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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8 日下午，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直属二大队的民警们走进安顺市第八小
学，为该校的100名同学上了一堂以“安全
出行”为主题的音乐课。

课堂上，民警一改以往说教式的教学

方法，现场与同学们一起学唱了交通安全
歌曲《红绿灯》，让大家在学唱歌的同时也
学会了日常出行需要具备的交通安全知
识，课堂氛围轻松愉快。

□记者 康馨月 摄

第六章 救助供养程序
第十二条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程序包含申请程序、审核程序、审批
程序和终止程序。

（一）申请。申请特困人员救助
供养，由本人向户籍或居住证所在
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
出书面申请，按规定提交相关材料，
书面说明劳动能力、生活来源以及
赡养、抚养、扶养情况。本人申请有
困难的，可委托村（居）民委员会或
者他人代为提出申请。申请人或代
理申请人应就申请内容的真实性作
出诚信承诺。乡镇人民政府（街道
办事处）以及村（居）民委员会应当
及时了解掌握辖区内居民的生活情
况，发现符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
件的人员，应当告知其救助供养政
策，对无民事行为能力等无法自主
申请的，应当主动帮助其申请。

（二）审核。乡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应当通过入户调查、邻里
访问、信函索证、群众评议、信息核
查等方式，对申请人的收入状况、财
产状况以及其他证明材料等进行调
查核实，于20个工作日内提出初审
意见，在申请人所在村（社区）公示
后，报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审
批。申请人及有关单位、组织或者
个人应当配合调查，如实提供有关

情况。
（三）审批。县级人民政府民政

部门应当全面审查乡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上报的调查材料和审核意
见，并随机抽查核实，于20个工作日
内作出审批决定。对符合条件的申
请予以批准，并在申请人所在村（社
区）公布，同时建立“一人一档”个人
档案；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批
准，并书面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四）终止。特困人员死亡或不
再符合救助供养条件的，村（居）民
委员会或者供养服务机构应当及时
告知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核
并报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核准
后，终止救助供养并予以公示。县
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在工作中发现特困
人员不再符合救助供养条件的，应
当及时办理终止救助供养手续。特
困人员中的未成年人，满16周岁后
仍在接受义务教育、普通高中教育
（含中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
的，可继续享有救助供养待遇。

第十三条 特困人员的私有财
产和土地承包经营等权利受法律保
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要求其以
放弃以上权利作为纳入特困人员救
助供养的条件。

《安顺市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办法》(试行)

本报讯（记者 薛峰） 11 月 24
日，为实现智能教育进学校、进课堂，
充分发挥“三通两平台”的作用，镇宁
自治县白马湖街道中心学校举行了
信息化“人人通”电子书包进课堂启
动仪式。

据了解，该校“电子书包”启用前
期在三、四、五年级建10个实验班，共
500多名学生使用电子书包进行学
习。电子书包的使用是教育教学改
革适应“互联网”时代的需求，也是教
育发展的趋势，在电子书包课堂教学

模式下，老师们可以运用平板完成随
机抽取、抢答、表扬、答题、反馈结果
等一系列的教学活动，同学们通过拍
照提交、趣味识字等多样的学习方式
让学生自主学习，能使课堂教学焕发
出新的生命力。

镇宁白马湖中心学校“电子书包”进课堂

本报讯（薛勇 记者 李隽） 日
前，记者从关岭自治县花江镇政府获
悉，近日，该镇与山东省寿光市龙耀
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就高效农业产
业发展项目达成合作，并签订发展项
目合作合同，按照合同要求建设标准
化种植示范基地及蔬菜育苗中心。

据悉，双方将采取股份制合作，
盈利与亏损共担。此次合作分三个

阶段进行，一期占地500亩，建设高
效农业标准化示范基地；二期占地
500亩，一期完成后根据现状推进；
三期建设蔬菜育苗中心及配送项目，
同时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的订
单农业模式，带动贫困群众发展致
富，争取带动发展蔬菜种植2000亩，
结合四季采摘园，积极打造订单农业
菜园子。

