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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市委三届八次全会精神学习贯彻市委三届八次全会精神

本报讯（记者 李晓康） 12月
17日上午，市委书记周建琨主持召
开专题会议，研究我市财税金融扶
贫保障工作。市委副书记胡吉宏，
市领导赵贡桥、熊元参加会议。

在听取市直有关部门和各金
融部门工作情况汇报后，周建琨指
出，大力开展财税金融扶贫对于激
发贫困地区内生发展动力，加快贫
困群众走上可持续的脱贫致富道
路,助推全市打赢脱贫攻坚战有着
重大意义。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
加强学习，掌握政策，把财政资金
和金融资金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
挥金融资金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
形成集中攻坚的强大合力。

周建琨强调，要围绕省委、省
政府“大扶贫”战略行动决策部署，
紧盯省委“1+10”配套文件精神，高
起点、高标准抓好“十三五”财税金
融规划编制工作，要加大项目前期
工作，加强与上级部门汇报衔接力
度，争取更多资金聚焦到我市贫困
乡、贫困村、贫困户。要对标政策，
主动作为，加强金融扶贫指导，加
快项目资金申报，推动脱贫攻坚项
目尽早落地。要进一步加大“十三
五”时期财政资金投入力度，确保
各项扶贫资金只能增加、不能减
少。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
千斤”的杠杆作用，积极探索PPP等
融资模式，创新金融产品，搭建投
融资平台，撬动资金利用最大化，
加快推动贫困地区群众脱贫致富。

胡吉宏、赵贡桥、熊元对抓好
工作落实提出了具体要求。

上午到新坝村搅拌站监督水泥砂石
是否合规搭配，又折返到大岩村三岔湾
筑路现场指导支模；下午到坪头组农户
家收取合作医疗款。天黑回家，晚上八
点左右坐在火塘边吃夜饭，突发脑溢血，
倒地呕吐，人事不醒。

12月6日，61岁的紫云自治县大营
乡大岩村委会主任杨通才生命的最后一
天这样度过。

倒地时，身旁小桌上还放着合医收
据本、笔记本、圆珠笔。饭后，他将按多
年习惯，把当天的工作照常“日清月结”。

带着深深的眷恋，他告别了热爱着
的全体村民。

“把移动基站建好，把到三岔湾的道
路硬化好，我今年的任务就完成了，明年
再接着干水库的事。”头天，他与村支书
陈志远盘点今年工作时还这样说。

声如洪钟，头发花白，身材矮壮，身
着对襟服，背个双肩包，脚穿解放鞋，朴
实无华。这位热心老人整天忙碌的身
影，村民们再也见不到了。

得知噩耗，村民们连夜赶到杨通才
家中，为老主任摆设灵堂，通宵守灵。

市委书记周建琨获悉杨通才不幸去
世，沉痛提笔：“得知杨通才同志突然离
世，心中十分难受。杨通才同志给我留
下很深印象，对村里群众的事非常上心，
认真负责，特别是陪我查勘水库修建点，
往事历历在目。我们要向杨通才同志学
习，心中永远装着群众。”

“不管你是啥干部，如果不为群众办
事，就不要当”。

不待浓雾散开，霏霏小雨淅淅沥沥
又接着下个不停，崇山峻岭中的大岩村
增添了几分悲伤。

12月10日下午，市发改委、紫云县
委组织部的同志赶来追悼杨通才。

“杨主任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工
作坚持到生命最后一刻。”大岩村“第一
书记”、市发改委主任冯朝生非常敬重杨
通才。

“实在、实干，热心、正派。爱琢磨
事儿，事事都为村民着想。拉电、修路，
修学校、建基站，样样走在前面……”接
触仅两年多，冯朝生对杨通才早已赞不
绝口。

大岩村闭塞偏远贫穷，2013年并村
时由大坪村和岩脚村合并而成。杨通才
一直生活在原来的大坪村。在改变家乡
落后面貌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的驱使
下，1985年，31岁身强力壮的杨通才报
名竞选村干部，当选村委会副主任。
1992年，他当选村支书，这一干，又是14
年。2006年，他退职，提出应多锻炼培养
年轻同志。2013年，市发改委挂村帮扶
大岩村，换届选举，经群众一致推选，他
又出任村委会主任。

