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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唐贵啸 记者 唐琪） 1
月4日，记者从安顺学院艺术学院获
悉，在近日结束的2017第九届全国大
学生广告大赛贵州赛区评审工作中，
安顺学院艺术学院学子喜创佳绩，获
得一等奖4项、二等奖6项、三等奖15
项、优秀奖17项。

据悉，2017第九届全国大学生广
告大赛是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指导、
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
学指导委员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广
告教育专业委员会共同主办，中国传
媒大学、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组
委会承办的全国高校文科大赛。大赛
是迄今为止全国规模最大、覆盖高等
院校较广、参与师生人数多、国家级大
学生赛事。贵州赛区共有26所院校

参赛，共计提交1804件参赛作品，大
赛共评出一等奖38项、二等奖72项、
三等奖152项。

为备战此次大赛,安顺学院艺术
学院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各职能部门
紧密合作,建构了完善的2017第九届
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的服务体
系,调动了艺术学院师生参赛的积极
性,激发大学生的创新活力，共选送
100多件作品参赛。其中，张海凌同
学的作品《平遥回忆》、高正敏同学的
作品《文庙篇·日升昌篇·王家大院
篇》、袁玲同学的作品《古美韵平遥》和
刘金林同学的作品《平遥》分别获得一
等奖，作品主要反映地域文化，具有地
方民族特色，展现了丰富多彩的地方
文化资源。

本 报 讯（记 者 姚 福 进 文/
图） 近日，记者在紫云自治县格
凸河镇落科村红屯组看到，一辆三
轮车正将枇杷苗转运到一个叫大
槽的山坡，一台挖机正在山坡上打
坑。坡上，有的村民用背篼将枇杷
苗背上坡地，坡地上有的村民在栽
种枇杷，有的村民在挑水浇灌树
苗，一片忙碌的景象。

“每车装100至110株，转运到

栽种地每株 5 毛。”正在用三轮车
转运枇杷苗的落科村民王小彬说，
村里采购的这批枇杷苗属大苗，搬
上车时只能一株一株的搬，每搬运
一趟要40分钟。

“挖机师傅按每打一个坑 5元
计算，栽植、背运、挑水浇灌的村民
每人 100 元一天。”落科村主任周
朝文说，落科村今年共栽植枇杷
5000株，枇杷苗从四川运来，这次

采购的大苗 30元一株，共花去 15
万元。

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落科村
种有葡萄、柑橘、核桃、李子、桃子
等经果林1000余亩，今冬栽植150
亩五星枇杷。

“栽植枇杷的土地按每年每亩
220元计算支付给农户，枇杷成熟
后，除去管理成本，入股的农户还
可按股分红。”周朝文说。

本报讯（齐维兰 记者 薛峰）
1 月 2 日，“银杏叶癫痫病康复计

划”专家组到镇宁自治县开展癫痫
病免费普查活动。活动当天，该县
各乡（镇、街道）25名家庭贫困的癫
痫病患者接受了专家组免费检查。

2017 年，贵州省红十字基金
会、贵阳癫康医院共同发起“银杏

叶癫痫病康复计划”，对全省的癫
痫病患者进行免费普查和救助，帮
助贫困癫痫患者康复治疗。活动
当天，贵州红十字癫痫病患者康复
基金会为参加癫痫病免费普查的
患者发放了食用油等，并对贫困癫
痫病患者提供 5000 元以内的医疗
救助。

“银杏叶癫痫病康复计划”专家组
到镇宁开展癫痫病免费普查

本报讯（记者 刘念） 1月5日，
市国税系统举办“永远跟党走 我为税
徽添光彩”主题演讲比赛。全市国税
系统干部职工共计300余人观看了演
讲比赛。

演讲中，来自市国税局机关党支
部及各县（区）管委会国税局的16名
选手，紧扣时代脉搏，把握主题要求，
或讲个人工作的亲身经历，或讲身边
党员的先进事迹，或讲单位集体的生
动实践，集中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
不断加强作风建设的新动作、新成

果，进一步彰显了全市国税系统党员
干部学习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做忠
诚、干净、担当好干部的精神风貌和
最佳状态。

