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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匀市归兰水族乡奉合村村民在晾晒稻谷（无人机
照片）

本报讯 当前，省内外多地相继发生新冠肺炎疫情，面
对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福泉市企业特派员格外忙碌，在查
看企业防控机制是否健全、员工排查是否精准全面的同时，
积极动员全市“两新”组织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以担当彰显初
心、以行动践行使命、用行动温暖人心。

为切实抓好疫情防控工作，在企业特派员的指导下，邮
政福泉分公司、福泉顺丰、圆通、京东 4家快递公司严格落
实中央和省、州、市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统一部署，主动与
市商务局联系，迅速组建疫情防控物资配送队伍，明确各快
递企业负责区域。邮政福泉分公司开通绿色通道，优先保
障全市抗疫医药品第一时间配送。截至目前，共优先配送
抗疫医药品750余件。

“现在贵州疫情形势严峻，黔南部分县（市）正遭受疫情

影响，在州委、州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抗疫工作正在有力、有
序开展。我们坚信，全州抗疫工作必将取得全面胜利。”贵
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说道。

为支持贵阳、黔南的抗疫工作，川恒化工通过福泉红十
字会捐赠价值 3.2万元的物资送往贵阳抗疫一线和福泉各
值守卡点，并向黔南州捐赠 50万元用于防疫之需。同时，
积极配合支持做好福泉疫情防控工作，为高质量建设千亿
级化工产业园区，助力强富美新福泉贡献一份力量。

“全力保障福泉群众生活物资的充足供应，是我们超市
在特殊时间该有的担当，富万家超市党支部将率领全体员
工全力以赴，稳价保供。”福泉市富万家超市党支部书记，总
经理李峰说。

为稳定福泉市民工作生活秩序，福泉富万家超市党支

部书记李峰、企业特派员游国华及超市党员同志冲锋在前，
第一时间从长沙、昆明两地紧急调进蔬菜、大米、水果等20
余吨，保障群众生活物资的充足供应，做到稳定“菜篮子”、
充足“米袋子”、丰富“果盘子”，让群众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金山街道党工委联合片区企业特派员，组织福泉富万
家超市党支部慰问福泉东站卡点疫情防控值守人员，为防
疫人员免费送去矿泉水、方便面等物资，为全市疫情防控工
作贡献“新”力量。

面对省内复杂的疫情形势，福泉市义工联合会党支部
及时组织招募80余名志愿者，结合志愿者居住地需求分配
到各社区，参与社区开展入户排查、卡点值守、宣传引导等
防疫工作。 （本报记者 罗阳）

福泉市

“两新”组织以行动践行使命温暖人心

本报讯 自本轮疫情发生以来，贵定县昌明镇党委、政
府高度重视，坚持以“三围”举措战疫情，做到闻令而动，遵
令而行，党政领导干部靠前指挥，党员干部群众全面动员，
快速响应，科学防治，高效协同，狠抓落实，以实际行动有
力推动各项工作开展，切实筑牢防疫安全屏障。

“围”绕党的领导，强化政治责任意识。该镇第一时间
成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疫情现场处置领导
小组，强化主动担当意识，迅速进入战斗状态。镇党委先
后组织召开 9次疫情防控工作专题会，组建“一办八组”积
极开展现场处置，及时下发重点工作任务提示 17次，压紧
压实防疫责任，做好物资保障、消毒消杀等各项重点工作，
做到全员战疫。根据县疫情防控指挥部下发的工作指令，
以“镇级指令-村级核实”“村级摸排-镇级汇总”的形式，精

准掌握各治理网格内群众基本情况，及时落实各项防控政
策要求，做到工作全程闭环。

“围”在群众身旁，保护人民生命安全。该镇通过核检
前人员精准排查，核检中秩序有效维护，核检后核检样本
和医疗废弃物有序转运，积极稳妥做好 1轮重点区域核酸
检测和 4轮全员核酸检测。同时，做好重点人员核酸检测
上门服务工作，所有“二对一”重点管控人员应采尽采。成
立镇、村两级消杀工作队，具体负责疫情防控消杀工作，明
确消杀范围，严格对辖区风险人员居家隔离场所、临时核
酸采样点、交通卡点、农贸市场、商超、药店、医院、镇村两
级办公场所消杀情况实行日报告。统筹用好广播、微信
群、流动小喇叭等平台载体，在全镇 27个村（社区）持续播