原市发改委驻村干部普昆对杨通才
突然去世感到悲伤：“回想自己住村期
间，每当工作组在村里遇到棘手的困难，
他都去帮助解决，哪儿发生矛盾，他都会
出面去帮助调解。村头路边随处可看到
老主任的身影，满头花发，说话嗓门大，
时常背着个双肩包，走起路来快步如
飞。他常对我说，村民们信任我，我要再
好好干几年，争取抓住发改委帮扶的好
机会，把全村人领上致富路！至今想起，
让人难忘。”

杨通才年近花甲再次担任村主任，
村民说他干劲不减当年。

“杨主任爱琢磨事，他琢磨的事都

是村里民生大事。上面政策、文件精
神，他们村支两委都能及时组织村民
传达学习，帮扶工作好开展。我们提
出退耕还林‘树木’、扶贫扶智‘树人’，
杨主任非常赞成。因为长期以来，他
就在积极推动这些工作。”冯朝生说杨
通才有远见。

杨通才帮着村民算账，一棵杉树一
年增值5毛钱，一家人种一万棵，一年就
净增5000元，“种树就是存银行”，经他
一说，村民都乐意。市发改委计划帮助
村民成规模打造万亩经济木群产业，目
前已投入资金608万元，种下核桃966
亩、金桂523亩、杉树2200亩。

杨通才仅读过小学三年级，但他深
知知识的重要。大岩村办公楼是原来的
姜家湾教学点，两层楼，4间教室，是杨通
才任支书时争取来的。当时没地建校，
由他带领村民平整乱坟堆，村建基础，政
府建房。该教学点后来并入大坪小学，
他赶紧请来代课老师开设学前班，收留
村中学龄前留守儿童。大坪小学各项设
施现在基本完善，姜家湾学前班才随之
搬入。

今年62岁的张维美是杨通才过去在
班子里的老搭档，忆起杨通才的“热心
肠”：“开展‘两基攻坚’，有村民不参加扫
盲，他会把人家的锅揭走。”

“有的扫盲对象近乎哀求：‘七公，我
看字眼睛都有点花了，就算了吧。’”大营
乡驻大岩村干部王彬绘声绘色介绍当时
场景，“参加扫盲是为你好，算什么算？
不行！”杨通才说一不二，扫盲时他陪坐
在旁，没人敢不来。"

杨通才在弟兄中排行占七，德高望
重，大家都尊称他七公。村民对七公又

爱又怕。
市委书记周建琨2014年5月深入紫

云自治县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蹲点调研，入住大岩村，与村民促膝谈
心。杨通才汇报村情如数家珍，陪着周
建琨书记一路考察，他代表村民表达了
修建水库解决人畜饮水困难、扩大灌溉
面积的强烈愿望。一行人对这位激情饱
满的花发老人肃然起敬。

在王彬眼里，杨通才走路像小跑，说
话像打雷，穿着不讲究，办事很麻利，只
要为村民，不怕得罪人。

“今年11月26日，村里开计生工作
会，有上级的一名领导来指导，但这位同
志先前答应给村民办理的事情久拖未
决，杨主任一听就忍不住了，当众就批
评，‘国家干部村干部，不管你是啥干部，
如果不为群众办事，就不要当！’”杨主任
发言真是“声震瓦屋”，王彬说他的话语
至今仍萦绕耳际。

建设打冲沟水库前期勘测第一笔经
费到位后，杨通才的心情更急迫了。

“我今年 3月到大岩驻村帮扶，一
下车，杨主任就问我打冲沟水库建设
计划如何，这一问，当场就把我搞懵
了。好在旁边熟悉情况的同志帮我解
围。”市发改委驻村干部王皞说，“一到
大岩，我就领教了杨主任说话办事单
刀直入的风格，他让我警醒帮扶工作
必须认真。”

（下转2版）省委督导组到安
督导整改落实“回头看”
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本报讯（记者 李晓康） 12月16日至17日，以省司法厅
原厅长、党委书记、省政协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原主任张国新
为组长的省委督导组到安督导我市开展整改落实“回头看”
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工作情况。市委书记周建琨出席会
议并作汇报。

