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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实习记者 段永梅） 日前，有不少市民
向本报反映，一到放学时间，中小学生在公交车上就

“炸开了锅”，有嬉戏打闹的、吃零食的、玩手机的，还
有在车上荡秋千的，就像游乐场一样，这无疑给学生
自身及他人增加了安全隐患，希望学生家长和学校能
加强安全教育，教导学生文明乘车。

5月5日，记者在学校放学时间点，从安顺城区小
十字乘坐17路公交车一探究竟。刚上车就看见十几
个小学生一拥而上，车子启动后，有的学生没有抓住
扶手，而是把红领巾拴在扶手杆上，抓住红领巾来回
摆动；有的学生不抓住任何东西，站在车身中间聊起
天来，完全不顾自己是否安全；还有一个小学生，双手

搭在双脚上直接蹲在车里。
车上的市民马先生告诉记者：“我上下班时，经常

看见小学生在公交车里打闹，他们三五一群，一上公
交车就嘻嘻哈哈，即便车里拥挤，他们也不拉扶手，身
体随着车子晃动，简直太危险了。”

对于孩子在公交车上打闹的现象，该17路公交车
孙师傅表示很无奈。他告诉记者，公交车里不遵守乘
车秩序的主要是小学生，他们会在车里拉扯打闹，有的
甚至将头和手伸出窗外，由于车上乘客较多，他作为司
机很担忧每一个乘客的安全，尤其对于那些在车上不
拉扶杆的、荡秋千的小学生，特别希望学校和家长加强
对这些孩子的教育，让他们树立乘车安全意识。

小学生公交车上嬉闹令人忧
驾驶员希望加强安全教育

打 翁 村打 翁 村
勤取“致富经”

本报讯（记者 王玉环） 4月30日，黄果树白水镇打翁
村的15名村民代表到西秀区钰霖种植专业合作社针对丹参
等经济作物套种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参观学习。

据悉，打翁村地处白水镇山地现代高效农业园区的核心
区内，地形主要以山坡为主，平均海拔621米，是黄果树森林
覆盖率最高的行政村，年均气温21度，无霜期长达351天，受
地形条件限制及气候优势的影响，在近年来的农业产业结构
调整中，该村主要以发展椪柑、五月大冰（冰脆李）等经果林
种植为主要产业，但种植的椪柑和五月大冰要产生效益至少
需要三至五年，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土地的利用效率，降低了
村民的收益。

为了解决村里经果林产业发展遭遇的“瓶颈”，其同步小
康帮扶单位市林业局特别组织了此次参观学习，旨在助推打
翁村的产业结构调整，改进种植模式。

经过现场参观学习和听取情况介绍，打翁村村民代表们
都表示开阔了眼界、学习了知识。

本报讯（记者 胡倩茜）“太实用了！你看，有了
这个软件，哪里不会点哪里，而且还全面，不用时时刻
刻麻烦老师傅了。”5月5日，在普定县国税局征收管
理科，新来的同事小张和小袁兴高采烈地谈论着一项
新事物——征管规范“一点通”。

为使《全国税收征管规范（1.0版）》（以下简称《规
范》）于5月1日顺利运行，普定县国税局根据《规范》
和日常使用的Microsoft Excel独立研发设计了一
款简单明了的查询软件——规范征管“一点通”。通
过该软件，税务干部可根据需要相关涉税事项在“办
理规范”、“事项模糊查询”中输入关键字查询到集文
字、图表、警醒提示、附件为一体的税收业务相关办理

流程。
“如果说纳税服务规范一键通让纳税服务实现了

锦上添花，那么‘征管规范一点通’更为《全国税收征
管规范（1.0版）》在基层的落实添砖加瓦。”安顺市国
家税务局征收管理科科长罗文江说。

据悉，“征管规范一点通”软件全面立体地优化
《规范》的学习与落实，税务干部不仅能查询办理流
程，还能通过“征管规范一点通”进入“税收法律法
规查询”模块，学习最新税收法律法规。在使用该
软件后，平均查询时间提升了91%，极大地省去了
办税人员常规查询的时间，方便了办税人员，提高
了征管效率。

“一点通”助力《全国税收征管规范》顺利运行

安顺职院：
“五四”青年节唱响青春

本报讯（记者 吴学思） 5月4日，安顺职业技术学
院举办纪念“五四运动”96周年“道德校园·智慧学子”
梦想季校园合唱比赛。同时对该校先进集体和个人进
行表彰。

据了解，近年来该院通过在学生中深入开展丰富多
彩的德育实践活动，充分发挥班集体的凝聚力和优秀个
人的先锋模范作用，推动了优良校风、学风、班风的建设
和发展。同时在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推动学
院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涌现出一大批成绩突出的学生
先进集体和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学生优秀个人。

