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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本报讯 为推进“活力政协、和谐政协、创新政协、智慧政
协、书香政协”“五个政协”建设，龙里县政协通过建立“1+5+N”
体系，将工作责任细化。

“1”即成立 1个组织领导机构。成立“五个政协”建设工作
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协调、调度工作推进情
况。县政协每年初召开工作部署会、定时召开工作推进会或经
验交流会，推动“五个政协”建设工作。各牵头部门、各镇（街道）
政协联络组要按照方案要求并结合本地实际，进一步落实责
任。加强上下联动，实行季调度年总结，推进各项工作任务的有
效落实。

“5”即根据“五个政协”分别确定5个牵头领导。针对“活力
政协、和谐政协、创新政协、智慧政协、书香政协”“五个政协”建
设，根据政协主席会议成员分工，分别确定副主席为牵头领导。
牵头副主席根据分工和联系点安排，将建设工作作为指导联系
基层工作的重点内容，每个季度到联系镇（街道）了解工作进度
和存在问题，总结好的经验做法，并适时在主席会议上进行通
报。

“N”即 31项工作任务。将“五个政协”建设 2022年度工作
细化成31项工作任务，根据分工，除相应副主席牵头外，明确责
任人、责任委（办）和完成时限，压实工作责任。建立“三制度两
平台一清单”（出台《龙里县政协委员履职工作规则》《龙里县政
协委员履职量化考核评价暂行办法》《龙里县政协界别活动办
法》三项制度、创新搭建界别委员履职和履职能力提升两个平
台、设计一张委员履职清单）的委员服务管理体系，建设“活力政
协”，激发委员工作活力，让政协队伍“强”起来。拓展全方位宽
领域的交流渠道，通过抓好党外委员思想引领、开展联谊交流、
搭建企业服务社会平台、加强社情民意收集反馈等方式，建设

“和谐政协”，提升团结联谊成效让政协交流“热”起来。以制度
建设为抓手，打造政协党建、提案工作、协商议政、模范机关、基
层协商等“五大品牌”，建设“创新政协”，提升政协工作质效，让
政协品牌“亮”起来。探索建立“智慧平台+智库平台”的“两翼
齐飞”模式，建设“智慧政协”，为政协履职插上“智慧翅膀”，让政
协履职“新”起来。以“搭建一个委员学习平台、开展一系列读书
活动、开设一个学习专栏”为载体，建设“书香政协”，让政协情怀

“浓”起来。对“五个政协”建设工作清单化，明确时限节点，推动
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努力开创龙里政协工作新局面。

（龙协宣）

龙里县：

建立“1+5+N”体系
推进“五个政协”建设工作

本报讯 4月30日，都匀第22届房地产交易会在绿博园庆
云馆举行开幕仪式。

据了解，此次房交会汇集都匀市区、经开区共计 23家房地
产企业参与，同时还邀请城市康养、文化旅游地产专家和商业
投资意向人，共同研讨打造以都匀为中心，绿博园为中心点的

“贵州南部休闲康养和文体旅深度融合示范区”。
绿博园举办第22届房地产交易会，拉开今年绿博园“五一”

小长假系列活动的序幕。此次房交会，23家优质房企为广大购
房者提供类型丰富、风格多样的住宅5000余套、商业40多万方，
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和更高质量的消费体验，实现精准
对接供需、助推消费升级，让群众得实惠、企业得发展。

图为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廖朝杰 王金柱 实习记者 刘茜 摄影报道）

都匀第22届房交会在绿博园举行

本报讯 为锻炼在特殊水情和自然灾害事故发生
时与州、县水务局等单位的联合监测、会商分析及调度
能力，检验水文应急监测人员对监测新设备、新技术的
操控能力，4月27日，州水文水资源局联合州水务局、贵
定县水务局在贵定县沿山镇星溪村开展“黔南州 2022
年度水文应急监测和洪水灾害防御应急联合演练”，从
而不断提高水文队伍业务水平和服务社会能力。

