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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鲁开伟） 12月 17日，记者
从市住建局获悉，今年，我市保障性安居工程新
增保障性住房目标任务共计45202套，实际开
工建设45226套，超任务24套。目前，各类保
障房均开工建设，新增保障性住房基本建成任
务数为17000套，完成25969套，完成率153%，
分配任务数 12900 套，完成 20746 套，完成率
161%。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保障性安居工程，不
断强化保障性安居工程的项目管理，积极完善
项目建设各项手续，严格执行各项管理制度，加
强工程质量安全监督，规范有序推进项目建设，
统筹抓好竣工和分配任务的工作进度，保证了
工程建设进度和工程质量，确保按时完成全年
目标任务。自2007年开展保障性住房工作以

来，至目前，我市申请并纳入中央计划的保障性
安居工程共计12.98万套。

今年，国家下达我市棚户区改造计划任务
33887户，其中，中心城区26073户，其余县、区
7814户，涉及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53个，房屋
征收面积 752.98 万平方米，计划总投资327.7
亿元。截至12月初，棚户区改造项目完成改造
任务35284户，超额完成1397户。全市开工建
设安置房37304套，开工率110.08%。货币化
安置14812户，占征收户数的比例为45.37%。
目前，全市已经收购5666套商品存量房作为安
置房源，总投资15.41亿元。6个综合整治项目
2608户全部进入施工阶段，开工率100%。完
成计划总投资76.57亿元，其中中心城区完成投
资59.8亿元。

本报讯（记者 刘现虹） 12月16日，全市民贸
民品优惠政策落实推进会召开。市委常委、副市长
王玉玲，副市长罗晓红出席会议。

会议就全市122家民贸民品企业生产贷款优
惠政策落实情况进行汇报，市民宗局负责人、镇
宁自治县、关岭自治县、紫云自治县的分管负责
人分别就优惠政策落实情况进行了汇报，参会的
各民贸企业、民品企业代表就优惠政策落实中遇
到的困难进行了发言，就目前存在的困难分析了
原因，并找准问题所在，为下一步解决问题作好
安排部署。

据了解，民族贸易和民族特需商品生产贷款优
惠利率政策是党和国家对民族地区的关心和支持，
是民族政策的具体体现，是指由人民银行核定的金
融机构发放的民族贸易和民族特需商品生产企业流
动资金贷款，执行比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低2.88个
百分点的优惠政策，中央财政对民族贸易和民族特

需商品生产贷款按优惠利率政策规定的优惠利差
2.88%给予贴息。目前，我市共有镇宁、关岭、紫云三
个民贸县，有11家民品企业，111家民贸企业，从业
人员达万余人，年销售额12亿元，年利润2.7亿元,全
年流动资金贷款近8.76亿元。

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高度认识民贸民品贴
息贷款的工作，要加强统筹、搭建机制；各司其职、
加强沟通；注意标准和程序，要宽严相济、主动作
为、提高效益；要加强宣传，扫除盲区；要把优惠政
策落实情况作为今后督查督办的一项工作来抓，在
提高认识的基础上，把优惠政策落实到企业身上，
争取在全省排位上后发赶超。

来自市督查督办局、市民宗委、市财政局、市
金融办、人行安顺市中心支行负责人、市县各大
银行负责人；镇宁、关岭、紫云分管负责人及各县
民宗局负责人和相关民贸企业、民品企业负责人
参加会议。

我市积极落实民贸民品优惠政策

（上接1版）
“杨主任讲，他把我们扶上马还要送一程，可惜以后再

也得不到他的指教了。”村支书陈志远、村计生工作信息员
杨光林都是年轻人，非常感激杨通才平时的无私帮助。在
市发改委及组织部门支持下，村支两委的正气、威望又树
立起来，党员发展到54名，抓组织、抓规划、抓基础、抓教
育、抓发展，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全村人均纯收入从
两年前的3100元增至目前的4500元。

“只要为群众，坐牢也不怕”