当天下午，伴随着悠扬的进行曲，该院30个“先进
班级”等先进集体和个人接受现场表彰。

随后，合唱比赛拉开帷幕。各系派出6支代表队，
以洪亮或高亢或欢悦的歌声唱响青年的激情与青春的
风采。

本报讯（薛江林） 4月28日，香港永记集团董事
长梁子永一行到开发区幺铺镇羊场农业示范园、万亩
农业科技示范园与阿郎河园区进行考察。

考察团一行通过听取介绍、实地查看、现场咨询
等方式，详细了解羊场农业示范园、万亩农业科技示
范园与阿郎河园区的生态农业、绿色农业、观光农业
的发展状况。

据了解，幺铺羊场农业示范园总耕地面积5200
亩，机耕道、河流、沟渠贯穿整个种植园，农业生产以
发展优质粮油经济作物为主。万亩农业科技示范园

占地1万余亩，目前主要以种植蔬菜、油菜、水稻、经
果林等作物为主。阿郎河园区总面积达3800亩，目
前已完成680米观光走廊、3个风景桥、860平方米吊
脚楼与1公里的机耕道建设。

梁子永说，当前香港永记集团已在农业领域取得
了一定成效，此次赴安顺考察，希望从农业领域入手，
把香港永记集团的高科技农业、环保农业、园林农业、
观赏农业带到安顺。开发区有关领导表示，将加大与
永记集团的对接和联系，科学谋划好几个农业项目，
更好地推进开发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香港永记集团与开发区共谋农业项目建设

四 大 寨 乡四 大 寨 乡
“青春健康”进校园

本报讯（吴宽） 为进一步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普
及青春期健康知识，近日，紫云自治县四大寨乡计生办、乡团
委组织开展“青春健康”进校园活动，将计生知识、青春期健
康知识带进校园。

此次活动采取集中授课、宣传海报展览等形式。课堂
上，乡计生办负责人生动的讲解使学生们积极参与到讨论
里，并重点讨论了计生两户加分政策、法定结婚年龄等知识，
现场气氛十分活跃。通过活动的开展，把计生知识、青春期
健康知识带进校园，让正处于青春期的广大学子学到了必要
的生理知识，及时纠正了部分学生青春期存在的问题。

据悉，近期该乡计生办共到村、到校开展计生宣传活动
10余次，为农户、学生发放了计划生育政策、预防艾滋病知识
的宣传手册2000余份。

马 官 镇马 官 镇

着力打造“一线穿珠 园园相连”
本报讯（石鹏） 近日，笔者在普定县马官镇屯院村看到，

栽种在山坡和平地上的各种果树及经济林作物长势喜人，绿
树林荫，村民们在山坡上除草、捉虫，干劲正足。

近年来，马官镇着力打造生态农业示范区，通过采用大
户主导，政府规划、服务的方式，打造了一批新型农业主体，
经果林种植在部分村内现已颇具规模。

据了解，按照规划，马官镇将培育多个具有面积千亩以
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成一个以马官镇辖区内主干道为
主线，一线穿珠、园园相连的集群发展格局。

大 营 乡大 营 乡
为200余群众义诊

本报讯（大营） 近日，紫云自治县大营乡利用赶集天，开
展了以“为了孩子明天健康幸福，优生检查是您最好选择”为
主题的优生健康检查宣传活动，并邀请乡卫生院妇科医生为
群众现场义诊，深受周边群众的欢迎。现场设有计生咨询平
台，内容包括计生政策、孕前优生检查内容、避孕节育知识
等。据悉，此次义诊活动旨在将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工作
这项惠民工程落到实处，提高广大育龄群众生育健康水平，以
期实现有效的出生缺陷预防体系，进一步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本次活动吸引了200多名群众前来参加。

补 郎 乡补 郎 乡
巩固“四风”整治成果

本报讯（杨林） 为进一步巩固“四风”整治成果，防止工
作中庸、懒、散、慢等歪风反弹。近日，普定县补郎乡按照纪
律作风的相关文件要求，落实三举措，切实加强整顿日常工
作纪律和工作作风。

抓好常态化考勤与不定时督查。该乡党员干部一律实行
上下班签到签离制度，各站股负责人认真记录本站股工作人
员的上下班情况。上班期间，乡纪委对全体干部职工的工作
纪律采取不定时督查,做到源头上发现、整治，防患于未然。

严格执行请假与严惩制度。该乡干部职工因公外出、因
病休假等特殊情况不能按时考勤的，要求事先书面请假，经
主管领导批准，请假条上交乡纪委办公室，作为销假凭证，未
经批准不正常上班的，一律按旷工处理。乡纪委负责一月一
次统计全乡干部职工的签到签离情况，并张贴公示未签人员
名单，名单上出现一次未签处以100元惩罚，出现多次累加
惩罚。

