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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近
期，长顺县纪委监委在日常监督上下功夫，“照方抓药”开出
一月一清单，将监督任务细化分解，让监督聚焦“靶心”，做实
做细监督工作，提升监督工作质效。

“大家手上拿到的表册是我们本月的监督清单，有些是
专项监督、有些是常态化监督，各室（组）要对照清单，逐条逐
项开展监督检查，对发现的问题要建立台账，推进监督工作
落实，确保监督取得实效。”长顺县纪委监委每月监督任务安
排部署工作会上相关负责人说道。

为推进监督规范化、精准化、常态化，长顺县纪委监委立
足政治监督定位，根据省、州、县相关工作要求，对日常监督、
专项监督、巡察整改监督等重点工作进行梳理分类，以“一月

一清单”的形式给各派驻纪检监察组、纪检监察室等进行派
单，厘清监督思路、明晰工作职责，按“处方”抓药 ，防止出现
监督缺位、监督错位。

“这是我们单位开展安全生产的相关资料，我们制定了
安全生产的制度和方案，年初召开安全生产工作部署会，开
展安全生产检查工作，并定期召开调度会对安全生产工作进
行调度……”被监督单位相关负责人对照监督清单查阅资料
时说道。

根据“清单”明确的任务和重点，长顺县纪委监委组织开
展疫情防控、安全生产、新国发 2号文件学习贯彻落实情况
等监督检查工作，‘清单’为派驻纪检监察组指明了方向，便
于派驻纪检监察组针对性地开展监督工作。

同时，通过对每月下发的监督任务清单完成情况加强管
理，对各项监督任务规定完成时限，各派驻纪检监察组、纪检
监察室按月将监督检查情况通过“1+3”台账方式进行梳理上
报党风政风监督室，同时，党风政风监督室对发现的问题建
立汇总台账进行闭环管理，确保做好整改“后半篇”文章。

据了解，长顺县纪委监委2022年以来，制定监督任务清
单56项，共派出监督检查组73个354人次，累计监督检查单
位（卡点）363 个，发现问题 19 个并已反馈督促整改。通过

“照方抓药”开清单，让监督聚焦“靶心”，不仅让日常监督可
视化，更增强了监督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使上下一盘棋，
同向发力、精准发力，监督实效不断提升。

（董尧尧 本报长顺记者站 陈丽）

长顺县纪委监委

“照方抓药”开清单 “聚焦靶心”提质效 本报讯 近日，黔南州质量发展领导小组 2022年第一次会
议暨全州质量发展工作视频会议在都匀召开，总结2021年度全
州质量发展工作开展情况，审议2021年度黔南州县（市）政府质
量工作考核结果、黔南州深入开展质量提升加快推进质量强州
建设2022年重点工作任务，确定2022年黔南州州级质量发展项
目。

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州政府关于
质量强州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紧扣“五个新黔南”要求，以政府
为主导，突出工作重点，落实工作任务,全面深入推进质量强州
建设。要不断提升产品、工程、服务和生态环境质量，严格落实
企业主体和部门监管责任，在推进政府质量考核上下功夫，坚决
守住质量安全底线，以质量提升带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
展。

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上下一心、齐抓共管、共同发力，建
立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形成推进质量强州建设的强大合力；要
切实把质量强州建设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对质量提升和质
量考核工作早计划、早安排、早部署，精心组织实施，推进工作落
实；要进一步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联合、企业主责、社
会参与”的质量共治格局，对工作任务进行分解落实，确保各项
工作按计划、按要求高效有序推进；要大力宣传质量强州和品牌
培育建设成果成效，切实增强全民质量意识和品牌意识，努力营
造全社会抓质量、重品牌的良好氛围。 （赵妍吴紫花）

我州召开专题会议明确州级质量发展项目

本报讯 近日，都匀市税务局结合税收宣传月“税收优
惠促发展、惠企利民向未来”主题，利用公交车线路长、覆盖
面广、流动性强的特点，到都匀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开展税收
宣传。

