标志性、引领性、示范性、实战性改革事项，加快
构建适应新发展阶段的现代警务体系，推动公
安工作高质量发展。将全力服务发展大局，认
真落实服务保障“四新”“四化”助推高质量发展
各项措施，聚焦企业和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
深化公安“放管服”改革，落实城乡有序流动的
人口迁徙制度，着力解决城镇社会结构变化、人
员流动频繁带来的矛盾问题，严厉打击非法经
营、强迫交易等扰乱旅游市场秩序和消费环境
的违法犯罪行为。将加强对外国人和港澳台人
员的服务管理，着力提升服务引才引智工作水
平，为我州扩大开放创造便利条件。

（本报记者 姜来）

州公安局：

为黔南创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

本报讯 记者从州农业农村局了解到，去年
我州农业生产指标总体上稳中有进，持续向好，
省下达的各项年度任务指标基本完成。预计全
州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完成481亿元以上，预计排
全省第3位；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完成
14400元以上，预计排全省第3位；农业固定资产
投资80亿元、农业招商引资新增到位资金97亿
元。在围绕“四新”主攻“四化”中，黔南农业现
代化迈出新步伐。

去年以来，黔南紧紧围绕现代农业产业体
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建设目标，以粮食安全
生产和生猪、茶叶、蔬菜等“3 个 100 工程”为主
抓手，以“六大产业、五大工程、五大行动”为主
载体，聚焦生猪、茶叶、蔬菜、水果、刺梨、中药材
六大主导产业，着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大
力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现代农业水利、山地农
机化、科技强农、智慧农业等“五大工程”，努力
构建现代农业生产体系；扎实开展经营主体引
进培育、农产品加工业提质增效、社会化全程服
务支撑、农产品质量品牌提升、农业高质量发展
平台创建等“五大行动”，有效构建现代农业经
营体系。全州农业产业规模化集群化水平有效
提升，农业基础设施水利化、机械化、信息化和
农业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市场化、品牌化水平
有效提高，农业经营质量效益持续增强。

农业现代化项目推进有力。共谋划农业现
代化重点项目 893 个，总投资 1638 亿元。2021
年在建和新建完成项目 251 个，项目库总投资
445 亿元，完成产业投入、固定资产投资 200 亿
元；积极争取省级以上财政资金项目 21.52 亿
元，是去年同期的1.83倍。同时，狠抓高标准农
田建设，共计完成 50.96 万亩，占任务数 43.5 万
亩的117.15%。

农业产业实现提档升级。全年完成粮食种
植面积 409.97万亩，产量从去年 118.4万吨增加
到130.78万吨，单产从298.27公斤增加到319公
斤，实现粮食面积、产量“双增”目标，预计排名
全省第一方阵。六大主导产业总产值达 390亿
元，预计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81%。生猪出栏
增幅 42.5%、规模化率 55.49%，两项指标均排全
省第一；茶叶、蔬菜、水果、刺梨面积产量产值均
排全省前列；火龙果、早春辣椒等11个优势单品
产量产值排全省第一。

实施现代农业水利工程项目 50个，新增及
改善灌面 5万亩；水稻、茶叶等山地农机化工程
稳步推进；长顺智源曾祖代生猪繁殖场建成投
产，破解农业产业在种子、育苗、装备等方面“卡
脖子”问题的科技强农工程强力推进；农产品生
产经营主体入驻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
信息平台达 1151家，推行食用合格证制度企业

达到877家，贵定（海大集团）爱科欣智慧养猪示
范场建成投产，智慧农业工程取得初步成效；新
增培育 1家国家级龙头企业，累计培育国家级、
省级、州级龙头企业分别为 5 个、150 个、220
个。贵州富之源、四川高金两家大型生猪屠宰
精深加工企业落户黔南，惠水县成有王记被列
为贵州省农产品（食品）深加工高成长企业之
一；全州开展机耕、机收、病虫害防治等社会
化服务82万亩，社会化全程服务支撑行动逐步
推进；新增“两品一标”15个，福泉市被列为
第三批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单位，贵定
县被评为全国农业休闲重点县、国家农业现代
化示范区。

州农业农村局负责人表示，2022年，黔南将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重要讲话
精神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省委十二届十次
全会、州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和州委经济工作
会议精神，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着力抓好农业现代化项目建设提高农业发
展动能、着力抓好六大主导产业发展稳基础提
效益、着力抓好农业市场主体培育强化龙头带
动、着力抓好农村改革创新提升农业综合生产
能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让广大农民过
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本报记者 刘雪红）

抢先机闯新路出新绩

我州农业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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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 7日，由州委宣传部、州委网信
办联合举办的“颂百年辉煌·赞黔南发展”抖音挑
战赛颁奖仪式在匀举行。