花江镇打造千亩订单农业菜园子

本报讯（记者 陈斌）近日，记者
从平坝区公安局夏云派出所了解到，
11月28日，一名中年男子由于乘坐
了“黑车”，中途被骗了钱后，还被“黑
车”驾驶员甩在路边，男子人生地不熟
只能求助民警，民警及时赶到现场将
其救助。

据介绍，11月28日上午11时许，
平坝区公安局夏云派出所接群众报警
称，其乘车去望谟县途中被司机甩到
途中，目前在夏云丰泽加油站。

接警后，民警立即赶往现场，经初
步了解，报警男子吴某，系贵州省天柱
县人，自己是修建桥梁的农民工，当天
上午打算从贵阳金阳客车站乘车前往
望谟县的一个工地，就在吴某来到金
阳客车站外面时，一辆私家车司机向
他搭话，问他要到哪里。

经过简单交涉，司机答应100元
钱送吴某到望谟县，吴某还觉得自己
捡得了大便宜，可是他没想到自己高
兴得太早，就在路途中，司机要求吴某
再支付200元的保险费，不然就让他
下车，无奈，吴某向司机付了200元。

然而就快到夏云镇时，司机又让

吴某交500元押金，如果到达望谟后
不出现什么意外，所谓的保险和押金
全部退还，不然就把吴某丢在高速路
上。在受到威胁后，吴某又通过微信
向司机转了500元，事后，吴某想了
想，才发现自己已经上当受骗，要求司
机退钱，不再坐他的车，不然就要报
警，司机知道其骗术已被吴某识破，就
直接把吴某赶下车，将吴某甩在夏云
辖区丰泽加油站不远处后逃离现场。

在了解情况后，民警想知道吴某
所乘坐的“黑车”车牌号是多少方便调
查时，吴某却没有记下该车车牌号，就
连车子是什么车型也不知晓，所以民
警一时很难找到那辆私家车，只能回
去做进一步调查。

随后，民警帮着吴某提行李，开车
送他到夏云客车站，在帮其买了车票
后，民警再三叮嘱，不要再贪图小便
宜，免得再上当受骗。

“谢谢！”吴某对民警的迅速处警，
以及热情服务非常满意，临别时握着
民警的手连声道谢。11月 29日上
午，民警电话联系了吴某，吴某称，自
己已经平安到达目的地望谟县。

外地客乘车被甩
民警热心助其平安归家

关岭自治县断桥镇后寨村坐落在
关岭历史文化名山孟获屯，与镇宁自治
县打帮乡接壤，距断桥镇政府23公里，
全村面积9.5平方公里。因为常年缺
水，该村石漠化较为严重，一年四季村
民都是望天落雨，靠着小水窖收集储存
的水维持生计。2017年村里建档立卡
贫困户有148户472人，是断桥镇贫困
人口最多的村寨，也是该镇脱贫攻坚战
中最难啃的硬骨头。

自来水淌进农户家

第一次来到后寨村时，记者看到村
民们几乎每家每户的屋顶都有一个蓄
水池，一根细长的水管从屋顶拉到屋
前，等到下雨积满水，家里才能有水
用。因为缺水制约了该村的发展，年轻
点的村民选择了外出打工，留在家中的
几乎都是老年人和孩子。

然而，让记者没想到的是，仅仅只
隔了一年，当记者再次来到后寨村时，
每户农家门前都安上了自来水管。据
了解，在省委、省政府的安排部署下，贵
州开磷控股集团结对帮扶后寨村，在得
知饮水是当地老百姓最大的困难后，开
磷控股集团立即实施了“百万饮水工
程”。经过一年的努力，目前，后寨村
17个自然组家家用上了自来水，彻底
解决了1400余人的饮水难题。

“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有自来水了，
干啥都方便。”“谢谢政府，谢谢帮助我
们安装自来水的单位，有了水，我们村
就有了发展的希望。”说到自来水，村民
们心里充满了感激。

大马路修到家门口

“我们村和过去比变化还真大。大
马路都修到了家门口，出门也很方便，
村里每天都有到县城的客车，干啥都得
劲儿。”提到村里的变化，村主任郭佳孟
高兴地对记者说道。

郭佳孟所说非假。自脱贫攻坚工
作开展以来，在各级各部门的帮扶下，
后寨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很大的
改善，先后投入200万元建设了人畜饮
水工程和14.2公里机耕道。还实施了
村村通公路、组组通公路，现正在实施
通村公路提等改造工程，预计2018年
完工，到时村民进出村公路将是6.5米
宽的柏油路。