寒风中，山坡上纤细的包谷秆随风摇摆。它们长在七
八十度的陡坡上，少光缺肥，艰难生长，结不出多少果实。

大岩村绝大多数村民家至今未建厕所。如非亲自经
历，恐怕难以相信。这不是揭丑，更不是简单武断村民不
讲卫生、生活习惯不好。

上天对大岩太过吝啬。这里山高谷深，难有一块平整
成形的土地。“头上顶一块，脚下踩一块，右手刨一块，左手
还扒着一块”，耕地如此碎小陡峭，村民们说种庄稼就像猴
子一样在山上爬。粪桶无处放，想施肥都难。不建厕所不
积肥，久而久之成习惯。

座座大山遮来挡去，村中难有一块向阳地，庄稼采光
不足，积温不够，外面包谷都在采收了，村里包谷叶子还是
青的，产量不高。冬季有三分之二的天气雨雾蒙蒙，种荞
麦，收成也不好。

杨通才太想改变家乡贫穷落后面貌了，只要上面来了
惠民好政策好项目，他都要竭力去抓住。

杨通才虽然走了，但他为群众付出的心血，村民们永
远记得。

1998年，电力部门准备接通大坪、岩脚、打哇、百花等
一条线路上的村子的供电，每个村民须交50元的集资款，
但有些农户确实拿不出钱。杨通才非常担心失去机会，赶
紧自己个人借款1万元垫进去，凑足交到电力部门。

妻子周纳英后来知道借款一事，吓呆了。那时的1万
元对她家好似天文数字，如果有人不缴或者赖账，他家哪
能还起，打起官司来咋个办？周纳英越想越害怕，第一次
责怪数落丈夫。

杨通才感到妻子不理解自己，性子一急：“我讨口要饭
也会把钱还上。只要为群众，坐牢也不怕！”

话说到这个份上，妻子再也不敢过问。
此后几年，杨通才的精力用于通电工程，指挥抬电杆，

参与抬电杆，帮着安电杆，天天在工地。进村没公路，抬一
根电杆到山上指定位置，8个人要抬4天。挑抬下力，杨通
才总是走在前列干在前头。经过1000多天的奋战，到
2002年，大坪终于告别煤油灯。

“别人有事诸葛亮，自己有事猪一样”，这是杨通才的
口头禅，也是他热心助人的一个原因。在他看来，当局者
迷，旁观者清，别人遇急事，自己要上前。

“哪怕二三十个人在一起，只要杨主任在场，你只听到
他一个人的声音，从早到晚声音还不涩。”王彬佩服杨主任
的热心，“哪家修建房屋他都上前，下基脚、立房柱、打圈
梁，他都会去指点，他经验足，建议总是得到采纳，大家都

喜欢他到场。”
供电线路经过大坪往前延伸到岩脚、打哇、百花等村，

与杨通才本无关系，他也去“指手画脚”，如何选线路，抬电
杆时如何保安全，不厌其烦地交待。群众理解他的好意，
开玩笑说他“脚伸得太长”。

政府补助钢钎炸药，村民投工投劳，修建通村公路。
2003年，大坪又有了难得的机遇。杨通才动员村民再接再
厉，修建进村公路。腊月二十三开工，新年正月初六，杨通
才与村民们在雪地里施工。一边悬崖，一边陡坡，虽然只
算毛路，能通摩托，已是了不起的变化。

市发改委争取项目资金帮助大岩村硬化村组道路26
公里。为保工程质量，杨通才巧妙地安排“卧底”。他主动
向施工方推荐用工，被推荐人员肩负“特殊使命”。

“我们两人负责划破水泥包装袋，再向搅拌机里倾
倒。七公专门交待，每次必须倒够4包水泥，我们都照他说
的做。”村民向银翠现正在三岔湾组道路硬化点打工，“只
要施工，七公几乎每天都要到混凝土搅拌场，那点离他家
有十三四里路，他真是负责，天天跑。”