实行考勤情况与年度考核挂钩制。为使干部职工绷紧
工作纪律这根弦，该乡实行考勤情况与年度考核挂钩制，将
考勤结果纳入工作人员年度目标考核范围。

本周气温悬殊较大
周四前后有强降雨

本报讯（记者 胡倩茜） 5月3日，记者从市气象台获
悉，“五一”小长假过后，本周前期气温有所下降，周四前后我
市有一次较强的降水过程，其余以阴天间多云为主，广大市
民要注意关注天气变化，莫要贪凉导致生病。本周气温悬殊
较大，最高气温：26℃至28℃，最低气温：14℃至17℃。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周一（5月4日），阴天为主；周二
（5月5日）阴天，夜间有分散阵雨；周三（5月6日），阴天间多
云；周四到周五（5月7日至8日），阴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
地大到暴雨；周六至周日（5月9日至10日），阴天间多云。

据介绍，近期我市降雨增多，土壤墒情有所好转，气象干
旱得到缓解，有利于春耕春播；7日前后有一次较强的降水过
程，请广大市民积极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适时预报预警，注
意防范雷电灾害。

本报讯（记者 胡倩茜） 5月3日，记者从安顺学院
获悉，为大力培养特色手工产业人才，弘扬民族文化，

“贵州省妇女特色手工产业锦绣计划培训班”在安顺学
院开班。

据了解，本次培训班是贵州省锦绣计划的一部分，
得到贵州省妇联的大力支持。安顺学院以此平台为契
机，积极拓宽校企合作思路，探索产、学、研相结合的人
才培训培养模式，为传承和创新黔中地区民族民间手工
艺术积累了经验。

本期培训班共有在册学员65名，有来自各个手工
行业的佼佼者，也有来自安顺学院艺术设计学专业的手
工学员。学员们纷纷表示，他们将珍惜机会好好学习，
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起来，提高动手能力。

省妇女特色手工培训班
在我市开班

日前，安顺广播电视大学组织全校教职工
开展“关爱环卫工人·当一天环卫工人”志愿者
服务活动。活动当天，电大全体教职工手持打
扫卫生的各种工具，认真打扫责任区，深刻体
会着环卫工人的艰辛。

□伍婷 摄

我市启动
乡镇公务员培训工作
本报讯（木易子） 5月4日，平坝区乡镇公务员培

训在该区区委党校开班，标志着我市乡镇公务员培训工
作正式启动，其余县区将陆续按计划开展乡镇公务员培
训工作。

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办公厅《关于加强乡镇干部队
伍建设的实施意见》和全省公务员管理工作会议精神，
我市对乡镇公务员培训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按照培
训计划，2015年至2017年将对全市85个乡镇的1491
名非领导班子成员公务员轮训一遍。市级每年将举办1
期公务员骨干示范培训班，县区也将自行组织培训。

培训结合乡镇工作实际，突出基层工作特点，围绕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5个100工程”、小城镇建设、乡
村规划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和农村文化建设等内容，采
取脱产集中授课、视频教学、专题研讨、案例教学、参观
考察等方式进行，每期培训时间不少于10天。参加培
训的情况将作为乡镇公务员年度考核、任职、定级和晋
升职务的重要依据之一。

为确保国家重点工程——沪昆客专贵州西段按期开通，参加该重点工程施工的中铁
十四局集团公司沪昆客专贵州工程指挥部第二项目部近千名建设者，夜以继日奋战在施
工一线。图为五一小长假期间，测量人员对已经打好的道床板的每一根轨枕进行认真细
致的精调。 □王福生 摄

本报讯（木易子） 为推进我市城乡养老保险
“一体化”改革，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进一步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城
乡居民基本生活。今年以来，市人社局在广泛调研
的基础上，结合《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贵州省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黔府发
〔2014〕20号）文件精神，起草了《关于贯彻落实城
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有关政策的通知（征求意见
稿）》，经广泛征求市直相关部门和各县（区）人社部
门意见并进行修改完善后上报市政府同意，于4月
份以市政府安府办发电正式发布实施。

据悉，实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整合，不仅要坚

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全覆盖、保基本、有弹性、可
持续的原则，实行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相结
合，筹资标准、待遇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权利与义务相对应。还要坚持养老保险待遇和个人缴
费相挂钩，基础养老金与个人账户相结合，鼓励积极参
保、长缴多得、多缴多得。同时要做好参保人员死亡待
遇保障工作，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
死亡的，于死亡次月起停止发放养老金。符合殡葬改
革政策（非火化区除外）的，发放一次性丧葬补助费
500元。

另外，全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由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统筹负责，其他有关部门及县区在

各自职责范围或行政区域内负责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相关工作。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乡(镇、街道)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和社区服务中心、村（居）民委员
会具体承办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事务。

据介绍，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的整合，不仅解决
了原新农保和城居保制度分别建立运行造成的城乡居
民社保制度的不一致、缴费标准的不一致、管理资源分
散的矛盾，还使城乡居民共享统一的制度标准，共用统
一的基本公共服务平台，有利于在更高层面上实现城
乡统筹、制度平等和分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从而推动
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促进我市城
乡融合，加快城镇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我市实现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政策整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