本次演练，以受重大天气影响，贵定县沿山镇星溪

村晓寨河段因山体滑坡形成堰塞湖，且水位持续上涨，
上下游多地可能受洪灾影响，同时下游水体受污染为背
景，州水文应急监测队、州县水务应急抢险队接到险情
后，立即赶往事发地点，开展应急联合演练。

演练现场，随着指挥长一声令下，综合组、流量测验
组、水情预报组、会商分析组、网络保障组等各小组各司
其职、联动配合，紧张有序的开展应急监测工作。通过
埋设水准点、安装临时水尺、搭建遥测雨量计、水位计等
设施，使用ADCP遥控测船、全站仪、测流无人机、便捷
式多参数水质监测仪、水质采样船等设备，对事发区域
进行水准点引测、库区流量施测、水位数据遥测、岸上和
水下地形测量等多科目监测工作，各技术组在不等的时
限内将各项监测数据第一时间传给现场指挥部，指挥部
技术人员通过汇总分析监测数据，作出事发区域的来水
量过程预报、洪水预测预报等工作，同时组织专家会商
研判上下游洪水灾害影响范围，对上下游各水库进行调
度及前期应急处置。

“此次演练，进一步增强了水文应急监测队伍的实
战能力和服务社会水平，黔南水文将按照水文高质量发
展要求，通过不断强化队伍能力建设，奋力在水文现代
化新征程上以更优质的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可靠
的技术支撑。”担任此次联合演练总策划的州水文局总
工程师罗健瑞说。

（罗永泉 庭开丽 本报记者 廖朝杰 摄影报道）

州水文局积极开展应急联合演练

本报讯 为适应疫情防控常态化要求，瓮安县老年大学
充分利用多媒体积极推动“互联网+老年教育”实践应用，拓
展老年人学习渠道。

积极引导培养信息化素养。为助力老年学员提升信息
化素养和数字技术运用能力，学校通过多种形式进行引导和
指导，逐步构建以集中学习、自主学习、在线学习、远程学习
等多种形式结合的教育、学习新模式。组织计算机教师、班
主任到各班开设智能手机使用培训，提高学员的数字化能
力，教会学员使用智能手机、微信、QQ，解决老同志手机上
网、下载、消费、网上办事、学习、文娱、健康码使用等高频事
项和服务场景的“数字鸿沟”问题；学校教职工利用“家访”一
对一指导学员操作贵州老年大学“空中课堂”和开展网络学
习操作技巧，引导和帮助他们在家线上学习，积极融入智能

社会；加强学员预防网络诈骗、电子通信诈骗、个人信息与隐
私保护等信息安全教育培训，引导其正确认识与使用网络信
息和智能技术，切实增强风险意识，增长安全使用智能技术
的本领。

充分利用线上教学平台实施在线教学。利用网上老年
大学、乐龄云课堂、云上学堂、电视课堂、贵州老年大学“空中
课堂”等直录播课堂，结合学员的实际需求，安排专人负责收
集相关精品课程、精品课件、精品课堂，为各班学员推送优质
资源，并实现与线下课堂教学的衔接。目前，县老年大学加
入网上老年大学学员 400余人，宣传推广“贵州空中老年大
学”12次，注册学员 500余人，上传空中课堂视频 6个。通过
在线教育，逐步弥补了线下老年教育师资力量不足和课程资
源有限等问题，满足学员日益增长的多元学习需求。

依托远程教育设施提升老年教育覆盖面。利用瓮安县
“党员干部远程教育站点”网络平台、数字电视、电脑、微信公
众号等已实现乡村全覆盖的优势，特别是在2017年9月成为
全国第四批老年远程教育实验区后，利用中国老年大学协会
远程教育网平台资源，在各老年学校开设收看“中国老年协
会远程教育网”直播课堂和录播课件资源。通过几年的探索
和以点带面的基层老年学校远程教育点的建设，以立足管理
制度、硬件设施、师资库，加大运行保障、学习、培训力度，实
现老年远程教育的运行规范化、学习培训常态化、学用结合
特色化，现形成以抓好县老年大学老年远程教育中心点的基
础上，已建成 15个老年远程教育示范点。通过强化老年远
程教育点的“八有”，即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机构、有学习教
室课桌椅、有结合实际的年度学习计划课程、有专（兼）职服
务管理人员、有简约实用的制度、有远程教育点的校牌标识、
有学习人员名册、有登记记录，规范开展老年远程教育工
作。目前，各老年学校远程教育点累计播出以中国老年大学
协会远程教育网站为主的网络直播课450余堂，网络资源库
录播课 630 余堂，受益人数 5500 余人次。通过开展远程教
育，扩大老年教育覆盖面，实现优质资源的共享，推动老年教
育向基层和农村辐射。

