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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磅礴力量 夺取决战胜利

本报讯（记者 刘仲强） 3 月 27
日，市委书记曾永涛主持召开市委理
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研讨会，深入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纪委三
次全会、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
习时的讲话精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孙志刚在十二届省纪委三次
全会上的讲话精神，《县委县政府“一
把手”警示录——2016年换届选举以
来县委书记县长违纪违法案件剖析汇
编》部分案例以及《干部人事档案工作
条例》等。

市委副书记、市长陈训华，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赵贡桥，市政协主席杨华
昌，市委常委郭伟谊、尹恒斌、项长权、
黄家忠，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

协领导班子成员和党组成员，市中级
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安顺学院
党委书记和院长，安顺职院党委书记
出席会议。

曾永涛指出，旗帜鲜明讲政治是
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
求，各地各部门党委（党组）要坚持以
政治建设为统领，持续推动我市全面
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提高政治站
位，深刻领会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重
大意义、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的重要判断和改革开放40年管党治
党取得的重要经验，准确把握全面从
严治党的重要内涵，切实增强全面从
严治党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
自觉；要强化责任担当，做政治上的明

白人，切实发挥“头雁效应”，坚持标本
兼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力在深学
笃用、率先垂范、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压实责任、惩治群众身边的腐败和作
风问题上下功夫，坚定不移把中央省
委决策部署抓具体抓深入；要砥砺政
治品格，带头严守纪律和规矩，自觉做
到“两个维护”，带头严肃党内政治生
活，保持党内健康关系，带头坚持民
主集中制原则，落实“三重一大”机
制，带头涵养良好家风文化，管好身边
人，始终做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的带头人。

曾永涛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深刻
分析全媒体时代的挑战和机遇，明确

提出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的重大
要求。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媒体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
准确把握深化媒体融合发展的重要目
的和意义，加快推动我市媒体融合向
纵深发展，凝聚推动安顺加快发展的
强大正能量。

曾永涛要求，各级各部门要严格
落实《干部人事档案工作条例》，强化
学习遵守执行，认真抓好传达学习，抓
好贯彻落实，抓好督促指导，不断提升
全市干部人事档案工作水平。

会上，郭伟谊围绕全面从严治党
学习主题作学习研讨发言。市委理论
中心组学习秘书，各县（区）党政主要
负责同志参加学习。

本报讯（记者 陈国平） 3月 24
至26日，镇宁自治县主要领导率队，
到深圳拜访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总裁
任正非，并送去县委县政府为记载其
父任摩逊先生在镇宁民族中学工作
编写的书籍——《爱在银城》。

任正非在华为总部与拜访团一
行进行了亲切交谈，并与大家一起
感怀了上个世纪中叶，其父母在镇
宁工作、生活的往事。交谈中，镇宁
拜访团对近年来镇宁脱贫攻坚、农
业产业结构调整、教育事业发展及
镇宁民族中学搬迁等情况做了简要
介绍。

任正非对镇宁自治县组织编写

《爱在银城》一书表示感谢，并对记载
中出现的一些误差提出修正指导。
就当前镇宁自治县农业产业、教育事
业等领域的发展，任正非希望镇宁继
续加大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培育发展
集约化、规模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鼓励大户种植带动，让全县的农业产
业再上一个新台阶；持续加大对基础
教育的投入，让社会上更多有才之士
投入到教育事业中去。

拜访团一行先后参观了华为东
莞基地手机生产线、华为东莞溪流背
坡村、华为深圳总部有关展厅。任正
非在镇宁的同学、《爱在银城》作者参
加拜访交流活动。

镇宁拜访团一行
到华为公司拜访任正非

作为紫云自治县三大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之
一，五峰街道下辖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城东社区的
后续发展至关重要。一直以来，五峰街道围绕党建
如何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发挥作用这一重大课题，在
城东社区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中，紧盯切实破解搬迁
管理难题、致富难题，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确保
贫困群众搬得出、稳得住、有事干、能致富。

如今，走进城东社区，崭新的新楼房错落有
致，随处可见居民们三两成群在树荫下、草地上拉
家常。

夯实党建基础 破解管理难题

城东社区安置来自五峰街道、宗地镇、大营镇、
火花镇、白石岩乡五个乡镇的贫困户，如何尽快让
搬迁群众融合到一起，是搬迁群众入住后首要解决
的难题，为此，在五峰街道的积极协调下，城东社区
成立党支部，不断夯实党建基础，破解难题。

