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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6日下午，时值放学，西
秀区旧州镇西街、南街与主街交叉
口等多个交通节点多了一支着装规
范、精神抖擞、严格执法的城管队
伍，这支来自安顺铠甲保安服务有
限公司的队伍有效管控了镇区车辆
乱停乱放、随意进出古镇街区等行
为，为镇区4所中小学师生营造了安
全有序的出行环境。

连月来，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规划，按照“健全现代乡村治理
体系”中关于建设平安乡村的要求，
旧州镇不断探索以网格化管理为抓
手，以优化整脏治乱工作为突破口，
通过购买社会服务推动基层服务和
管理精细化精准化，提升城镇化管
理水平。

旧州镇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国家4A级旅游景区、国家绿色低碳
重点小城镇、中国特色小镇、全国美
丽宜居小镇、全国卫生小镇、全国文
明村镇。这些国字号荣誉是旧州镇

在历史文化保护与利用、旅游文化
产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新型城镇
化建设等方面取得成效的有力
证明。

当前，为加快城镇化进程、提升
城镇化水平，旧州镇向改革要发展
动力，以创新转变工作模式，探索城
镇网格化管理机制，强化城镇管理
综合执法。组建成立安顺市旧州江
南市政服务有限公司这一政府平台
公司，市场化运作城镇管理工作，同
时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方式引入安
顺铠甲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管理服务
团队，加入到镇区大小街道乱摆摊
设点、乱撑篷打伞、杂物乱堆乱放、
车辆乱停乱放及扬尘污染、液化气
无证经营等行为的综合整治队伍
中，增强了镇区城镇管理力量。

“城镇管理网格化是乡村振兴
大势所趋，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引入
管理团队充实管理力量，则是以城
镇管理市场化推动基层管理和服务

精细化精准化的一大创新。”旧州镇
政法委书记张德兴告诉记者，为助
推旅游产业快速发展，对旧州古镇
景区的管理是镇党委政府的“重头
戏”，通过划分网格将城管队伍细分
到各个重点管控区域，有效破解了
古镇景区出入口多、人车混行、占道
经营等管理难题，城镇管理综合执
法水平得到提升。

“网格化管理，设路段段长，使
街道管理服务细化到队伍、精准到
个人。”旧州镇城管中队中队长李发
军表示，有了安顺铠甲保安服务公
司严格训练的近20人专业队伍加
入，并开展不定期集中整治，镇容环
境明显改善，城管执法工作得到了
群众认可。

“专业队伍管理，文明严格执
法，街道清爽多了，古镇形象更好
了。”旧州镇创新推行网格化城镇
管理好做法受到了居民群众的
好评。

本报讯（记 者 康馨月 罗野）
“紧急寻物！安顺一小孩遗失人工耳
蜗！价值10余万元！大家帮忙寻找！”
10月27日下午，一则寻找人工耳蜗的
消息刷爆了朋友圈和各个微信群，为
了帮6岁的孩子找到他丢失的“耳朵”，
市民们开始进行一场爱心接力。

记者了解到，人工耳蜗的失主是
一位仅有6岁的聋哑儿童。10月27日
下午1点50分左右，他和母亲廖良燕
在乘坐11路公交车的时候，不慎将人
工耳蜗遗失了。“我们当时从凯旋花园
公交站上车，坐到虹山湖下车后，孩子
突然告诉我耳蜗不见了。”廖良燕告诉
记者，当时她立刻上前追赶公交车，连
续追了四个站，终于追上了车子，但不
幸的是孩子的人工耳蜗已没在车上。

“孩子的耳蜗刚使用大半年，经过
漫长的磨合，不仅建立了听觉，而且慢
慢已经可以开口说话了。现在突然失
去了耳蜗，他不仅重回了无声的世界，
对孩子的语言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廖良燕焦急的说道。

丢失的“耳朵”牵动着全城人的
心，为了帮孩子找到耳蜗，大家都自发
的行动起来，积极的转发、寻找。“帮帮

这个可怜的孩子，寻找他丢失的耳
蜗”，“请大家帮忙转发，不要让孩子的
世界再次失去声音。”……寻找耳蜗的
消息刷屏了朋友圈，这让廖良燕很是
感动。“从27号到现在，我已经接到了
20多个陌生人的电话，他们都在鼓励
我、帮助我。”廖良燕说，我们的事情还
得到了很多家媒体的关注，让寻找耳
蜗的消息最大限度的传播出去。

此外，警方和公交公司也在得知
信息的第一时间积极帮助寻找，廖女
士也在11路公交车上张贴了寻物启
事，希望了解相关情况的市民可以和
她联系。

幸运的是，截止记者发稿前，好消
息终于传来:丢失的耳蜗找到了！“太谢
谢大家了，多亏有了大家的帮助只花了
1天多的时间就找到了。”廖良燕十分高
兴的告诉记者，有两位7岁左右的小朋
友在看到寻找耳蜗的消息后和我取得
了联系，我们刚刚已经把耳蜗取回来
了。由于小朋友拾捡到耳蜗时，耳蜗已
经缺少了一个小零部件，下一步我们还
需要咨询医生，看看耳蜗能否继续使
用。但不管怎么说，特别谢谢大家的倾
情帮助，让我们感觉很温暖。