与此同时，后寨村“同步小康·五项
行动”、“四在农家·美丽乡村”等工作也
在积极推进，自2017年9月份以来，后
寨村串户路及庭院硬化工程正在紧锣
密鼓地推进，本月底工程将全面完工。
郭佳孟说：“我们还计划明年在村里安
装312盏太阳能路灯，为村民打造一个
干净爽朗的生活环境。”

“村里一天天的发生着变化，我们
看着打心里高兴。”村民们高兴地说道。

好政策圆了新房梦

“我们家以前住的是石板盖的木
房，十几口人挤在一起，日子真的难
过。现在好过了，国家不断的帮扶我们
贫困户，修起了楼房，收入也有保障，生
活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后寨村大
水井组村民杨秀坤告诉记者，今年正月
他们终于搬了新家，而之前他们家一直
住在离村委较远的一个山旮旯里，石板
盖的木房四处透风，遇到天气不好外面

下大雨，家里就下小雨。
去年杨秀坤得到政府危房改造补

助35000元，在村里的建筑施工队帮
助下，自家修起楼房，今年初才搬的新
家。“你看，自来水也拉到了家门口。”杨
秀坤高兴地说。

记者看到，杨秀坤家建在路边的新
房共三层，每一层有120平米，宽敞的
新房里，彩电、冰箱、洗衣机、电磁炉、电
饭锅等家用电器一应俱全，沙发、大衣
柜、餐桌一样不少。

杨秀坤告诉记者，去年初他们家还
得到政府补助1000元，他们用来养了
两头小猪，到年底两头肥猪卖了一头，
自家杀了一头，邀上亲朋好友吃了一顿
热热闹闹的杀猪饭。“因为穷，我们家已
经好多年没有杀过年猪了。如今日子
好过了，这得感谢国家的政策好呀，有
了政府和我们村干部的帮助，这日子越
来越有盼头。”杨秀坤激动地说道。

随着住房条件的改善，收入的增
加，今年杨秀坤主动退出了村里建档立
卡贫困户。

产业蓬勃村民乐

走在后寨村头，记者看到一群村民
坐在路边有说有笑，手里不停的剥着
蒜，每个人面前都堆满了剥好的大蒜
瓣。据了解，这些村民一天干下来，动
作快的能有一百多元的收入。

“只有发展产业，才能让村民脱贫
致富拔穷根。”后寨村驻村第一书记龚
胜给记者介绍道，后寨村目前已落地的
项目有600亩核桃种植、320亩金银花
种植、800亩红心柚种植，这些都是一

些长期项目，不能马上见成效。因此为
了实现后寨村产业的蓬勃发展，村里还
发展了一些短产业，旨在长短结合、以
短养长。

据悉，今年11月，该村引入肉牛
65头发放给贫困户养殖，目前养殖规
模仍在扩大。计划种植100亩红蒜，现
已种植60亩。正在建设的1.2万羽规
模的生态养鸡场，即将投入使用。

为了能帮助农户增收的同时不断
壮大村集体经济，村里采用“农户+合
作社”的方式，由合作社提供苗木、肥
料、农药和技术，发动农户以土地入股
合作社，帮合作社管理自家土地上的

“安李一号”蜂糖李，最终蜂糖李的收
益，农户分到70%，合作社提取30%，
实现合作社与农户双赢。自10月以
来，后寨村实现农户务工300多人次，
其中涉及贫困户26户42人。通过土
地流转的租金及务工收入，留守在家的
50岁以上老人实现月增收每人达到
1500元，青壮年通过饲养肉牛预计月
每人3000元。

“细算下来还是比在外强得多，在
外除去房租吃饭每年来回路费，剩不下
多少钱，现在回家来一样有收入还能照
顾老人守着孩子。”村民国合妹告诉记
者，看到村里紧锣密鼓的在抓发展，长
年在外打工的她今年留了下来，每天都
有活干，每个月都有收入。