杨通才去了搅拌场，还要去浇筑现场。村民田井伦参
与浇筑支模，杨通才对他有交待：“路面能放宽就尽量放
宽，不需要你‘节约’。”杨通才细心如此。

“杨主任考虑事情全面，抓住机遇，基础设施建设‘海
陆空’并进，忙起来，我们年轻人有时都跟不上他的步
伐。”驻村干部王皞感叹。

“海”，修打冲沟水库；“陆”，道路改造硬化；“空”，接通
手机信号。

大岩村19个组，只有10个组通微弱移动通信信号，对
外联系极不方便。杨通才又积极操办此事。今年9月，县
移动公司技术人员进村考察基站选择址，是杨通才陪着翻
山越岭四处查勘。

相关部门正在努力，这些项目都将实施。杨通才定会
安息。

“做人做事凭良心，再穷再苦都不能起坏心”

杨光美是杨通才的大儿子，21年前结婚成家时，家里
的土地本来就不够种，增加一个人，种来更不够吃，逼着外
出谋生。

“临走前的晚上，老父亲对我们讲的话我还记得清清楚
楚。他说，做人做事要凭良心，再穷再苦都不能起坏心，走到
哪点都要靠自己双手挣饭吃。我牢记他的话，我们两口子到
册亨、望谟和广西帮人家种包谷，前几年来回都是靠走路，往
往走上几天几夜。天黑了，就睡草堆堆、岩洞脚，饿了就吃自
带的干粮，没有偷掰过人家一个包谷偷挖过人家一个红薯，
没给老人家丢脸。”杨光美讲到这点很自豪。

1997年，政府动员大坪村民生态移民到达帮乡，村民
不愿意。杨通才首先想到要让杨光海带头。“养儿防老”

“故土难离”……真正要搬迁了，杨家好似生离死别，其情
凄恻。

父亲挥泪告别大儿子一家。
“我记得是1997年腊月初九到的达帮，走时天寒地

冻。刚开始两年确实不习惯，多次想搬回来。”杨光美介

绍，“父亲预防我们搬回来，在老屋基旁边为我们准备一架
瓦房，但我们熬过来了，留在达帮。瓦房没完工，木板墙壁
没安装，十多年了，木板还堆放得好好的。”想到这些，杨光
美泣不成声。

杨光美夫妻吃苦耐劳，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增加收
入，看到致富的希望，非常感谢父亲平时的教育和当年
的决定。

杨通才忙，会忙到不顾子女婚事。
“临到要出门去三合村给小儿子杨光海提亲，他却不

在家，成天守着安电杆。我五次请人带信要他回来，就是
不见人影子。我跑到工地叫他，也没用。家头的事好像就
不是他的事。”周纳英说起10多年前的往事。

杨光海想送两个娃娃到县城读书，希望母亲能到县城
去照料，没想到一开口，父亲就同意了。

为了培养后代，杨通才两老两地分居。杨通才在大岩
招呼另外两个孙子。

平时杨通才与孙子杨波和外孙女何兴艳生活在一起，
再忙也不忘教育孩子做人。

车辆沿着市发改委去年帮助硬化的通村公路，经伍关
村到大岩，只要路上遇到读书孩子，他们都会停步，侧身面
向汽车，举右手敬礼。这样的画面一幕幕闪过车窗，一次
次让人感动。

杨波和何兴艳说，老人家和学校老师一样教育他们要
知道感恩，车上的人都是来帮助他们的，要敬礼感谢。朴
素的为人道理深深植根孩子们纯洁的心田。

有一次杨通海到岩脚组办事，途中有人主动邀请他搭
坐摩托，没想到发生事故，他的脚被撞伤，破皮感染，后来
去输液，大家才晓得。有人提出找开摩托者赔偿，被杨通
才马上制止。他说，人家是好心让你坐，怎能反过来怪人
家，做人要讲良心。