放全员核酸检测、全域静态管理、疫情防控知识、区域解封
政策等疫情防控政策，提高群众自我防疫意识和能力，做
到全民防疫。

“围”住关卡防线，筑牢防疫安全屏障。运用“一中心
一张网十联户”基层网格治理体系，挂村领导担任各村（社
区）疫情防控小组组长，174名驻村干部、241名“两委”干部
为成员，225个党小组、245名网格员和 1249名联户长为补
充。同时，抽调镇里干部、公安干警和医务力量充实各防
控卡口，形成全方位、无死角的防控体系。镇纪委分成 11
个监督小组，采取明察暗访、实地走访、查看台账等方式，
对镇辖区内27个村（社区）各核酸采集点核酸检测情况、疫
情防控卡点值班值守情况、落实“二对一”管控工作情况、
落实集中隔离点工作情况等开展监督检查，强化工作责任
落实。在此次疫情防控工作，除了一线的工作人员外，更
有 260余名同志主动申请参与到疫情防控工作中来，不少
网格员和联户长就地转为志愿者，带领群众积极开展核酸
检测、排查登记、体温监测、秩序维护、防疫知识宣传等相
关工作，志愿服务深入群众，筑牢了防疫安全屏障。

(冉富 本报记者 罗阳)

贵定县昌明镇

“三围”筑牢疫情防控安全屏障

9月16日，都匀市归兰水族乡奉合村榔木寨村民在
晾晒稻谷。

金秋时节,都匀市归兰水族乡奉合村榔木寨的村民
抢抓晴好天气，在房前屋后晾晒的玉米、红辣椒、稻谷
等农作物，五彩缤纷，晾晒的农作物与当地传统干栏式
民居相映成趣，村寨里处处呈现出一幅幅丰收晒秋图。

本报记者 肖伟 摄

榔木水乡秋晒美

本报讯 为让困难计生特殊家庭感受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
暖，近日，惠水县卫生健康局、县计生协会慰问组对该县10户困
难计生特殊家庭开展走访慰问。

每到一户，慰问组都详细了解慰问对象的身体健康状况、生
产生活情况、生活自理等情况，并嘱咐镇（街道）、村计生协干部
要定期联系走访这类家庭，及时了解掌握联系对象的身体健康
状态、精神状态和生活状况等，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有重大
困难及时反馈县计生协会。

此次慰问，由州计生协会提供慰问物资，县、镇（街道）计生
协根据计生特殊家庭情况，明确联系走访慰问对象，由各县卫生
健康局和县、镇（街道）、村计生协干部和志愿者组成慰问组，逐
一开展走访慰问，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计生特殊家庭中，进一
步提升了计生特殊家庭的幸福指数。

图为走访慰问计生特殊家庭。
（陈洪丽 吴紫花 摄影报道）

惠水县

开展计生特殊家庭走访慰问活动

在龙里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有这样一名受人尊敬
的干部，他轻言细语，总是让诉求者倍感温暖，如沐春风；他
任劳任怨，总是让不幸受伤的职工心悦，如大山般可靠；他深
钻业务，总是影响和感染着身边的同志……他就是游贵，一
个人们赞誉为大山之子的工伤“撑伞人”。

今年 35岁的游贵，于 2016年进入龙里县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工作，先后在劳动监察大队、局办公室等多个岗位
锻炼。2020 年 6 月，调整至社会保险科。从事人社工作以
来，游贵同志致力于用自己的学识、专长和真情，为老百姓解
决了一件件实事，留下了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2020年 8月，游贵同志在接待一位身上绑着绷带，50余
岁的宴姓大哥来访时，看到其坐立不稳，一脸焦虑，便赶紧搬
来凳子，搀其坐到自己身边了解其受伤原因及诉求。经过