活动中，税务人员向司机和乘客讲解税收知识，发放组
合式减税降费知识手册，为纳税人解答涉税问题，将纳税服
务理念贯彻到城市的每一处。随后，将宣传资料放置在公
交车中，让税收宣传“坐上车”“动起来”，得到在场群众的一
致好评。

“以前坐车就只是玩手机，现在还可以顺便了解到个人
所得税等和自己生活相关的知识，这一路过来，我觉得很有
收获。”市民张女士表示，税务部门的服务越来越贴心了，让
我们碎片化的时间得到了利用，感谢国家的好政策。

下一步，都匀市税务局将继续紧扣纳税人、缴费人需
求，开展精准税收宣传、贴心纳税服务，积极汇总整理意见
建议，将各项税费政策落到实处。

图为税务人员宣传相关政策。
（文竣纬 摄影报道）

本报讯 4月 27日，黔南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与贵州梅子留香民族工艺品有限公司举行校企合作签约
仪式。

合作的达成，双方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艺术
创作、人才培养、实习实训、科学研究等方面开展合作。旨
在大力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推广与
传承；强化校园文化建设，凸显办学特色，提高大学生文化
自信；搭建染艺技术有效平台，培养更多更优秀的染艺技
艺人才。 （鲍伟 吴紫花 摄影报道）

本报讯 日前，贵定县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及未检部门在
履职中，发现该县辖区内存在不具有营运资质车辆接送寄宿
学生现象，并存在严重超载行为，随即向相关部门发出诉前检
察建议。

“ 五一”劳动节暨“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为保障学生出
行安全，推动诉前检察建议有效落实，4月 29日，贵定县人民
检察院联合公安、交通等部门开展节前学生出行安全专项检
查。

检查组先后到贵定中学、贵定四中对接送学生车辆进行
检查，通过检查面包车车辆载人情况、询问司机接人目的，学

生出行情况等方式进行检查。现场向司机及学生进行普法，
积极引导司机、学生树立交通安全及法律意识。同时与学校
负责学生安全相关负责人进行沟通，了解车辆接送学生方式、
校车情况，及时掌握学生出行是否存在隐患，对发现相关问
题，现场提出整改建议。

本次专项检查，进一步加大针对不具有营运资质及超载
接送学生行为的查处力度，切实保障学生出行安全，纵深推进
检察机关诉前检察建议取得实质性效果。今后，贵定县检察
院将持续配合相关部门在学生出行安全领域整改工作，护航
学生安全出行。 （潘祥以 吴紫花）

贵定县多部门联合开展学生出行安全专项检查

走进福泉市金山街道坪山村，暮春初雨下的村庄在阳光
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祥和，往日的贫困村换上了“新装”，一条
条道路平坦如砥，一排排新居错落有致，一片片产业星罗棋
布，宛如一幅“缤纷画卷”。

如何让陋室变“新居”、土地生“金银”、荒山换“青颜”坪
山村几位“平凡的人”，用“不平凡的事”作了解答。

“守村人”变“致富人”
坪山村老燕山组蹇光林，2007年因劳作时操作机器不当

导致失去了双腿，妻子罗英便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可挫折
磨难没有击垮他，在假肢的支撑下，蹇光林又重新站了起来，
并萌生出了一个想法——养殖。

说干就干，他用仅有的积蓄买了两头猪，但由于缺乏专
业技术和管理经验，猪不仅长势不好还死了一个，想到之前
的治疗费都是贷款的，蹇光林彻夜辗转难眠。

在这惆怅之际，党和政府送来了“及时雨”，实施社会救
助的同时为蹇光林培训养殖技术。在了解到猪仔市场行情
后，蹇光林重振旗鼓，开始饲养母猪。村里组织开展土鸡养
殖技术培训，并免费发放鸡苗，蹇光林瞅到商机，领取了 100
只鸡苗，走上了多渠道致富之路。

“我在心里给自己算了一笔账，每年卖100只鸡，平均每
只可以卖 100 元钱，加上我饲养的猪，每年也有 3 万块的进
账。”蹇光林心中小算盘打得忒响。2020年底生猪价格持续
上涨，蹇光林如愿以偿，实现净收入3.1万元。