2014年底，大岩村实施退耕还林项目，杨通才跑遍了
村中每一个地块，如果哪家丈量不实，会被他立即喝止。

杨通才家陈设不多，外人看去当中最好的算一个五头
柜，上过红漆，有多个小抽屉。但杨通才最看重的“宝物”
却是一个不起眼的“五槽柜”，平时紧锁。五槽柜是当地妇
女出嫁时的陪嫁物，呈方形，板材厚实，用力才能揭开。10
日下午，家属开锁清点柜中遗物，紫云县委组织部的同志
恰好在场，上前翻阅，全是杨通才担任村干部以来的笔记
本、账本、会议记录等，一捆一捆，全用绳索拴好。

今年开春时，王彬需要搞清2006年全村公益林建设
情况，找到杨通才，揭开五槽柜，翻出记录，清清楚楚。这
个柜子俨然成了杨通才的工作百宝箱。

一本本，一页页，一行行，白底黑字，留得住，过得硬，
经得查。

群众说，杨通才经手的事情处理的账目“数得出眼眼、
指得出点点”。

小书包装着村中事

“他这人一辈子劳累，外头遍坡的事都管，自家的事你
们看下就晓得了。”周纳英指着老房子坎下的水泥房子说，

“四年半了还没修好，他也没有享受过一天。说来又不宽，

一层有两间，总共才两层，他不愿意借钱背账。”
但是，对群众的事，他却件件挂心上。
周纳英收捡丈夫的遗物，对破旧的三个双肩包和几件

对襟衣特别细心，她深知丈夫和它们的感情。
“儿女们给他买的衣服他没有好好穿过，他说荷包又

斜又浅，装本子容易搞落，就自己缝衣服，两边荷包是直
的，比着笔记本大小做。”都说量体裁衣，杨通才却是“量本
子裁衣”。

管事越来越多，荷包已不够用，杨通才就照着学生背
的双肩包自己缝制。穿着从不讲究的杨通才突然背个时
髦的双肩包，刚开始时，大家看着还不习惯，村民戏笑他

“返老还童”成了小学生，也称他是“书包主任”。
多年来，不管是到县城开会，还是到农户家开展工作，

人不离包，包不离人，一瓶水，一个笔记本，一支笔，成了包
里的标配，记录了村中大大小小的“杂事”。

自制背包并不贵，杨通才却视为宝物。
杨通才文化程度不高，但工作方法却不少。堂屋两边

板壁，他用黑漆涂成黑板，写着村情数据，有时记不清，抬
头一看就明了。工整的粉笔字仍然清晰可见。

双肩包用坏一个又换一个，不换的是杨通才对工作的
热情与赤诚。

他曾把村中大凡小事装进背包里，如今他被村民永远
地装在心里。

短评

基层干部的楷模
□王瑜

青丝变成白发，在村官职位上奉献人生一半的年华。
为让年轻同志得到锻炼，他主动退职；当群众需要时，他又
重披战袍。他总是先人后己热心为民，在脱贫攻坚战场
上，不遗余力，不计得失。群众的事就是他的事，他心中永
远装着群众，群众也永远铭记住他。杨通才是基层干部的
楷模。

杨通才文化程度不高，但谋划全村发展站得高想得
远。退耕还林“树木”，重视教育“树人”，调整结构增收，改
善基础设施便民，增添发展后劲富民，他琢磨深入。上面
千条线，下面一颗针，基层工作千头万绪，杨通才事必躬亲
抓细抓实。尽管身处偏僻闭塞的麻山深处，但他胸襟开
阔，能把上级精神富民政策及时让群众入脑入心，凝聚力
量共拔穷根，用坚守和担当，诠释了一名基层村干部的分
量。他将身心扑在促发展、惠民生的第一线，直至生命最
后一刻。

党的工作重心在基层，执政基础在基层，活力源泉在
基层。基层干部与老百姓接触最密，他们的工作直接影
响到基层群众的生产生活，他们的言行举止直接关系到
党员干部在群众中的形象。杨通才在平凡的工作岗位
上，用毕生心血谱写了一首务实、勤政、廉洁的赞歌，展示
出共产党人执政为民的不懈追求，为基层党员干部树立
起一个标杆。