“闲谈”，得知宴大哥是龙里一项目工地的临时工，一日，独自
在工地二楼砌筑时不慎从楼梯摔下，伤及胸部。但比受伤更
让宴大哥发愁的事情是家中大儿女在外地就读大学、小儿子
在当地就读高中，等着开学交学费。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提交工伤认定申请应当提供
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特殊的是，上班仅几天，一无劳动关
系凭证，二无工作受伤凭证，更没有在场工友证明受伤事实，
要申请工伤认定，对宴大哥来说确实不利。想到茫然无助的
宴大哥，游贵同志暗下决心要帮助其拿到医药费和应得的赔
偿金，不能让他身心俱伤，更不能让宴大哥感到办事难。

于是，游贵同志及时主动联系了宴大哥所在的项目工
地，从情、理、法方面与之协调沟通，希望用工方给予宴大哥
一定的医药费和相应的赔偿。却因用工主体模糊，受伤证据
不足，协调工作遇到种种困难，项目工地各方不断推诿。鉴
于情况特殊复杂，游贵决定自己来跑。他与同事们不厌其烦

地往返于工地，反复地“骚扰”用工项目。最终，经过10多次
的反复沟通调解，宴大哥终于拿到了 5.5万元的医疗费和相
应的赔偿金，让子女的学费有了着落。

宴大哥出院后，特地来到社会保险科当面感谢，连连称
赞游贵真是好干部，为老百姓办事就像办自己的事一样认
真。看到宴大哥的高兴劲，游贵深感欣慰的同时，暗自督促
自己，身为社会保险科干部，一定要提高主动服务意识，不能
再让各种复杂的申请材料难倒受伤职工及家属。

游贵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今年4月，游贵同志接到吴阿姨儿子前来诉求某环保公

司未支付所欠医疗费问题。原来，吴阿姨是做街道保洁的工
人，今年 1月份清扫道路时不幸被车辆撞伤送入医院治疗，
由于事情牵扯到第三责任人、保险公司及环保公司等，引发
多方相互推诿情况，以致吴阿姨在医院住院治疗期间所欠
1.8万元医疗费无人支付。

游贵看到吴阿姨儿子手中《住院欠费通知单》时，心想，
若走工伤认定程序需要一个过程，那么目前其诉求就得不到
解决。他及时联系环保公司了解情况，但公司坚持认为吴阿
姨入职时已经达 56 周岁，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双方签订了

《劳务合同》建立了劳务关系非劳动关系，不应当属于工伤，
且事故第三方全责，应由第三方承担医疗费用，若要环保公
司支付医疗费，需走法律程序解决；同时也了解到，保险公司
称已按投保条约预付了相应的医疗费，超过部分后期以理赔
规定范围为准。

这让初次协调陷入僵局，尽管后来经多部门协调，吴阿
姨的住院费用仍迟迟得不到合理解决，各方各持己见，虽然
各方意见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但这不符合法治精神及以人为
本的理念。

在此情况下，游贵及同事依法高效地结合案情特殊实际
情况，用现行法律法规说服环保公司。鉴于吴阿姨处于康复
住院情况，建议其积极先行办理出院，同时要求环保公司配
合走工伤认定程序，才让纠纷得以快速化解。最终，吴阿姨
受伤情形依法认定属于工伤，进行劳动能力伤残鉴定后将获
得相应赔偿。

今年9月，吴阿姨家属为表达对游贵和社会保险科干部
认真履职和尽心服务的感谢，特意送去了镌刻着“忠于职守，
为民服务”的锦旗，这面锦旗再次坚定了游贵为民服务的决
心……

据不完全统计，到社会保险科工作的两年多时间，游贵
同志服务办事群众咨询工伤认定300余人次，参与办理常规
业务认定工伤案件630余起，撰写重大疑难工伤案件合议讨
论汇报材料 15件。另处理 12333、12345及信访转办工伤纠
纷案件 120余起，其中对 35名伤者依法认定了工伤，并进行
了劳动能力鉴定，为85名伤者协调到598.2万元的受伤赔偿
金。让这 120名伤者减轻诉累，快速拿到应有的赔偿，同时
也减少了行政资源及司法资源的占用，降低了行政复议、行
政诉讼率的发生。