“2018年5月在贫困户入住之初，五峰街道抽
调干部组建临时党支部管理城东社区。2018年1
月，经民主选举，从乡镇搬迁的贫困户党员中选举
出30名成立了城东社区党支部，但是在搬迁户中，
党员占比仅为1%，党员力量仍然薄弱。”五峰街道
办党工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周海波介绍，为大力
发展党员，建立健全机制，党支部通过吸引、发展社
区优秀青年吸纳新生力量，现已发展三名入党积极
分子，党支部力量不断发展壮大。

党支部成立后，形成“居民—党员—党支部”的
有效信息反馈机制，党支部成员通过摸排走访了解
贫困户实际情况，再根据情况提供一对一的干群服
务。在一次次摸排走访中不仅拉近了与群众的距
离，党支部更变成群众的“娘家”，“有事就找党支
部”成了群众的口头禅。

此外，党支部常常在社区开展技能培训、举办
文化活动，通过引导就业等帮助搬迁群众逐步改变
生活习惯、适应新环境，让搬迁户逐渐融为一体。

搭建就业渠道 拓宽致富门路

按照规划，社区总共应安置贫困户714户，共
3166人，实际入住搬迁户为705户共3147人。截
至目前，已经搬迁进来的贫困户，户口转移率达100%。

要实现易地扶贫搬迁户“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目标，就业是最直接、最
有效的脱贫途径。如何让3000名搬迁户都有就业渠道，党支部不断探索，在农
民职业化、自主创业、劳务输出等方面下足功夫，让搬迁群众有事做、有钱赚，实
现“搬得来、稳得住、管理好、能致富”。

为了让贫困户实现就近自主创业，党支部积极与临近新城农贸市场联系，
向市场争取到100个三年免租金的摊位，让搬迁户可以自由在市场做生意，目
前已有80多个摊位被使用，成为搬迁户增收的有力渠道。

贫困户石金银就是受益者之一。以前石金银夫妻俩骑着摩托车叫卖米粉，
现在有了固定摊位，不再遭受风吹日晒雨淋，安安稳稳守着摊位挣钱。

同时，城东社区对贫困户开展刺绣、烹饪等实用性较强的技能培训，目前厨师
培训已开展两期，共培训贫困户60人，全部实现自主经营。社区还通过“锦绣计
划”，举办大型招聘会等培训绣娘55户、有序输出100人外出务工，让劳务输出成
为解决就业的有力措施，从而实现城东社区“一户一就业”覆盖率达100%。

从火花镇九岭村搬迁而来的贫困户杨春妹是城东社区有名的绣娘，她不仅
加入辖区内紫云锦绣计划巾帼创业基地，还带领有兴趣的搬迁户一起参与刺
绣，带动社区内28名妇女就业。

见到杨春妹时，身着蓝色手工蜡染服饰的她正在一个大染缸前忙活。“我现
在正在发酵染料，发酵的染料要一个星期后才能用。”杨春妹带记者参观了社区
绣娘们的手工蜡染成品，服装、头饰、包包，婴儿鞋袜、工艺品，床单、土布，琳琅
满目。

据了解，凭着精湛的技艺，精美的绣品，社区绣娘们的手工艺成了社区活招
牌。仅通过“中国出生缺陷安心妈妈包”项目订单，就成功售出3万个手缝蜡染
包。蜡染包单价25元，总收入达75万元。

（下转2版）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规定》

新华社北京3月27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
发了《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规定》，并发出通知，要求各
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规定》全文如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深化公务员分类改革，推行公务员职务
与职级并行、职级与待遇挂钩制度，健全公务员激励保障机
制，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公务员队伍，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国家根据公务员职位类别和职责设置公务
员领导职务和职级序列。

本规定所称职级，是公务员的等级序列，是与领导职
务并行的晋升通道，体现公务员政治素质、业务能力、资
历贡献，是确定工资、住房、医疗等待遇的重要依据，不具
有领导职责。

公务员可以通过领导职务或者职级晋升。担任领导
职务的公务员履行领导职责，不担任领导职务的职级公
务员依据隶属关系接受领导指挥，履行职责。

（下转6版）

巍巍群山，荒凉得只剩下瘦土和
怪石。这是3月27日记者在通往关岭
自治县新铺镇江西坪村一路上所看到
的景象。欣喜的是，在穿越永宁重重
浓雾的阴冷之后，迎来了新铺温暖透
亮的阳光。由此明白，数亿元的光伏
发电项目为什么会选择落户在空旷朝
阳的江西坪村了。