本报讯（记
者 陈斌） 11 月
27 日，人民日报
发 布 2017 年 第
三季度政务微博
影响力报告，平
坝政务官方账号

“ 黔 中 平 坝 ”在
“贵州省十大党
政 新 闻 发 布 微
博”中排名第一。

自 2012 年 2
月“黔中平坝”微
博开通以来，先后
设置“喜迎十九
大”、“学习贯彻十
九大”、“经典学
习”、“平坝政务”、

“媒体平坝”、“文
明平坝”、“交行天
下”、“法治平坝”、

“环保平坝”、“健
康平坝”、“古诗词
欣赏”、“安全生产
月”等话题50个，
发 布 各 类 信 息
52861条，单日阅
读量145万次。

近年来，“黔
中平坝”政务微博
致力打造信息共
享平台。通过整
合平坝区新闻传
媒中心新闻信息
资源及政府各部
门的信息资源，与
媒体、粉丝的互

动，及时了解网民的信息需求，围绕
网民感兴趣的天气情况、停电停水、
人文、旅游、社会生活等，开设了便
民信息、旅游在线、“带着微博去平
坝”、“拍摄家乡美景 展现平坝风
采”等多个话题，及时发布新鲜的新
闻资讯、权威的政务信息和民生服
务类资讯信息。针对全区热点敏感
问题和突发事件，“黔中平坝”微博
着力构建舆论引导平台，及时公布
事实真相，回应社会关切，取得良好
实效。

今年1月以来，黔中平坝微博
6 次进入全国外宣政务微博 100
强（最高排名第 36位），9次进入
贵州省十大政务微博和十大党政
新闻发布微博，信息阅读量达
5000多万次，是2016年全年阅读
量的4.2倍。

本报讯(记者 唐琪) 日前，记者
从开发区纪工委获悉，该部门扎实开
展“访村寨”常态化工作，紧扣“护民
生、促脱贫”强化监督执纪问责，为决
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提供纪律
保证。

该部门聚焦主业倒查追责，重点
监督检查各级党员干部履职尽责和遵
守相关工作纪律的情况，从严从重查
处搞变通、打折扣、做选择的行为。督
办重复访、越级访、群访中反映涉及违
纪等有关问题，督促镇（办）纪委严查
干部优亲厚友、吃拿卡要、虚报冒领、
截留挪用、贪污私分惠民资金，违规占
有集体“三资”、破坏生态、欺压百姓等

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对胆敢向
扶贫资金财物“动奶酪”的严惩不贷，
对走过场搞形式，该发现问题没发现、
发现问题该报告未报告、该追究主体
责任没有追究的，一律严肃问责。

此外，开发区纪工委还强化监督
执纪问责，带着问题开展走访，重点关
注群众心声，聚焦群众最关心最热议
的集中话题，从群众诉求中发现存在
的突出问题。深入分析问题发生的原
因，找出共性特点，提出整改建议，督
促相关部门扎实限期整改，进一步完
善制度机制，从源头上堵住漏洞，以严
明的纪律为全市脱贫攻坚、同步小康
提供纪律保证。

开发区访村寨护民生促脱贫

本报讯(张蓉 记者 唐琪） 11月
26日，第十二届“多彩校园·闪亮青
春”全省大学生校园文化活动月总
结表彰大会暨“关注党的十九大·校
园网红在行动”网络展播电视决赛
在筑举行。安顺学院荣获先进集体

三等奖，安顺学院团委邓韧老师获
先进个人。

在各类比赛中，安顺学院有10人
获个人一等奖，7人获个人二等奖，19
人获个人三等奖和1项集体三等奖，
获6项优秀奖和1项入围奖。

此 次 大 会 由 省 委 教 育 工 委
（省教育厅）、省文明办、团省委
主办，表彰了全省校园文化活动
月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集体、先进
个人和各类比赛获奖者，并为获
奖者颁奖。

全省大学生校园文化活动月总结表彰大会举行

安 顺 学 院 获 佳 绩

扶贫“扶”出好生活
——来自关岭后寨村的蹲点报道

□本报记者 李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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