为搞好此次比赛，市国税系统组
织多个参赛单位的选手进行了初选
和预赛，开展了专门的演讲培训。最
后，经过严格把关、层层审核，组织
16名优秀选手展开演讲比赛。通过
演讲展现了国税人的风采风貌，激发
广大干部职工爱岗敬业、献身国税的
热情。

市国税系统举办主题演讲比赛

本 报 讯（杨 成 记 者 胡 典）
2017年12月30日，西秀区鸡场乡新
合村马上到合作社利益联接分红大会
召开，覆盖了全村123户贫困户，每户
获得1200元分红。

马上到合作社是由罗国富等鸡场
乡新合村的5家大户作为龙头牵头成

立的养鸡产业合作社，员工包含了该
村50余户贫困户，合作社有20000余
只鸡，以“村户龙头+农户”形式带动
村寨的贫困户经济发展。合作社作为
资产收益扶贫项目的合作对象，政府
用扶贫资金入股50至60万元，让合
作社扩大规模，让贫困户都成为股民。

本报讯（王文宇 记者 陈斌）
1月4日，平坝区妇联来到帮扶村城
北村开展医疗、教育等精准扶贫政策
宣讲活动,并联系新博爱医院为城北
群众进行义诊。

平坝区城北村由于贫困人口
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人数较
多，大多数贫困人口有病不知道
上哪里治，对自己应该享受的医

疗政策也不尽了解。针对各类贫
困户的实际情况，平坝区妇联为
城北村 55 户贫困户及非贫困户
100余人进行培训，深入讲解了精
准脱贫保险、健康扶贫、大病医疗
救助、教育扶贫、易地搬迁、社会
保险等扶贫政策。

此次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100
余份，就诊人次50余人。

平坝区妇联开展
扶贫政策宣讲活动

本报讯（韦修平 刘小飞 记
者 薛峰 文/图） 连日来，镇宁
自治县人社局携贵州汇景纸业
有限公司、贵州大器时代科技有
限公司、贵州沃客信息有限公司
等8家重点用工企业，巡回14个
乡（镇、街道）举办精准扶贫专场
招聘会。

据悉，此次“乡镇巡回专场招
聘会”举办时间从2017年年底至

2018年元月。目前，已分别在丁
旗街道、双龙山街道、募役镇、马
厂镇、江龙镇、扁担山镇、革利乡
举办了共7场招聘会，提供就业
岗位1200余个，现场初步达成就
业意向500余人，其中有56名精
准贫困户。各招聘会点上，工作
人员还向当地贫困户及失业人员
发放就业宣传资料共2050份，解
答咨询共600余人次。

本报讯（谭畅 记
者 唐琪） 近日，开
发区幺铺镇四旗村群
众迎来脱贫攻坚政策
知识宣讲，同时，开发
区卫计局为1167名
贫困群众发放 2017
年第四季度“四重医
疗保障”扶助金54.2
万元及慰问品。

据了解，“四重医
疗保障”指对贫困人
口住院经新农合报
销、大病报销、民政
（计生）扶助，自付费
用仍然过高的，启动
第四重保障，由政府
专项资金补助，使医
疗费用实际报销达到
100%。

“今天我们到四
旗村宣传开发区的脱
贫保障政策，同时把
四重医疗保障金发放
到老百姓的手中。”开
发区卫计局局长袁付
玉告诉记者，开发区
卫计局立足实际，牵
头制定了“一站式”报
销的方案。在 2018

年，开发区的贫困群众在辖区内公立医
院、中西医结合医院、两镇卫生院就可
以直接报销，实现了“一站式”服务，方
便了老百姓。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开发区
“一重”新农合共补偿1156人次，金额
344.06万元；“二重”大病保险共补偿60
人次，金额18.59万元；“三重”医疗救助
共180人次，金额17.70万元；“四重”医
疗扶助救助共1802人次,补偿费用达
201.70万元，农村贫困人口医疗费用实
际补偿比达100%。

