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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 8日，2022“甘字牌牛奶杯”黔南州第
三届围棋棋王争霸赛在都匀市开赛，来自我州各县市的
31名顶尖棋手与特邀省内知名棋手王飞 （曾获 2006年获
全国律师赛亚军）同台对决。

本届赛事为期两天，采用积分编排，电脑抽签，进行
七轮比赛，前 8 名棋手将获得奖励。与往届赛事不同的
是，本次赛事打破常规，邀请多名少儿棋手参赛，与成人
对局博弈，一争高下。在当天的三轮比赛中，来自都匀市
的 14岁小棋手张顶和 （围棋五段） 表现优异，赢得裁判
组与众多棋手连连称赞。

此次赛事负责人李正伟告诉记者，棋王赛乃我州成人
组高水平比赛，邀请优秀的少年围棋手参加成人组的比
赛，是对黔南优秀棋手储备的一种激励。近年来，州围棋
协会为进一步提升少儿围棋水平，通过举办形式多样的围
棋比赛，推进围棋普及、培训等工作，为少儿围棋爱好者
们提供了棋艺切磋交流平台，为我州围棋事业健康发展奠
定了良好基础。

图为比赛场景。
（本报记者 曾宪华 摄影报道）

本报讯 在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中，平塘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动力和实效，积极组织
开展“送教下乡”活动，加强教师之间信息交流互动，实现优
质教育资源共享，进一步提升教师业务素质和教育教学质量，
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我们看到封面，封面上有没有什么信息可以帮助我们阅
读的呢？”

近日，平湖二小的7名教师来到克度镇油岜小学开展“送
教下乡”活动。平湖二小老师李成仙给一年级的同学们带来了
一堂有趣的数学课；陈启云老师给六年级的同学送上课外阅读
教学展示。两位老师遵循学生年龄特点，因材施教，层层递
进，学生们认真倾听、积极参与，学习氛围浓厚。

克度镇油岜小学一年级学生腾先越说：“老师今天教我们
加法算式，教得非常好，我都学会了。”

克度镇油岜小学六年级学生许明高也深有感触：“老师讲
课很用心，我学到了看目录、看作者、看经典片段、看前言等
等。从今以后，我会运用这种阅读技巧去阅读和学习，提高阅
读能力。”

精彩的授课，不仅让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也让旁听老师
受益匪浅。

“老师在课堂教学当中对学生的引导这一方面非常的好，
非常的有耐心，并且在学习方法方面的指导经验是比较丰富

的，对学生今后的学习帮助也是非常大的。”克度镇油岜小学
教师杨正国说。

互助教学共成长，今年，平湖二小和克度镇、塘边镇各小
学开展互助教学，平湖二小送教下乡，克度镇、塘边镇各小学
还到平湖二小开展教研活动。

平湖第二小学教师陈启云表示：“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教学
模式向下来进行拓展，给下面的老师，作一个启发或者引领。”

同样，平塘县各幼儿园也积极开展送教下乡活动，切实帮
助基层幼儿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你们想不想跟小青蛙玩游戏啊？”“想！”“那你们就认真
地看一看小青蛙是怎么玩游戏的。”

在甲茶镇马场幼儿园，平塘县第四幼儿园的老师正分别为
该园小班、中班、大班的孩子们开展《小青蛙躲猫猫》《脸上
的表情》《神奇的线》课堂教学，三位老师通过游戏、音乐等
方式，激发小朋友们的学习兴趣，让小朋友们快速掌握课堂知
识。

甲茶镇马场幼儿园小朋友张俊杰说：“今天老师给我们上
课，我们很开心，老师教我们拿毛线变魔术，我认识梯形，还
有三角形，还有波浪线，这样的课很好玩。”

课后，两园教师深入开展交流、研讨，加强互动，增进两
园友谊，促进互助提高。

平塘县第四幼儿园教师罗祖蓉介绍：“在这个活动过程

中，我们能够与更多的老师去分享一些自己的经验，从中不断
地提升自己，从而让自己在工作中得到更好地提高。”

甲茶镇马场幼儿园园长石倩表示：“通过今天聆听了三位
老师的精彩授课，我们学习到了很多东西，特别是三位老师上
课的一个状态都是值得我们每一位老师去学习的，很有朝气，
很有激情，孩子们能够在轻松愉快的环境当中去学习，尊重了
儿童的主体地位，真的特别棒。”

据了解，平塘县常态化开展送教下乡活动，旨在加强学校
间的交流合作，为老师们提供相互学习交流的平台，促进教师
的教学互助，共同成长，对提高教师的专业素质和乡村教育教
学质量起到很好的示范引领作用，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2021 年以来，全县已开展小学集团送教 10 次、初级中学 2
次、幼儿园28次。

平塘县第四幼儿园园长伍晶梅说：“加强我们教师之间的
一个交流互动，让党员教师、骨干教师发挥他们的引领示范作
用，促进我们片区各个幼儿园的学前教育均衡发展。”