在16日的汇报会上，周建琨说，安顺市委高度重视整改
落实工作，坚持从严从实、压实整改责任，坚持上下联动、形
成整改合力，坚持严督实导、确保整改实效；把专项整治作为
深化作风建设的着力点，持续深入开展“1+10”专项整治、党
风廉政建设集中专项整治、侵害群众利益专项整治等，取得
明显成效。始终坚持从严从实推进“三严三实”专题教育，通
过抓牢以上率下、强化主体责任，抓实理论武装、打牢思想根
基，抓深学习研讨、树牢规矩意识，抓牢靶心方向、推动改革
发展，专题教育取得阶段性成效。

省委督导组在个别访谈、听取汇报后，先后深入到普定
县和西秀区的服务窗口、基层单位了解情况，广泛听取群众
的意见和建议。

17日，省委督导组向市四大班子反馈了督导工作情况，
充分肯定我市教育实践活动整改落实“回头看”和“三严三
实”专题教育取得的成绩，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周
建琨表示，我市将紧紧盯住“两方案一计划一清单”再整改再
提高；紧紧盯住重点抓整治，持续深入推进基层干部不作为、
乱作为等损害群众利益的专项整治，把民生实事办好办实；
紧紧盯住不严不实问题抓整改，建立台账，实行销号管理，推
动问题逐个解决。

本报讯（记者 吴学思 实习生 潘
梦琳） 12月15日，市委讲师团成员、
市委常委、副市长王玉玲到普定县马官
镇宣讲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省委十一
届六次全会和市委三届八次全会精神。

宣讲从国家“十二五”发展取得
的辉煌成就和取得的重大成果、“十
三五”面临的形势进行宣讲。重点
讲解创新发展破解发展动力问题、
协调发展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
色发展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问题
等“五大发展理念”；从居民年收入

增加、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就业率大
幅提升等方面，解析全省“十三五”
发展的奋斗目标。

报告会指出，乡（镇）党员干部要
结合地方发展实际，深刻把握“十三
五”时期不变的基本省情、双重任务、
发展态势，围绕守底线、走新路、奔小
康总要求，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发展理念，发展好农特产品、
旅游、服务、健康养老、物流等乡村产
业，大大增加农民收入，确保乡（镇）
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又讯（记者 周大义) 12月16日，
市委宣讲团成员、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余大霖到关岭自
治县顶云街道办事处宣讲党的十八届
五中全会、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会和市委
三届八次全会精神。

宣讲会上，余大霖全面解读中
央、省、市会议精神，围绕“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深
刻阐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
指导思想和战略部署。宣讲会不仅
对全会精神进行了宏观解读，还结合

关岭及顶云产业发展、扶贫开发等工
作，结合顶云街道办的区位优势进行
了深刻剖析。

报告会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开启了改革发展的新征程，站在了改革
发展的新起点，顺应了改革发展的新要
求，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各级干部要深
刻把握全会的指导意义，切实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把全会确定
的各项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落到实处，
为全面开展“十三五”工作打下扎实的
基础。

他心中永远装着群众
——追记紫云大营乡大岩村村委会主任杨通才

□本报记者 王瑜 陈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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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宣讲团到 开展宣讲普 定
关 岭

12月17日，经过中国铁建二十局5
年零2个月的艰苦奋战，全长13.187公
里的沪昆高铁全线最后一座隧道——
岗乌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是沪昆高
铁贵州境内最长的隧道。它的贯通标
志着我国在特殊不良地质条件下地下
工程科研与施工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为
沪昆高铁 2016 年全线通车奠定了基
础。图为建设者们在隧道贯通后合影
留念。

据了解，岗乌隧道位于贵州省关岭
自治县境内，是中国铁路总公司一级高
风险隧道，存在暗河、溶洞、突泥、突水、
瓦斯、塌方、高地应力岩爆及大变形等
安全风险。地质条件之复杂、施工难度
之大，为国内高铁建设所罕见。

□据新华社

沪昆高铁最后一座隧道沪昆高铁最后一座隧道———岗乌隧道贯通—岗乌隧道贯通

“驾考生”们看过来！

驾照考试全面改革
(第五版）

贵州每年将投入
1000万元资金发展现代种业

(第六版）

3个高空瞭望塔 43个违停探球

11月份高空摄像头
城区抓违停近万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