“驻村干部”变“故乡亲人”
2018 年 3 月，金山街道党员干部熊慧主动请缨驻坪山

村，到基层一线同群众“战在一起”。
为了帮助村民过上好日子，熊慧每天穿行在田间地头，

了解村民生活生产需求，明晰农业种养殖情况，结合每户实
际，制定专项脱贫计划，桩桩件件都装进了她厚实的笔记本。

新庄组清退了5户不符合精准扶贫条件的贫困户，困于
补助减少、技能缺失、没有工作，5个家庭基本生活保障成了
问题。熊慧深知“贫穷不是错，但要精神穷了，就是补助再多
也富不了”。于是她无论白天还是黑夜，烈日还是暴雨，一趟
接一趟上门做思想工作，在她的劝导、号召、鼓励下，几个家
庭纷纷加入养殖队伍，从政府补助到自给自足，从贫困户到

“土专家”，日子过得越发红火。
可富几人怎是她的目标，全组村民富起来才是她的念

想。在她的带动下，组上 23 户贫困家庭种植上了板栗、烤

烟、太子参，实现人均收入增长3000元。
“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

“铁脚杆”“没灶台”“房前屋后脏乱差”是坪山村以往真
实写照。2019年岳亚军主动向组织请命，担任坪山村党组织
书记，承诺在三年内改变坪山村贫穷落后面貌。

“不畏困难、全力以赴，绝无任何借口，保证带领群众走
出一条脱贫致富路”。立下“军令状”后，岳亚军开始了新的
奔波。崎岖的山路上，黝黑皮肤搭配大头皮鞋，跑遍了坪山
村“咔咔角角”。

结合坪山村耕地资源丰富、剩余劳动力丰富、道路交通
便利的优势，岳亚军拟定了一份“计划书”，从队伍建设到产
业发展，从文明创建到环境整治……仅一年时间，道路硬化
了，危房整治了，全村辣椒种植从百亩不到猛增到 1800 余
亩，太子参、板栗等特色产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大”

“从大到强”的转变。
饭后闲逛之余，岳亚军凝视着远处的荒坡，嘴里念叨着

“坪山村这么多空地，要是全部利用起来，集体经济岂不是如
虎添翼”。想到就干，于是他流转土地2300余亩用于种植烤
烟，利用废弃渣土场创建30余亩猕猴桃种植基地，使得村民
人均收入从曾经的5000元涨到7241元。

随后，岳亚军又把着力点转到乡风文明建设上，通过制
定村规民约，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帮助村民改变落后陈旧
的思想观念，极大地改变了村风民风。

拓展致富路 坪山不再“贫”
罗涛涛 本报记者 罗阳

本报讯 近年来，福泉市陆坪镇洞铁村紧紧围绕福泉市“1+
2+N”主导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目标，按照“稳发展、谋新业、推调
整、促增收”的思路，通过支部引领推动、争取项目扶持推动、盘
活资源撬动发展等举措，主动作为，有效助力农业春耕生产。

强化宣传促生产。遵循产业因地制宜的原则，以辣椒、烤
烟、中药材（太子参）为三大长效产业，以网格为单位，村支两委
和驻村工作队通过入户、召开群众会、院坝会等形式，宣传2022
年的奖补政策、地力补贴、小额信贷等相关政策，帮群众算好经
济账，群众从“要我种”变成“我要种”，按时完成种植任务。

强化帮扶促春耕。针对部分农户缺少劳动力的实际情况，
充分发挥村级太子参种植大户作用，在全村成立务农专业队和
巾帼务农专业队，有效整合在家闲散劳动力，发挥村里的“十联
户”作用，积极引导农户发扬团结互助精神，相互帮工解决劳动
力短缺问题。针对农业化肥等成本高的问题，驻村工作队第一
书记从帮扶单位州应急管理局拉来乡村振兴帮扶肥料（磷酸二
胺肥）10 吨，帮助 106 户产业发展基础薄弱的农户发展辣椒产
业。