平塘县教育局教研室负责人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我
们将继续通过送教活动，进一步地推动学科教学研讨，转变教
师教学观念，积极探索幼小、中小衔接的教育教学新模式，促
进我县教育高质量发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本报平塘记者站 田波兰 罗应艾 林雪香 摄影报道）

平塘县平塘县：：送教下乡传真情送教下乡传真情 互助教学共成长互助教学共成长

授课现场

送教下乡

老师带领小朋友一起做游戏

本报讯 2021年以来，福泉市委第九轮巡察第二
巡察组对金山街道翰林、叠翠、朝阳三个社区党组织
开展政治巡察。

巡察期间，福泉市委第九轮巡察第二巡察组在翰
林学院社区设立巡察接访室，5名社区群众向巡察组
倾诉了社区的烦心事。接访完毕后，巡察组及时召开
组务会，认真分析研判了群众反映的问题，决定分成
三个组分别深入社区走访。

通过下沉走访了解，针对小区物业管理、乱搭乱
建、车辆乱停乱放等问题，巡察组共梳理出3个方面
21个问题并建立了问题清单。

针对清单重点问题，巡察组立即组织金山办事
处、市住建局、市综合执法局、麒龙房开及业主召开
协调会，督促相关单位和企业根据职能职责，对群众
反映较为集中的问题及时进行处理，立行立改。

在巡察组的督促下，各责任单位强化问题整改落
实，房开商对希望城小区外墙进行处理，重新更换翰
林学苑和希望城 3栋、6栋下水管道，解决了大理石
和瓷砖高空掉落、下水道堵塞问题。

此外，福泉市行政综合执法局在全市开展宣传和
打击“两违”工作，全面清理翰林社区和峰临天下小
区楼顶违规建房、乱搭玻璃房及车棚等违章建筑，并
举一反三，在全市新建小区全部划定停车线，避免车
辆乱停乱放、堵塞安全通道等问题。

据悉，该市巡察办将持续巩固前期巡察成效，从
巡察中总结经验，创新巡察方式，把巡察工作作为联
系群众、服务群众的重要方式，深入整治群众反映强
烈的问题，提升监督实效，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和安
全感。

（李帮贵 吴紫花）

福泉市

抓实问题整改
提升巡察质效

本报讯 2021 年以来，平塘县人社局扎实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积极推进社保公共服
务“跨省通办”，不断提升社保经办服务便捷化水平。

推进参保服务“综合服务”。建立综合窗口、跨
省通办窗口、网上服务、手机APP服务、12333电话
服务、自助服务一体化服务体系，为参保单位和个人
提供全网式、全流程、无差别的方便快捷服务；积极
引导群众通过贵州社保APP、贵州政务服务网等线上
和线下渠道，办理参保业务、个人权益记录查询打
印、电子社保卡申领、失业保险金申领等业务，极大
地方便了群众。

推进关系转移“跨省通办”。依托养老保险关系
转移平台，简化业务办理手续。目前，已实现城镇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联网转移，实现城镇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城镇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全国互转，实现退役军人养老保险转入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现已办理各类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300 余
人。

推进待遇资格“实时认证”。2021年以来，在做
好社保待遇资格线下认证的基础上，积极引导领取养
老保险待遇人员通过使用“老来网”APP进行人脸识
别自助认证，通过手机扫一扫，就能实现资格认证，
打破时间和空间限制，让群众随时随地、跨省、异地
均可进行社保待遇资格认证，现已完成认证4万余人
次。 （安庆春 本报记者 陈海）

平塘县推进“跨省通办”
提升社保经办服务水平

本报讯 近年来，贵定县始终坚持以紧密型县域医疗共同
体建设为抓手，不断突破医改堵点、难点，并通过不断创新，切实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

重新优化资源布局，破除发展各自为阵。以县人民医院为
牵头医院，整合县中医医院、县妇幼保健院及 21家乡镇（社区）
基层医疗机构医疗资源，组建县人民医院共同体。并从县级对
共体各分院（含村级卫生室）重新进行功能定位，按照不同功能
目标进行差异化发展。破除以往各医疗机构间无序竞争、盲目
发展、重复投入的问题。

重新构建运行体系，破除老旧管理体制。成立县医共体党
委，由县政府分管领导任党委书记，发挥把方向、管大局的作
用。印发县卫生健康局、县医共体总院、以及各分院责权清单，
厘清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共体总院以及各分院之间职责，确保运
转质效。以依托县人民医院，成立 13个综合管理中心，与各分
院按照“1+8+N”模式对行政、人员、服务、财务、药械、信息、绩
效等进行“七统一”扁平化管理。并以中心卫生院（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为中心，成立片区业务管理中心，推行网格化“包村联
户”管理以及“县级专科医生+卫生院医师+村医”家庭医生联合