（邓仁智）

瓮安县老年大学：

积极推动“互联网+老年教育”实践应用

利用ADCP遥控测船进行测流

进行进行ADCPADCP测流和大断面测量测流和大断面测量

本报讯 为确保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划转工作顺利
稳妥实施，龙里县财政局四举措推进土地出让收入顺利划转有
效衔接。

强化部署落实。召开土地出让金划转工作部署会议，制定
划转工作规划，明确相关各部门的职责，成立由各部门领导及
业务骨干组成的工作小组加强沟通协调，确定了各项重要工作
的时间节点并严格执行。

强化过程管控。为确保划转工作如期顺利平稳进行，多次
组织各部门召开协调会，对新的业务流程进行反复梳理推敲，
不断完善细节，优化办事流程，确保不因划转工作影响群众办
事。同时及时跟进各部门落实划转相关职责情况，督促土地出
让收入征收数据、欠缴数据、相关资料的移交工作。

强化信息共享。建立自然资源、税务、人行、财政部门土地
出让金征管等一整套信息共享机制，大大提高划转后土地出让
收入的征管效率，也实现了征管信息的实时共享，确保征管数
据的准确性、及时性及高效性。

强化沟通协作。建立与税务、自然资源、人行、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沟通协作机制，通力合作，密切配合，切实加强土地出让
收入的征收管理，确保土地出让人收入按时顺利划转，确保划
转前后相关工作有效衔接，确保土地出让收入及时、足额征
收。 （晏梅）

龙里县

四举措推进土地出让收入划转工作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公共服务就业平台建设，精准服
务各企业、各类群众求职需求，帮助企业和求职者排忧解难，
近日，平塘县“零工驿站”正式成立。

驿站以扩大就业服务保障为抓手，内设综合受理、信息发
布、洽谈对接、政策咨询、等候休息等服务专区，同时站内还
配备2名专职人员，全天候免费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集招工候
工、现场招聘、信息推介、创业指导、技能培训、劳保维权等
一体化的服务。

来自金盆街道的求职者杨洁，在听到“零工驿站”消息
后，特地跑来驿站登记求职。

“已经找了好几天的工作了，最近有人介绍有这个‘零工
驿站’就想着来这里登记试一试，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满意的工
作。”杨洁说。通过驿站工作人员登记后，短短几天就成功地
为其匹配到了合适的岗位，现在杨洁已经在航宇科技公司上班
了。

驿站运行以来，共计 131家企业前来登记招工，503名群
众前来登记求职，累计促进就业143人次。

平塘县人社局还将进一步摸底了解全县企业实际情况和就
业需求，助力就业工作稳步发展。

（张霞）

“零工驿站”
助力群众就近就地就业

本报讯 为全面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近年来平塘
县制定印发了 《平塘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五年行动方案》

《平塘县推进乡风文明建设五年行动方案》等文件，不断提
升农民群众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助力乡村振
兴高质量发展。其中，州级特色田园乡村·乡村振兴集成
示范试点大塘镇新光村在工作推进中积极探索“五看五
比”评价方式，助推特色田园乡村·乡村振兴集成示范试
点乡风文明建设取得实效。

看言传身教比父母和蔼。个人层面提倡“修身积德、
崇廉知耻、遵循正道、安分守己、勤耕苦读”。家庭层面提
倡“孝敬父母、尊敬长辈、尊师重教、敬宗睦族、规正子
弟”；同时在《奖五条》实施细则中明确“尊老爱幼等道德
模范者”属于奖励范围，符合条件的，每年推荐参加全县
道德模范人物评选，2022 年推荐参选 1 人。在 《罚十条》
中明确“不赡养父母不抚养管教子女者”纳入处罚范围，
列入负面清单，不得推荐参加道德模范人物评选。通过树
立身边榜样，形成辐射带动效应，村民个人道德素质素水