据介绍，为做好中国共产党黔南州第十二次
代表大会宣传工作，2021年 11月以来，州委宣
传部、州委网信办联合举办了“颂百年辉煌·赞
黔南发展”抖音挑战赛活动。该活动以抖音短视
频为展播平台，设置抖音热门话题，并邀请网红
达人助阵，充分展现我州围绕“四新”主攻“四
化”，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的生动实践和辉煌
成就，为喜迎州第十二次党代会营造良好网上舆
论氛围。活动共征集500余条短视频作品，总播
放量达4800多万，充分展现了我州近5年来的发
展和变化，通过不同视角的拍摄展现了“绿博黔

南、康养之州”的好风光。
此次活动中，参赛选手采用航拍、图片、打

卡等多种表现形式，围绕“颂百年辉煌·赞黔南
发展”主题拍摄展现黔南旅游、文化、生态、建
设、生活等相关方面的短视频，涌现出不少创意
满满、趣味十足、视角独特的优秀参赛作品。最
终评出 28人获奖，其中，黔南日报社“天眼观

察”抖音号获得一等奖，瓮安县融媒体中心、吕
香凝分别获得二等奖，荔波融媒、同享、瓮安信
息网、看长顺、平安黔南分别获得三等奖，其余
20余名分别获优秀奖。

颁奖仪式后，还举行了黔南州网络人士队伍
座谈培训会。

（本报记者 陈文章）

“颂百年辉煌·赞黔南发展”抖音挑战赛在匀颁奖

本报讯 1 月 5 日，中国邮政正式发行
了《壬寅年》特种邮票一套2枚，邮票图案名
称分别为：国运昌隆、虎蕴吉祥，全套邮票面
值为2.40元。上午8点，都匀市邮政分公司
中心营业厅门口已聚满人群。资深邮迷们
个个精神饱满，满眼期待着最新的《壬寅年》
特种邮票。

据了解，本套邮票计划发行量分别为邮
票一图4040万枚，邮票二图3880万枚，版式
二230万版，小本票480万本。

2022 年是农历壬寅年，即生肖纪年的

虎年。《壬寅年》特种邮票是中国生肖邮票第
四轮中的第七套，由著名画家冯大中先生创
作。该套邮票小本票由王虎鸣设计。

该套邮票在全国指定邮政网点、集邮网
厅、中国邮政手机客户端和中国邮政微邮局
集邮微信商城出售，出售期限6个月。为更
加丰富地展现邮票内容，中国邮政将通过

“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微信小程序发布数字
化内容，可使用AR功能观看。图为市民购
买《壬寅年》特种邮票后兴致高昂。

（陈雨婷 本报记者 徐朦 摄影报道）

中国邮政全国同步首发《壬寅年》特种邮票

本报讯 州政府金融办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落实好服务实体经济、防范化解金融风
险、深化金融改革创新、落实金融精准扶贫等
工作任务，为推动黔南高质量发展贡献金融力
量。

坚定不移抓住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这个中
心。州政府金融办积极对标高质量发展要求，
主动对接重大项目、重点工程，优化金融资源
配置，提高金融供给质量。首先，着力推动银
行业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十三五”以来，全州
银行业紧紧围绕黔南州发展战略，不断创新金
融产品，提升金融服务水平，持续优化金融供
给，重点支持国家、省、州重大项目，重点工程
建设及“六网会战”“四化”项目，持续助力黔南
州经济高质量发展；其次，着力做好企业挂牌
上市工作。截至目前，我州在境内资本市场上
市挂牌企业共 5家，累计融资 75.55亿元。同
时，着力做好债券融资工作和重点项目融资支
持。围绕易地扶贫搬迁、产业发展、棚户区改
造、农村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加大与国家开
发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对接力度，争取信
贷支持。

坚定不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这
条底线。州政府金融办树牢底线思维，以强化
州级统筹，建立和完善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
体系为支撑，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任，守住了
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在金融风险
防范化解工作上，先在制度建立上下功夫，牵
头制定印发了全州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指导意
见等，推动全州化债工作实现“三个转向”，并
抽调精干力量组成化债专班，坚持“点线面”结
合，推动化债工作取得实效；在防范和处置非
法集资工作上，成立由州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
的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明确部门工作职
责，有力开展案件处置，推动成立“汇信行”案
件处置工作专班，全力做好涉案资产处置工
作；在地方金融组织监管上，坚持非现场监管
与现场监管相结合，掌握辖区内地方金融组织