签约服务模式。通过与医保、财政等部门联动，按照“以收定支，
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原则，实施医保基金总额打包付费支付
制度改革。破除以往医疗卫生行政、事业单位职责混乱，县镇各
级医疗机构运行管理各成一套的问题。

重塑人事薪酬制度，破除人才动力不足。县委编办印发了
县医共体“三定”方案，明确医共体职能职责、内设机构、下属分
院等机构事项，核定医共体内实名制编制 903 名，备案制编制
1065名，并明确医共体可根据需求进行人员自主招聘。赋予医
共体人员自主调配权，人员可在各分院间有序流动，并从不同层
级明确共体内部领导班子成员、中层干部、普通职工的层层提名
权。相继印发《贵定县医疗集团岗位设置方案》《贵定县医疗集
团岗位竞聘方案》等，建立去行政化的科学用人机制，按需设岗
并实行全员竞聘上岗。科学制定医共体绩效分配、考核方案，明
确共体内人民医院、中医医院及妇幼保健院三个院区医务性收
入的80%用于绩效工资发放。基层分院按上年度收支节余不低
于 50%用于人员奖励，按一院一策由分院内部进行自主分配。
对总院院长、以及8个分院院长执行年薪制。通过改革，破除以
往医院招人不畅、人岗不适、吃大锅饭、人员内生动力不足的问

题。
重新搭建医防体系，破除医防互不相融。启动云雾卫生院

县级医疗次中心建设，率先探索开展健康小屋建设、先天性心脏
病筛查、结直肠癌筛查，推进中医药健康促进，提升基层重大疾
病预防控制能力。组建影像、检验、心电等5个县域远程医疗服
务中心，县域胸痛中心、卒中中心等五大中心建成投入使用，建
立县级儿童管理中心、血透管理中心、介入中心、康复中心和中
医保健服务中心。成立县级慢病健康管理中心，开展高血压、脑
卒中、胸痛、糖尿病、慢性肺阻病等慢病防治，按照医防融合

“123”方案，将慢病药物下沉，落实急慢分治、双向转诊的分级诊
疗制度。通过深化医防融合，破除以往医疗预防“两张皮”的问
题。

该县通过扎实有效改革，县镇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既
做到县级发挥龙头作用，又保证了镇级中枢作用以及村级的网
底作用，不同层级均得到有机整合。县域就诊率从改革前2018
年的 88.8%提升到现在的 94.2%，基层首诊率从 46.9%上升到现
在 50.1?%，县域内三四级手术占比从 33.4%提升到目前的
46.8%，其他核心指标也不断向好，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得
到有效改善。2021年 4月，通过国家评判监测体系指标系统评
判，贵定县医共体建设紧密程度为“紧密型”。

下步 ，贵定县将持续聚焦解决群众“看病远、看病贵、看病
烦”等问题，破除改革过程中的难点、痛点，扎实推进医疗卫生体
制改革，让改革成果惠及更多群众。

（本报记者 罗阳）

贵定县

突出“四破立新”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

本报讯 1月 5日，经过南网都匀罗甸供电局配
电中心员工一系列的有序操作，将该局 10千伏茂亭
线布席支线达良2号公变按期投运，让罗甸县茂井镇
大亭村达良组54户村民春节前用上放心电。

“以前全村在用电高峰时会出现电磁炉带不动的
现象，现在新架设了线路及新装了变压器，各种家用
电器想什么时候开就什么时候开，村民们更能享受到
供电质量提升带来的幸福生活。”茂井镇大亭村达良
组村民说。

2021 年，罗甸供电局积极落实好该县 2021 年
“十件民生实事”之电网改造升级工程，坚持“人民
电业为人民”企业宗旨，通过多渠道巩固电力基础设
施建设，全年共投入资金 3063万余元，新建 10千伏
及以下线路58.1704公里，新增配电变压器14台，新
增容量 1250千伏安，新建开关 59台；更换老旧配变
32台，消除隐患113处；通过业扩延伸项目开展业扩
延伸项目共 17个，及时解决养殖业、种植业、小型
加工业等等临时用电需求；同时全年共解决了非居民
用户 2188户，居民生活用电 3122户新增用户用电问
题。

“2021年，罗甸供电局积极组织推进辖区农村电
网巩固提升工程，提高了供电能力和供电质量，解决
了群众用电存在低电压等问题，实现村民从用上电到
用好电的转变，为乡村振兴添动力。”罗甸供电局项
目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该局今年将进一步加大电网投资建设力
度，争取立项配电网项目 40个，投入国债资金 2400
余万元提升罗甸县中压配电网供电能力，同时加快
110 千伏上平变新建工程及 110 千伏信邦变扩建工
程，进一步提升罗甸南部电网供电能力，为罗甸县城
特别是城西工业园区发展提供更有力的电力支撑。

（何勤 吴紫花）

罗甸供电局新增配变
确保群众用上放心电

黔南第三届围棋棋王争霸赛
在匀开赛

32名顶尖棋手同台对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