工作中，游贵不断深入学习工伤保险业务知识，学习政
策文件及大量工伤案例，积极参与科室组织的每周一次的工
伤案例讨论，每月进行的合议案件讨论等，在总结工作经验
的同时，将自己锤炼成工作标兵，业务精兵。2020年，在省、
州组织开展的人社系统业务知识练兵比武竞赛中，游贵同志
与同事组队参与的龙里代表队分别荣获全州一等奖，全省二
等奖；2021年，在龙里县建党100周年党务知识竞赛中，个人
荣获优秀奖，单位荣获优秀组织奖；同年，个人工作上获年度
目标考核优秀。

荣誉面前，游贵再接再厉，与同事们一起创新探索出了
“三办理+两优先”促纠纷案件“快认快处”的工作举措，进一
步减轻受伤群众诉累。以“优先救人”方法促使用人单位或
项目班组为31名受伤职工预付医疗护理费28万余元；以“优
先保薪”方法为12名工伤职工拿到了13万元误工费。

“三办理+两优先”搭建了伞的骨架，为伤者“疗伤”带来
的欣慰感，就这样赋予了游贵为民撑起工伤保护伞的力量，
促其努力探索，不断前行。

当 好 群 众 的 “ 撑 伞 人 ”
岳院卉 吴紫花

本报讯 9月，正是烤烟采摘烘烤的黄金季节，走进罗甸县
沫阳镇董架片区、平岩片区的各个烤烘烤点，烘烤机器不断发出
嗡嗡的烘烤声，现场一片繁忙景象。

罗甸供电局沫阳供电所党员突击队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和供电企业的独特优势，扎实助推烤烟产业助力乡村振
兴，重点对供电辖区烤烟产业的发展，电力等方面给予帮扶，支
持当地产业发展，履行社会责任，得到当地政府和烟农的肯定和
赞许。

今年以来，沫阳镇将董架社区、平岩社区作为烤烟种植聚集
地，将烤烟产业作为当地助力乡村振兴的主要经济作物，烤烟产
业已成为当地的主要经济来源。

据介绍，烘烤烟叶对电能的需求较大，烤烟风机起到调节烤
烟房内外温度和湿度的作用，对电能的质量要求较高，对烤出的
烟叶质量至关重要。

沫阳片区将烤烟产业作为助力乡村振兴的支柱性产业，从
原来的小作坊，不断发展壮大，进一步夯实烟叶发展，如今已在
平岩架力、干水井、董架林山、四团山、油尖等地修建烤烟烘烤用
房20余栋120余间，用于烟叶烘烤。伴随着产业的不断扩大，现
在两个社区的烟农发展烤烟种植1800余亩，原有的低压已不能
满足烤烟房风机用电需求。

沫阳供电所想烟农所想、急烟农所急，积极向上级争取资
源，为烤烟采收烘烤提前做好了电力供应准备，解决了烟叶烘烤
专用配电变压器1台100千伏安，10伏线路延伸400米，低压400
伏线路延伸工作，以确保烤烟房充足可靠电力供应，助力烟农烤
出黄金叶，卖出好价钱。

（任廷辉 吴紫花）

罗甸供电局

保障烤烟用电 助农增收致富

本报讯 近日，都匀市司法局组织市内 15家律师事务所
及基层法律服务所为包保联系单位沙包堡街道办事处文德村举
行募捐，现场共计募捐善款5万元，全部用于支持文德村开展
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示范点建设。

募捐现场，各律所纷纷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用实际行动
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互帮互助的传统美德，除了募捐外，还为
在场的干部群众宣传民法典等法律知识，增强干部群众学法用
法意识，切实用民法精神引导生产生活，维护切身利益。

近年来，都匀市司法局积极统筹社会法治建设力量，充分发
挥律师行业带动作用，引导律师行业发挥专业优势、践行社会责
任、推动基层治理，积极投身到乡村振兴建设中来，为乡村振兴
赋能。同时，加强对律所的管理，在都匀市 21家律所派驻党建
指导员，让律师行业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凝聚力、号召力得到
显著提升，使全市律师行业的党建功能全面提速。通过党建促
所建、所建促业务，广大律师充分发挥职能优势，为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法律服务保障，律师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和服务基层群众
的能动性也大大增强，让律师行业更好的参与到都匀市中心工
作中来，为推动全市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司法力量。

图为捐赠活动现场。
（都司法 摄影报道）

都匀市司法局

组织律师献爱心
助力乡村振兴示范点建设

齐 心 协 力 共 抗 疫 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