运营状况。同时，规范其经营行为，针对发现
的问题及时要求作出整改，促进行业健康有序
发展。

坚定不移推进金融改革创新这个重点。
州政府金融办以金融产品服务创新、金融供给
稳定高效、地方金融组织高质量发展为着力
点，更加满足多元化的融资需求，有效纾解小
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难题。切实推进产品
及服务创新，引导银行机构积极拓展线上业
务，推出“经营快贷”等全流程线上服务的模
式，提供便捷高效的信贷服务；切实推进金融
供给稳定高效，强化政金企对接，力求解决企
业和金融机构信息不对称问题，通过多元联
动，促进跨部门、跨行业的融资供需信息共享，
帮助企业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

坚定不移扛起金融精准扶贫这个任务。
州政府金融办立足金融职能，把握精准扶贫要
求，以有温度的金融政策着力解决扶贫资金不
足、闲置资源盘活不力、产业发展滞后等问
题。通过发展扶贫小额信贷，引导农信社（农
商行）加大扶贫小额信贷的投放力度，满足贫
困农户的日常生产生活需要，做到“真扶贫、扶
真贫、促脱贫、早致富”，助推精准扶贫工作取
得实效；通过开展“六强六推”，在12个县（市）
组织开展 500亩以上坝区农业产业发展金融
助力行动，指导全州农信机构统一创设生产经
营贷款专属信贷产品，全面实行贷款利率优
惠，强力推进农村产业结构大调整；通过实施

“六保一投”信用融资模式，会同人民银行黔南
中支出台《关于组织推广黔南州农业产业“六
保一投”信用融资模式的指导意见》，并在部分
重点县市推广落地；通过推动金融支持“村社
合一”，发挥金融引领作用，深化金融扶贫，进
一步支持“村社合一”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壮大，
提升基层组织的组织力和发展带富能力。

（本报记者 石学业）

州政府金融办：

为推动黔南高质量发展贡献金融力量

真抓实干、锐意进取、奋勇担当，是大家对新
发展阶段都匀强制隔离戒毒所的第一印象。该所
建于1994年，曾经是全省乃至全国两劳系统内的
三类所之一。在这27年奋斗历程中，都匀强戒所
在州委州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省戒毒管理局的
精心帮助下和黔南州司法局深切关怀下，连续20
年实现戒毒场所无毒品流入场所、无戒毒人员脱
逃、无戒毒人员非正常死亡、无所内案件发生、无
安全生产事故、无重大疫情的安全管理“六无”目
标，教育戒治工作水平得到不断提升，让戒毒人员
回归社会后重新走向新生，为黔南经济社会稳定
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谱写了司法行政强制隔离
戒毒事业的新篇章。

27年以来，该所基础设施日趋完善、办公环
境不断优化、场所管理更加规范精细、信息化建设
稳步推进、戒治成效越发凸显，实现了戒毒各项工
作的新跨越，有的工作走在了全省同系统前列，得

到上级的充分肯定和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先后
获得全国、全省司法行政戒毒工作先进集体、全省

“五好”基层党组织和禁毒人民战争先进集体、全
州党建示范单位、文明单位等 40余项荣誉称号，
荣立集体二等功 1次、集体三等功 2次，赢得社会
各界的一致好评。

着力强化党建驱动 夯实人才队伍保障
坚持抓党建促队建，找准党建驱动队伍建设

的“牛鼻子”，突出“六个抓牢”，着力强基础保稳
定，一步一台阶，不断增强队伍凝聚力、战斗力、向
心力。

抓牢班子示范引领。充分发挥好“关键少数”
示范带动作用，做到既挂帅又出征，既当指挥员又
当战斗员，时刻用自己一言一行感染着全体民警
职工，一步一步建成一个好班子，带出一支好队
伍。 （下转第八版）

栉风沐雨谱华章 砥砺奋进铸新篇
——都匀强制隔离戒毒所连续20年实现所安全管理“六无”目标

文/图 李瑜 韦文红 本报记者 陈文章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论述摘编》
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在全国
发行。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党
要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就要不断推进自我革命。监督在管党
治党、治国理政中居于重要地位，我们党全面领导、长期执政，
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对权力的监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全面从严治
党，打了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党领导完善党和国家监
督体系，推动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构
建巡视巡察上下联动格局，构建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各类监督
贯通协调的机制，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构建起一套

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度，形成了一整套党自我净化、自我完
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探索出一条长期执
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习近
平同志围绕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发表的一系列重要
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对于让人民监督权
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确保人
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
纵深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论述摘编》分10个专题，共计371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
志 2012年 11月 15日至 2021年 11月 11日期间的报告、讲话、
说明、指示等 13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
开发表。

《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本报讯 1 月 9 日，州十四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八次会议在都匀召开。州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陈有德主持会议，副主任张仕雄、张蓉、
尹德俊出席会议。

常委会组成人员应到33人，实到27人，出

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通过本次会议议程。会议依法补选

钟阳、冉博、滕建勇为贵州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选举结果报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
格审查委员会审查。 （本报记者 叶大霞）

州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