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平塘县选派企业特派员
到县域内重点项目（企业）开展“点对点”联
系服务工作，及时掌握企业经营情况，更好
地服务保障企业复工复产，用心用情帮助企
业纾困解难，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和政企关
系，架起政企沟通的“连心桥”。

“复工复产以来，有没有什么困难和问
题？”

“一个人一天能生产好多？”
在贵州省慕海服饰有限责任公司及平

塘县艺品民族工业产业有限公司，企业特派
员们分别向企业负责人详细了解企业的安
全管理制度、应急预案、消防等情况以及复
工复产以来企业的发展状况、当前面临的主
要困难和问题，帮助企业发展收集所需的第
一手资料，并及时向相关职能部门和县政府
反馈企业诉求，使企业的呼声都能在第一时
间上达，事务能在第一时间得到办理，困难
和问题能在第一时间着手帮助解决。

企业特派员王再飞介绍：“企业特派员
每月按时走访企业，了解受访企业的困难和
需求，及时解决，对企业出现的一些问题会
向上逐层汇报，争取政府有效措施的扶持。”

企业特派员们除了每月按时走访企业
了解企业生产状况、存在困难问题外，还及
时向企业传递惠企政策等，坚持有事多跑、

没事多问，精准协助企业稳定发展和做优做
强，切实做到有求必应，当好政企沟通的“连
心桥”。这种心贴心主动上门服务的模式，
赢得了企业的一致赞赏。

贵州省慕海服饰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刘海深有感触地说：“企业特派员每个月都
会过来为我们服务，企业遇到困难和问题，
他们会协助我们，很快就解决了，能缩短我
们办事的时间。”

平塘县艺品民族工业产业有限公司负
责人周永春对“贵人服务”也很满意。“新的
一年开始了，我们公司也复工了，企业特派
员来我们公司了解情况，我们把招工困难等
问题说给他听，他们及时帮我们解决这些问
题，我们觉得企业特派员服务真的特别好。”

据了解，企业“特派员”工作机制是平塘
县以“贵人服务”为抓手，不断优化营商环
境，通过精准选派干部担任“企业特派员”，
充分发挥他们“实践经验丰富、组织协调能
力强、工作方式灵活”等优势，特派员们扮演
着“信息员”“宣传员”和“服务员”的角色，协
助做好企业与政府有关部门的沟通联络工
作，着力解决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问题，
搭建起政府和企业沟通的纽带桥梁。

（本报平塘记者站 何明珠 林雪香）

平塘县：

企业“特派员”架起政企沟通“连心桥”

本报讯 惠水县濛江街道同心社区积
极探索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提质增效，
着重从 60岁以上老年人的基本需求出发，
努力打造“夕阳驿站”关爱老年人志愿服务
项目，为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亲
情陪护、健康服务、法律服务、文化娱乐等关
爱老年人志愿服务活动，提高老年人生活质
量。

建驿站、汇资源，打造优质服务阵地。
同心社区将“夕阳驿站”志愿服务基地与社
区群团服务中心、全民健身中心融合打造，
以社区群团服务中心为主阵地，充分利用现
有活动室、体育馆，整合健身器材、书籍等设
施设备，优化资源配置开展系列志愿服务活
动。同步在活动主阵地上墙展示志愿服务
活动剪影，强化阵地文化氛围营造，较好地
打造了老年人可谈心、可学习、可活动的一
方天地。

纳贤才、壮队伍，提高志愿服务质量。
社区根据老年人特长、兴趣爱好、需求等情
况，依托“社区+志愿者”协作模式，广纳贤
才、扩大志愿群体，构筑以办事处为主导，社
区、物业公司志愿者为基础的关爱老年人志
愿服务体系。邀请医院、老年大学等多家单
位加入服务队伍，组建5支30余人志愿服务
小分队，分别对生活服务、健康服务、法律服
务、文体艺服务和书画服务等方面开展志愿
服务活动。

集思路、勇创新，丰富驿站服务内容。
志愿服务主要围绕5大板块开展：生活服务
方面，爱心陪护小分队定期到各小区走访慰
问 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增加与老年人的
互动与交流；健康服务方面，健康行小分队
为社区老年人开展系列健康服务，入户为老
年人发放健康包、测量血压、宣传健康小知
识等，让老年人进一步了解自己的身体状
况；法律服务方面，法宣小分队不定期开展
普法知识，上门教老年人安装反诈APP、宣
传《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防范电信诈骗和养
老诈骗等，增强了老年人的法律保护意识；
在文体服务方面，文体小分队积极参加县、
街道组织的活动。2022年8月，社区组建的
老年山歌队，参加了街道举办的山歌大赛，
并取得了好成绩，充分展现了老年人的才艺
与活力；在书画服务方面，夕阳红书画小分
队发挥老年艺术家特长，在节日期间，免费
为社区居民写对联、送祝福，提升了老年人
的价值感。

同心社区将继续深入优化志愿服务活
动，打造强有力的“夕阳驿站”关爱老年人志
愿服务品牌，通过衔接一系列内容丰富、形
式多样的活动，既提高老年人生活的幸福感
和归属感，也让广大群众感受到新时代文明
实践“夕阳驿站”带来的温暖。

（张福蓉 潘泱）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龙里
县政务服务中心 2022 年度红旗
窗口和年度服务之星表彰大会上
获悉，龙里县不动产登记事务中
心获评 2022 年度“红旗窗口”。
该中心自 2016 年进驻龙里县政
务服务大厅以来，连续 7 年获此
殊荣，平均每年有 2 名同志被评
为“年度服务之星”。