要致富，先修路；要脱贫，路先
平。自贵州省启动农村“组组通”公路
三年大决战以来，关岭自治县全面推
进农村“组组通”公路建设，解决群众
出行“最后一公里”问题，打通脱贫攻
坚的致富通道。2017年关岭共实施组
组通公路项目72个，共计106.8公里，
涉及深度贫困村共计 19个，总里程
38.2公里，目前，共完成路基开挖103.4
公里，路面42公里，进度达90.1%。

在关索街道办事处月亮湾村，记
者见到“组组通”公路建设已全面完
工，道路两旁还安装了太阳能路灯，农

运车辆来来往往。如今路通了，发展
有了底气。当地村支两委依托“组组
通”公路全覆盖的交通优势，带领群众
发展种养业，村民腰包一天比一天鼓，
日子过得一天天红火起来。

月亮湾村村主任潘华告诉记者，
目前月亮湾村带动村民发展了200亩
黄精药材，60亩秀珍菇基地，100亩养
牛场。下一步，村里打算再增加100亩
的药材种植，结合乡村旅游发展，让村
民越来越富裕。

在新铺镇金龙村上凉帽组，“组组
通”公路施工队正紧锣密鼓开展道路

建设，全力以赴赶在春节前夕能让当
地返乡农民工走上一条宽阔平坦的回
乡路。据新铺镇金龙村大寨至猫猫冲
通组公路施工负责人王明成介绍，这
条道路的建设标准规格是4.5米宽、15
厘米厚，每边路肩是50厘米宽、30厘
米厚，全混凝土。工人每天早晨六点
半到下午7点都在加班加点赶进度，
天气好情况下，每天还要加两个小时
夜班。

记者了解到，上凉帽组四面环山，
一直以来，当地村民与外界联系仅依
靠一条凹凸不平的老泥路，货物运输
全靠人挑肩扛，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
和出行极为不便。

2017年8月，贵州省全面启动农
村“组组通”公路三年大决战，给全省
各偏远村寨带来了福音。贯穿新铺镇
金龙村猫猫冲、上凉帽、大寨三个村民
组的“组组通”公路建设也随之启动，
但由于道路全程是软土路基，水电使
用也十分困难，给道路建设带来了很
多阻碍。王明成介绍，道路建设中施
工难度很大：工程缺水，全是泥地，仅
基础就铺了四五次。但短短几个月，
金龙村大寨至猫猫冲全长2.963公里
的通组公路路基全部完成，完成路面
2.03公里，完成形象进度84.26%，完成
投资118.52万元，当地群众生活有了
盼头，发展也有了希望。新铺镇金龙
村副主任李永贵感慨，路修好了，沿路

的土地都要搞产业，计划种植红柚，目
前正在签协议。

关岭属典型喀斯特山区，新铺镇
金龙村大寨至猫猫冲这样缺水缺电、
开挖难度大的“组组通”公路占2017年
总计划的52.74%。但丝毫不能阻止

“组组通”公路建设步伐，全县上下齐
心协力打通脱贫攻坚“最后一公里”的
致富快车道。

关岭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杨文介
绍，关岭脱贫攻坚“组组通”公路三年
大决战，从2017到 2019年预计投资
2.44亿元,对209个30户以上具备条
件的村民组实施486.23公里通组公路
硬化建设。其中，2017年,实施通组公
路硬化119.124公里；2018年,实施通
组公路硬化230公里；2019年,实施通
组公路硬化 137.112 公里,由“通不
了”向“通得了”“通得好”转变,全面
提高农村公路通畅率,切实提升农村
群众出行质量。对“组组通”项目建
设，关岭县委、县政府进行了专题研
究，县直相关部门通力合作，对砂石
料、水泥等特供组组通项目，同时加大
对项目的监管，确保了项目顺利推进。

打通“最后一公里”架起致富快车道
——关岭全面推进农村“组组通”公路建设小记

□李青 朱海 本报记者 李隽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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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组路贯通，承担起关岭脱贫攻坚工作的“动力脉搏”功能

鸡场乡新合村召开分红大会
贫困户每户喜获1200元

村民种植枇杷树苗

招聘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