本报讯（记者 段斌） 12月 17
日，受曾永涛市长和赵贡桥常务副
市长委托，市政府秘书长李柚主持
召开座谈会，就我市2016年《政府
工作报告》和《“十三五”规划纲要》
征求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各民
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无党派人士
意见和建议。

座谈会上，与会人员围绕《报告》
和《纲要》开展充分讨论，踊跃发言、
各抒己见，会场气氛热烈。大家一致
认为，《报告》和《纲要》对我市“十二
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总
结回顾实事求是、客观全面，对存在
的问题坦诚面对、剖析深刻，对“十三
五”时期发展的形势研判科学，提出
的工作目标、工作要求，以及安排部
署，全面贯彻了党的十八届五中全
会、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会和市委三届
八次全会精神，符合安顺发展实际，
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鼓舞
人心、催人奋进。大家围绕市委、市
政府工作大局，认真讨论，并提出了
进一步修改完善报告的意见和建议，
对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生态环境
保护、强化城市管理、加快教育、医
疗、文化发展等工作积极建言献策。

听取发言后，李柚要求《报告》和
《纲要》起草组要将征求到的意见建
议认真梳理、归纳、吸收，准确把握、
认真推敲，将《报告》和《纲要》进一步
修改好、完善好。

全市落实监督执纪
“四种形态”座谈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覃震） 12月17日，市纪委组织召开全市
落实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座谈会。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斯
洪东出席会议并讲话。

座谈中，市纪委监察局领导班子成员和各县区纪委书
记、市纪委派出各纪工委书记、市纪委相关部（室）负责人围
绕落实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和明年的工作打算进行了研讨
发言。

斯洪东指出，在下步工作中，要以监督执纪“四种形
态”为标准，突出问题导向，重点解决思想认识不到位、“两
个责任”落实不到位等问题，以学习宣传贯彻新修订的《中
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为
契机，把落实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责任和压力传导下
去；进一步修订完善“两个责任”清单，完善责任体系；加大

“一案双查”和典型案例点名道姓通报曝光力度，倒逼责任
落实；坚持抓早抓小、动辄则咎，推动约谈机制常态化，建
立完善问题线索定期分析研判制度；围绕脱贫攻坚，在监
督上选准题，深入开展重点巡查和专项监察，做到精准监
督；积极探索推行“权力大数据”，运用科技手段强化权力
制约和监督；继续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提升履职
能力；主动创新工作机制，搭建落实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的平台抓手；扎实抓好明年一季度的各项工作，为明年工
作开好头、起好步奠定坚实基础。

开发区天赐宝金刺梨加工建设项目占地110亩，总投资1.8
亿元，一期投资1亿元，二期投资8000万元。目前一期建成厂房
1.8万平方米、5条生产线，已上线投产刺梨汁、刺梨露、刺梨干、
刺梨芒果汁、刺梨果酒、刺梨乳等金刺梨系列产品。图为12月
16日,工人们在生产车间查看生产情况。 □记者 卢维 摄

今年保障性住房建设
目标任务超额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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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安排部署
卫生计生工作

本报讯（记者 刘现虹） 12月15日，我市2016年度卫
生计生工作第一次调度会召开。会议传达全省中医药工作
推进大会和全省卫生计生委主任座谈会精神，听取各县区汇
报发言，对2016年度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副市长罗晓红出
席会议并发言。

会议从八个方面总结了“十二五”期间取得的成绩，提出
“十三五”期间我市拟新建、扩建的1000余个项目，项目投资
近78亿元。拟用两年时间，提高完成全部乡镇卫生院的标
准化建设，夯实医疗服务基层网底。大力推进关岭、紫云中
医院建设，推动市级公共卫生中心建设项目落地，加强对镇
宁、关岭、紫云等县人民医院创建二甲的督导。

2016年是我市卫生计生工作“提速发展年”，罗晓红指
出，全市卫计干部要认真学习文件，领会精神，深化改革；要
主动作为，借助外力，夯实基础；要尊重人才，引进人才，服务
人才；要认真负责，加强管理，提升服务；要突出问题，对症下
药，转变作风；要精准把握，加强协作，扎实推进各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