见有远客突然造访，新铺光伏电
站站长沈国民有些腼腆和拘谨。这个
来自云南曲靖的外乡人谈得更多的是
他们六七个人如何维护占地1200余亩
的光伏板正常运行发电。

但江西坪第一书记陈学忠和沈国
民不一样，谈起落户村里的光伏发电
项目，却是赞不绝口，用了“天时、地
利、人和”几个词语来概括。

记者来到光伏板安装区，只见在凹
凸不平的石头堆里安装起一组组呈长方
形的钢架，每组钢架上放置了18块黑底
白边的光伏板，一组紧接着一组，一排紧
挨着一排，依山势沿坡型弯弯曲曲地向
远处延伸。由山顶向山脚看去，黑白相
间，朝向一致，漫无边际，甚是壮观。

贫困村迎来新能源大项目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低碳化新
能源的开发成为世界各国发展过程中
共同关注的话题。作为一种新型的、
可持续发展的新型清洁能源，光伏能
源的开发及利用率的提升，对于减少
大气污染、保护环境具有非常重要的
作用，同时还能有效的缓解能源危机。

近年来，我市大力支持绿色能源
项目的建设，在全市范围内选择太阳
能资源丰富的地区建立集中式光伏电
站，并把光伏发电作为扶贫项目延伸
到贫困村寨，既发展高效环保产业，又
让贫困户从中受益，形成一种绿色能
源驱动长效脱贫的新模式。

作为深度贫困村，江西坪村326户
1461 人中，建档立卡贫困户就占了
230户1052人。全村田地少，荒坡多，
生态脆弱。水源缺乏。但该村平均海
拔仅为800米，年平均气温12—20℃，
光照时间长，是光伏电站选址绝佳之
地。在市、县、镇三级政府和贵州电网

安顺供电局的积极推动下，2016年，由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投资建设的新
铺光伏电站顺利落户江西坪村，项目
一期投资35542万元，占地面积1265
亩。2017年6月30日正式投入运营，
实现了该光伏方阵首次并网发电。

（下转2版）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集中学习研讨会

光伏发电“点亮”关岭深山
□本报记者 古宇 甘良莹 实习记者 李丽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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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罗洪江 记者 桂传念）
为优化平坝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推动
蔬菜产业提质增效，按照省委省政府、
市委市政府的总要求和总部署，平坝区
以天龙镇高田村为中心加快建设现代

高效蔬菜示范园区，推进安顺高标准蔬
菜保供基地建设，全力打造高标准蔬菜
种植基地，实现企业助农、富农，振兴乡
村经济，百姓、企业互盈的双赢局面。
目前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近日，记者在位于平坝区天龙镇
的安顺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一期项目
地看到，园区的灌溉管道已安装完毕，
产业道路正在建设中，工作人员正忙
着打桩、划线和测丘块，各项工作正在
有序推进。基地的其它工作也在有条
不紊地开展着，农垦机械在进行平整
土地的收尾工作，工人们也忙着施肥、
松土、为种植蔬菜做好充分准备。

该项目自启动以来得到了平坝区
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以及高田
村支两委的支持。为了确保项目早日
建成，村支两委逐户到思想不通的农
户家中做思想工作，给农户算经济账，
讲清项目建设带来的效益。

平坝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经反复调研，平坝区按照136
模式进行建设，即 1000 亩先行区、
3000亩核心区、6000亩示范区，计划

用两年的时间创建１万亩高标准蔬菜
示范园区，截止目前，高位蓄水池在
建，田间输水管网铺设80亩，连架河输
水管道铺设1600米，穿洞引水管道铺
设2000米，排涝沟建设80余米，机耕
道路建设600余米正在夯实硬化，其它
设施建设也在同步推进，田间80亩喷
灌已试水。”据了解，目前基地的各项
工作推进顺利，３月底便可进行大规
模的蔬菜种植。

据悉，为助推乡村产业发展，促进
农村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平坝区积
极贯彻落实省市相关要求，按照绿色
化、规范化、规模化、产业化的高标准
建设蔬菜示范基地，建成后将通过“公
司＋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建立
健全蔬菜产业发展与贫困群众的利益
联接机制，届时高田村蔬菜基地将发
挥示范带动作用。

平坝将打造万亩高标准蔬菜示范园区

工人在示范园内忙碌工人在示范园内忙碌 □□记者记者 詹艳詹艳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