强化衔接促产销。深化产业发展“四双”模式（双公司+双
订单+双支部+双保险），与贵州满天红、宽农公司等辣椒销售贸
易企业达成合作，开出辣椒种植订单，采摘时期，在村里设置收
购点，以保底收购价为限，随市价收购，降低农户运输成本，以产
定销。通过“统一种子、统一标准、统一销售”的模式，将户户都
能种植的“小辣椒”发展成为家家持续稳定增收的“大产业”，预
计2022年每户种植辣椒平均增收6000元。

据悉，2022年洞铁村发展辣椒 1500亩、烤烟 800亩、太子参
500亩，并建有一个 500亩集中连片的辣椒-烤烟轮作种植示范
基地，利用好现有的 6个农民专业合作社，解决 300多个劳动力
在家门口稳定就业，带动群众每人每年就业增收3000元。

（梁慧萍 本报记者 罗阳 摄影报道）

福泉市洞铁村

“三强化”助力春耕备耕

本报讯 近日，走进龙里县龙山
镇余下村桃花山组，龙里河沿岸的
沥青路面已经铺好，当地群众或在
路边施工美化河岸，或扛着锄头在
田间劳作。

“修通沥青路之后，我们寨上的
人出行更方便了，以前我们进出都
要从蔡家院这边走，有些地方窄、弯
道多，不好错车。”正在砌堡坎的周
显荣说。

龙里河旅游产业带建设在方便
群众出行、提升村寨“颜值”的同时
也给当地群众带来了就业机会。移
栽树木花草、挖土、砌堡坎、和水泥、
清理施工留下来的垃圾等工作都需
要大量的劳动力，项目施工除技术
人员外，大部分劳动力来自于龙山
镇。

“我去年在这里工作一直到现
在。以前是在外省打工，因为疫情
影响，没有出去，在这里上起班也很
好，每天都能回家。”朵山组群众罗
信琼说，她主要是在河道两边栽绿
化树木和花草，每天有 150 元的收
入。天气好的时候，龙里河水环境
治理项目余下段每天都有二三十人

在施工，主要是余下村朵山、蔡家院、桃花山的群众。
据悉，为进一步促进群众就业，扩宽增收渠道，龙山镇

镇干部、网格员、联户长结合大走访、进村入户等时机，积极
宣传镇内在建项目、农家乐、企业用工情况，优先吸纳当地
群众就近就业。

此外，龙山镇还将企业用工情况表发在镇、村QQ群、
微信群，龙山镇“薪满艺足”志愿服务队还利用赶场天发放
企业招聘信息宣传单，真正将就业“信息资源”送到群众家
门口。 （刘深林）

龙
里
县
龙
山
镇

多
举
措
促
进
群
众
就
业
增
收

本报讯 今年“五一”期间，广大市民和游客来到都匀杉木
湖景区游玩，发现湖底裸露，游船搁浅一旁，为此疑惑不解，于是
致电本报，希望通过媒体了解放水真相，让杉木湖景区早日重现
湖光山色的美丽景象。

5月6日，记者来到杉木湖环湖一圈，看见湖岸边水位下沉，
最为明显的是在景观长廊处，大面积湖底裸露，使杉木湖美景黯
然失色。湖的四周未见施工动态和施工迹象。记者巧遇正在巡
湖的州水务局工作人员，他们告诉记者杉木湖放水的原因。

杉木湖水库自2016年蓄水投运至今已有6年，这期间，水务
局实时监测观测水库的运行情况。今年 3月，工作人员在巡检
过程中发现水库闸门止水异常，需降低水位进行修复作业。为
进一步确保水库安全运行，期间又对闸门启闭机设备进行全面
维护检修，并对湖岸景观实施治理。

现今，杉木湖蓄水水位已升至正常水位的四分之三，根据测
算，杉木湖水库集雨面积内，如遇两场 60mm以上的降雨，水库
蓄水将恢复至正常水位。

图为杉木湖景观现状。
（本报记者 曾宪华 摄影报道）

都匀杉木湖放水维修治理
水库蓄水不日将恢复至正常水位

黔南幼专

校企合作助推“非遗”项目发展

都匀市

税费优惠政策“乘上”公交车

务农专业队在太子参种植大户务工务农专业队在太子参种植大户务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