平得到明显提升。
看勤俭持家比夫妻和鸣。村民在幸福生活方面鼓励“为

了生活更美好，产业发展要搞好。外出务工也不错，要买医
保和社保。”引导群众创新创业、灵活就业，积极参加合作医
疗和养老保险，该《村规民约》实施以来，村民就业率大幅度
提高，90%以上群众都能自发到村委会缴纳合作医疗和养老
保险，合作社2021年实现销售收入407.87万元。

看孝老爱亲比家庭和睦。孝老爱亲方面提出“尊老爱
幼是传统，厚养薄葬是素养。自家娃儿要爱护，书读九年
是义务”。该评价方式实施以来，村内家庭各种矛盾纠纷不
断减少，家长对儿女学习的重视程度明显提高，就学方式
越发多样化，学生主动申请就读职业技术学校比例有所增
加，目前暂无一人因贫失学辍学。

看互帮互助比邻里和谐。邻里层面提倡“谦让行仁、
诚信为人、和睦乡里、和顺乡亲、守望相助”，在 《奖五
条》实施细则中明确“奉献爱心等致力公益者”属于奖励
范围，不参与公共事业者纳入《罚十条》处罚范围。该评

价方式实施以来，邻里矛盾纠纷急速下降，邻里矛盾纠纷
案件数为0，形成邻里和睦、互帮互助的民风，营造出文明
乡村的新风正气。

看干净整洁比环境和美。人居环境整治方面“人居环
境要提升，人人都要讲卫生。个人卫生要搞好，公共区域
要护好。”同时在《罚十条》中提出“乱堆乱倒垃圾杂物、
不缴纳卫生管理费者”纳入处罚范围。该细则得到村民群
众全力支持，商户每户每年缴纳垃圾转运费 200元，一般
农户每年缴纳垃圾转运费 100元，其他各组农户每年缴纳
垃圾转运费 60元，2022年农户主动缴纳垃圾转运费近 2万
元。同时，开展环境卫生组与组比、户与户比等方式，激
发群众内生动力，有效改善了村域人居环境。 （平乡）

平塘县：“五看五比”助推美丽乡村建设

本报讯 4月29日，为助力乡村文化振兴，落实党建“双
联双促”，庆祝省委第十三次党代会胜利闭幕，三都水族自治
县组织县老年文化志愿服务队来到凤羽街道咕噜景区，开展

“感知魅力文化，展现夕阳风采”送文化下乡活动，助力乡村
文化振兴。

老年文化志愿服务队是以退休干部和县老年大学学员为主
体、以县老年大学为平台载体发挥正能量作用的老年团体。此
次送文化下乡活动，县老年文化志愿服务队共演出器乐合奏、
舞蹈、健身操、太极组合表演、歌伴舞、旗袍秀等节目，演出
精彩纷呈，在活跃和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同时，演绎了水族群
众“自信自强，苦干快敢”新时代精神，展示了三都经济社会
发展、民族团结进步、人民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愿景，展现了
三都县老年人“夕阳无限好，晚霞别样红”的精神风貌，得到
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张玉奇）

三都水族自治县：

开展送文化下乡活动

本报讯 为增强学生法治意识，引导学生知法、懂法、守法，
营造和谐有序的青少年成长环境，4月28日，黔南州关工委到瓮
安县第五小学开展法治宣讲，500余名师生听讲。

州关工委宣讲团成员以“远离校园欺凌、强化自我保护”为
主题向学生们开展宣讲，通过讲述未成年犯罪案例、防范校园欺
凌自我保护知识、青少年犯罪后果警示等内容引导学生强化对
校园欺凌的认知和增加自我防范意识，鼓励同学们积极学法、懂
法、守法、用法、护法，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使法制教育“进校
园”“入人心”，宣讲深入浅出，生动实际，赢得了在场师生的阵阵
掌声。 （瓮关）

州关工委宣讲团
到瓮安县开展法治宣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