市民们为6岁儿童寻找丢失的“耳朵”

本报讯（记者 罗野 康馨月 文/图）
10月27日到28日，我市市运会游泳、篮球、
足球、围棋等11项比赛精彩纷呈，共有来自
8支市直机关代表队、8支县区队伍、2支高
校运动员代表队的运动员展开激烈角逐。

奥体中心游泳馆内，记者看到游泳健
儿们在泳池中劈波斩浪，一较高下。“这一
届的成绩比上一届更好，参与度也更高。”
据游泳比赛的裁判长白丽介绍，此次游泳
比赛共有95名运动员参赛，分50米自由
泳、50米蛙泳和100米蛙泳三个大项目，最
小的参赛运动员仅有8岁。

与此同时，田径场也传来此起彼伏的
加油声，甲乙丙组的男子、女子100米、400
米等田径比赛正在激烈进行。“我是西秀区
代表队的运动员，我现在特别的兴奋，激动
的心情难以言表。”获得田径比赛甲组女子
100米第一名的陈应霞激动地说道，在比赛
鸣枪后，她刚开始并不占优势，但30米过
后，她的加速能力体现了出来，她保持住速
度节奏，平稳控制住步伐，很快取得领先，
取得了此次比赛的第一名。

此外，其他项目也在奥体中心举行，足
球、篮球、羽毛球、围棋等多个项目一一展
开角逐。除田径比赛的决赛在10月29日
举行外，其他比赛都已落下帷幕，并将于29
日下午在闭幕式上颁发奖牌。

本报讯（王文宇 记 者 陈斌）
10月26日，平坝区举办第二届“锦绣
计划”妇女手工技能大赛暨民族民间
手工艺品展示活动。

比赛现场，来自全区的132名民
族民间刺绣、蜡染手工艺、民族服装设
计、旅游产品设计的爱好者身着苗族、
布依族等民族服饰，用各自娴熟的技
艺将本民族文化绣制参赛作品，飞针
走线，各显神通，全面展示平坝区特色
刺绣、蜡染等技能绝活。5位评委现
场对每位绣娘的技术、工艺以及作品
外观等方面进行综合评比，最终评选
出一二三等奖。

此次活动包括民族服装秀、妇女
手工技能大赛、民族民间手工艺品展
示，其中，妇女手工技能大赛包括手工
刺绣、蜡染蜡画、银饰及其他手工，旨

在向广大妇女提供一个展示刺绣、蜡
染、编织等手工技艺、互相交流的平
台，引导农村妇女居家创业就业，推动
妇女“指尖技艺”成为传承民族文化、
居家就业的“指尖经济”。

据悉，贵州省特色手工产业“锦绣
计划”已实施5周年，5年来，平坝区妇
联不断深入推进“锦绣计划”，把发展
妇女手工与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有机
结合，新建了4个妇女手工合作社（工
作室）、举办了妇女手工技能培训13
期，培训绣娘750人，全区从事妇女手
工产业的人员从不足300人发展到
2017年的1350人，产品从单一的绣
花鞋、民族服饰扩展到挂画、丝巾、土
布服饰、手提包等，年产值达到2315
万元，在传承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同
时带动300余人实现就业。

平坝举办第二届“锦绣计划”
妇女手工技能大赛

本报讯（实习记者 陈婷婷） 10
月26日，中国少年先锋队黄果树旅游
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共有预
备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开幕式、第
一次全体会议、各代表团会议、主席团
第二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少工委
一届一次全委会会议、闭幕式9个议
程。在少工委一届一次全委会会议上，
审议通过《会议选举办法（草案）》，审议
通过少工委主任、副主任候选人名单
（草案），选举少工委主任、副主任。

会议指出，广大少年儿童要立志
成才，真正打牢人生成长进步的根
基。广大辅导员老师要锤炼作风，扎
实做好新时期少先队工作。希望各级
少先队组织以人为本，有效凝聚、教
育、服务好少年儿童。各级团组织恪
尽职守，切实履行“全团带队”的光荣

使命。
据了解，自2017年以来，黄果树

旅游区通过规范化建队、强化阵地建
设、强化队伍建设等着力构建一个符
合少年儿童成长规律的少先队组织，
让队员们在队旗引领下茁壮成长。

“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很荣幸参
加这次大会，也很开心能和许多小伙
伴共聚一堂，大家一起讨论，共同思
考，提出小提案。”少先队员李梦纤说。

黄果树旅游区现有少先队员
4980名，聘请少先队辅导员141名，
其中区级总辅导员1名、副总辅导员3
名，大队辅导员 15名，中队辅导员
121名，已建立大队15个，中队121
个，所有学校都已按照我省少工委的
有关要求，实现了少先队基层组织建
设全覆盖。

中国少年先锋队黄果树旅游区
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

第十八条 国家秘密的密级、
保密期限和知悉范围，应当根据情
况变化及时变更。国家秘密的密
级、保密期限和知悉范围的变更，由
原定密机关、单位决定，也可以由其
上级机关决定。