据了解，龙里县不动产登记
事务中心现有女性职工14名，占
职工总数的 82%，平均年龄不到
30 岁。自 2016 年开展不动产统
一登记以来，这支队伍以奋斗姿
态激扬青春，不负华年，撑起了龙
里县不动产登记工作的半边天。
她们坚持“一张笑脸相迎，一把椅
子让座，一杯热茶暖心，一颗诚心
办事”的服务理念，以女性特有的
温柔、耐心、细致为办事群众提供
贴心的不动产登记服务。

2022 年 8 月初，了解到退伍
老兵秦某因年老行动不便不能到登记窗口
现场办理房产证的情况后，该中心主任陈燕
为其预约，开展上门服务，将《不动产权证
书》送到秦某的家中。老人紧紧握着陈燕的
手感动地说：“劳烦你们一趟一趟地来回跑，
辛苦你们啦……”

“同志，我是来办房产证的，路上堵车
了，耽误你们点时间为我办一下，可以吗？”
一名群众在下班时刻匆匆赶到登记窗口焦
急地说。“不急，我们马上为您办理。”工作人
员杨倩安慰她说。为了让群众少跑路，该中
心延时服务已成常态。

据悉，自 2016 年设立龙里县不动产登

记事务中心以来，该中心先后推出了“上门
服务”“预约服务”“延时服务”“企业专窗”等
便民利企举措，不动产登记服务质量和效率
不断提升。2022 年，该中心登记业务量位
列全州首位，这支“巾帼”队伍开展上门服务
36次、延时服务 87次、预约服务 12次，收到
企业和群众送来锦旗 12 面、感谢信 4 封，1
名同志获省总工会授予“最美劳动者”荣誉
称号。

图为企业给龙里县不动产登记事务中
心送来锦旗。

（许国美 本报记者 李涛 摄影报道）

不负芳华别样美 优质服务暖人心

龙里县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获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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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蛰，古称“启蛰”，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三个节
气，这时天气转暖，渐有春雷。动物入冬藏伏土中，不
饮不食，称为“蛰”，而“惊蛰”即打雷惊醒蛰居动物的日
子。这时中国大部分地区进入春耕季节。

惊蛰节气，气温回升。在黔南各地春暖花开，各地
农户有序进入春耕生产环节，大家有序开展春播耕地、
土地管护等农事活动，田间地头一派繁忙。

本报记者 肖伟 摄

本报讯 近日，走进都匀市绿茵湖街道斗篷
山村的清塘茶育苗基地，整齐一致的茶苗翠绿动
人，村民们正热火朝天地挑选茶苗、清理杂草、
搬运茶株；一旁的茶园中，茶农们正在松锄土
层、移放茶株、浇水覆土……茶苗移栽各项工作
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忙碌的身影背后，一排排刚
种下的茶苗在阳光的滋养下迎风摇曳，充满勃勃
生机。

“松锄、覆土的时候要注意保持茶株的间
距，把距离拉开，方便后期茶苗的管护……”斗
篷山沅江源茶叶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罗全儒说，
茶苗移栽要选择正确的移栽时间利于根系恢复，
当前气温回升，刚经历一场雨水，土壤墒情较
好，移栽正当时。

据了解，清塘原茶，是都匀毛尖三大原生茶
种之一，《贵州经济》一书曾记载：“民国时期，
都匀著名茶区是清塘、黄河、团山、碗厂、龙骨
力等处。”凭借着茶山全年“寡日照、多云雾”

的天气和高海拔的地理环境等条件优势，2021年
斗篷山村开始依山建设山地茶园，以“公司+合
作社+农户”的产业模式，促进农民增收，助力
乡村振兴。截至目前，该村已经发展优质高山生
态云雾茶 500亩，预计将在 5年内达到 1000亩茶
园规模，着力打造“千亩茶乡”。

苗好五成收，秧好一半功。优质的茶苗是好
收成的前提和保障。过去由于茶树没有种子，全
靠插枝培养，且成活率低，所以产量极其有限。
如今斗篷山村通过建设育苗基地，引进各类育苗
设备，提供技术支持，保障出苗率高茶苗质量
好，向茶农提供优质可靠的茶苗。今年育苗基地
育苗 400亩，每亩 2300株清塘茶苗，存活率达到
90％。

育苗基地不仅满足了村里茶产业发展需求，
还为村民提供就业岗位，为群众在“家门口”搭
建了就业“快车”。

“如今村里有了产业，在家门口就能务工，

能赚点钱贴补家用，也能看顾家中老小，每年还
能有分红。”茶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每年的
栽苗、管护、采茶等都需要大量人工，一年四季
都能在茶园务工的斗篷山村村民田树豪对此很是
满意。

“今年我们又扩大了 100亩的茶叶种植面积，
从 2月底就开始着手准备移栽茶苗工作，现在每
天都有 20 多人在这里务工，他们每天的务工费
100元。”罗全儒告诉记者，接下来的茶园管护工
作主要是施肥、除草、病虫害防治、防冻等方
面，确保茶叶品质更优、产量更高。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斗篷山村 500亩
茶苗移栽工作预计在3月10日全部完成，一排排
茶苗长势喜人，一片片茶叶翠绿欲滴……勾勒出
一幅人勤春光美的图景。

（本报记者 李涛）

都匀斗篷山村：

清塘茶苗移栽忙 产业发展有盼头

惊蛰至 农事忙

都匀市小围寨街道马尾村村民在地里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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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水县同心社区：

“夕阳驿站”爱心服务不打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