国家秘密的密级、保密期限和知
悉范围变更的，应当及时书面通知知
悉范围内的机关、单位或者人员。

本条是关于国家秘密变更的
规定。

第一款规定国家秘密变更的内
容、条件和主体。国家秘密的变更
内容包括密级的降低或提高、保密
期限的缩短或延长、知悉范围的缩
小或扩大。三者既可以单独变更，
也可以同时变更。本款所称“情况
变化”，是指该事项泄露后对国家安

全和利益的损害程度已发生明显改
变，或者定密时所依据的保密事项
范围已作调整。国家秘密变更的主
体既可以是原定密机关、单位，也可
以是其上级机关。非本机关、本单
位确定的国家秘密事项，需要变更
的，可以向原定密机关、单位或其上
级机关或有关保密行政管理部门提
出建议，不得自行变更。

第二款规定国家秘密变更的通
知。国家秘密的密级、保密期限和
知悉范围经定密责任人审核批准作
出变更决定后，应当以书面形式通
知知悉范围内的机关、单位和人
员。接到通知的有关机关、单位和
人员，应当在原国家秘密载体上做
出国家秘密变更后的标志。

（未完待续）

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条文释义

西秀区旧州镇“网格化”提升城镇化管理水平
□本报记者 吴学思

市运会11个比赛项目展开激烈角逐

“多彩贵州·舞比快乐”首届天翼高清
民族广场舞大赛安顺赛区复赛举行

本报讯（记 者 唐琪）
“大叔，当前全区正在开展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集
中整治，您发现镇村干部存
在类似问题，可以通过“举报
电话、微信举报”向我们反映
……”这是经开区延伸监督

“触角”，发动群众参与监督，
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
问题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经开区纪工
委不断加大整治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作风突出问题力度，
以“牵鼻子、瞪眼睛、扯袖子、
打屁股”四项举措为抓手，开
展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整治工
作。1至10月，查处扶贫领
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9件 11
人，其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典型案件占7件7人。

经开区党工委建立以上
率下工作机制，领导班子带
头深入基层全面了解真实情
况，层层压实政治责任。该
区纪工委结合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专项整治工作，印发《关
于扶贫领域作风突出问题专
项整治的通知》《关于深入整
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
题工作方案》，不断强化监督
检查。全区各级党委（党组）
严格按照区党工委要求，建
立问题台账，开展自查自纠，
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促

进工作作风转变。
通过公开举报电话、公布举报信箱、

受理网络信访举报等方式，经开区畅通
和拓宽信访举报渠道，健全完善了“信访
网电微”五位一体多渠道接受举报，层层
传导压力；变上访为下访，组织纪检干部
进村入户走访、带案下访，倾听群众的意
见和呼声，捕捉信息，广泛收集问题线
索；开展自查自纠、专项督查、巡察、明察
暗访等拓宽监督途径；聘请53名扶贫主
任作为特邀监督员，发挥监督员靠近基
层、了解基层的优势，将监督延伸到基层
每个角落，全方位收集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问题线索。

该区编发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监督责
任《纪实手册》，重点整治在落实中央、省
委、市委和区党工委扶贫脱贫方针政策、
重大工作部署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的问题；在扶贫领域、民生领域、污染防
治等专项工作中存在的抓落实走样、做
群众工作不深不细、方法简单粗暴、不作
为、乱作为、慢作为等突出问题。在专项
督查的基础上，建立“回头看”督查机制，
就各单位自查自纠、督查整改情况进行
全方位再督查，确保整改实效。

此外，该区印发《关于进一步整治干
部不作为慢作为的规定》《关于在全区持
续深入推进“不作为、乱作为”问题专项
整治的工作方案》，对全区各级党政部门
和干部职工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问题进行专项整治；对有令不行、因循守
旧、懒政怠政、推诿扯皮、漠视群众、缺乏
政治担当的干部，坚决予以问责；对在开
展监督执纪问责过程中存在的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问题的纪检监察干部，发现一
起查处一起，严防“灯下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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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本报讯(记者 刘现虹 文/图)

10月28日，“多彩贵州·舞比快乐”首
届天翼高清民族广场舞大赛安顺赛区
复赛在若飞广场举行。此次大赛我市
的主题是“文明安顺·舞比快乐”。来
自我市各县区海选出的26支参赛队
竞选出晋级队参加贵阳的决赛。

该大赛由市文明办指导，中国

电信安顺分公司主办，活动已历时
2个多月，通过各县区共30支队伍
海选角逐，选出复赛队。活动评选
出“最佳风尚奖”、“最具活力奖”、

“最具特色奖”，通过海选、复赛、决
赛，评选出最优秀的队伍，为多彩
贵州进行宣传推荐。

据了解，该大赛为公益赛事，

将以宽网电视、互联网平台向全省
全国人民展示，为美丽家乡代言。
本次大赛决赛设置10万元奖金，
分别奖励总决赛冠军一名（5 万
元）、亚军两名（各1万元）、季军三
名（各5000元），以及最具活力奖、
最佳风尚奖、最佳团队奖三个单项
奖（各5000元）。

赛事现场

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