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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武贵琼）笔者从安顺市
教育考试管理中心获悉，随着2019
年高考的临近，安顺市高考人数已经
统计完成，2019年安顺市共有22729
名考生报名参加考试。

据悉，西秀区文史、理工类报名
人数9411人，中职报高职类报名人
数1518人，共10929人。平坝区文
史、理工类报名人数2111人，中职报
高职类报名人数119人，共2230人。

普定县文史、理工类报名人数2375
人，中职报高职类报名人数273人，共
2648人。镇宁自治县文史、理工类报
名人数1429人，中职报高职类报名
人数486人，共1915人。关岭自治县
文史、理工类报名人数2613人，中职
报高职类报名人数135人，共2748
人。紫云自治县文史、理工类报名人
数2127人，中职报高职类报名人数
132人，共2259人。

今年全市共有22729名考生
报名参加高考

本报讯（本报记者） 3月 29日下
午，市交通局、市交警支队、市道路
运输局、安顺汽车运输公司、市公
交 总 公 司 主 要 负 责 人 将 走 进
102.9、105.9 交通广播直播间，对 3
月4日启动“民声问政”走进公共交
通行业媒体采访活动以来，收集到
的突出问题进行在线交流，并接听
市民热线，对市民提出的问题现场
答疑。安顺新闻网将同步进行网
络直播。同时，安顺电视台将录制

视频在安顺电视台《直播安顺》栏
目中播出。

届时，欢迎广大市民通过102.9、
105.9交通广播、安顺新闻网进行收
听收看。

据悉，访谈结束后，各单位负责
人将结合工作职能职责，就下一步如
何加强公共交通行业服务管理对市
民做出承诺，对市民反映突出的问题
进行进一步的跟踪整改，并在安顺电
视台《新闻联播》中进行播出。

本周五电台网络直播“民声问政”

与网友在线交流
公共交通行业突出问题

本 报 讯（记
者 唐 琪） 近 年
来，经开区各级纪
检监察机关采取

“听”“查”“谈”的
方式，对受处分的
75名违纪人员进
行回访教育，使一
批受过处分的干
部知错改错，跌倒
后又重新站起来，
全身心投入到工
作中。

听 取受处分
人员受到处分后，
对自己所犯错误的
认识，真正从思想
上知错改错，振作
精神，重新站起来，
重拾自信心，努力
工作；听取受处分
人员在工作、和生
活上遇到的问题、
困难，是否需要组
织帮助解决、协调；
与其家属进行沟
通，听取其在思想
上变化，积极引导
其健康生活和工
作；走访有关单位
党组织，开展个别
谈话、召开座谈会
等形式，听取单位
意见建议，不让每
一名违纪干部“掉
队落下”。

查阅受处分人
员上下班考勤情况、工作情况以及工
作台账等，如实掌握受处分人员的思
想动态、工作态度、履职情况；走访了
解受处分人员所在单位主要负责人、
干部职工意见，查看所在单位党组织
对受处分人员进行日常教育、监督管
理的情况。对彻底改正错误、工作积
极主动、表现突出的，按期恢复党员权
利和解除行政处分；对思想态度不端
正，教育转化不彻底、工作上庸懒慢浮
拖，消极懈怠的，重点加强教育、管理
和监督。

通过登门恳谈、集中座谈、书面
访谈等形式开展回访教育，重点针对
其违纪事实和本人的疑惑、顾虑，拉
家常、谈认识、说体会，教育帮助受处
分人员正确认识错误、正确对待处
分，促使他们放下思想包袱、调整心
态、端正态度、改正错误。同时，会同
所在部门（单位）领导对受处分人员
面对面谈心，了解受处分人员作风是
否务实，为政是否清廉，党性是否增
强等，切实帮助他们恢复干劲和自
信，以良好的精神面貌干事创业。

2018年11月，为响应市委组织部
号召，安顺市扶贫开发投资公司运营
部部长、市农投公司总经理助理邢学
营积极服从组织安排，被选派到镇宁
自治县沙子乡挂职乡党委副书记，并
兼任深度贫困村这然村的村指挥长、
同步小康驻村干部，开展脱贫攻坚帮
扶工作。

近半年帮扶工作过去了，邢学营
心里最大的感受是：“用心才能当好一
名帮扶干部”。

真心驻村：“用心帮扶，绝不当
过客”

沙子乡属镇宁自治县贫困乡镇，
地处偏僻，多山少地，群众居住分散，
村民生活条件相对较差。常年在市直
机关单位工作的邢学营一下转变身份
成为农村一线工作者，面对巨大的压
力，群众的渴望，他暗自下决心“一定
要用心帮扶，绝不当过客”。

下乡帮扶工作以来，邢学营认真
开展贫困户走访工作，走村串户了解
具体情况，查看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
展项目，牵头组织修路，督促危房改
造，与驻村工作队员、村支两委同吃、
同住、同工作、同劳动，一起下组入户，
了解村情民意。

驻村近半年时间来，进寨入户调
查走访50余次100余人次，组织参与
召开村各类会议20余次，针对群众反
映没有自来水管、饮水长期得不到保
障的问题，他积极协调县自来水公司、
乡平台公司为全村80户村民安装自来
水管，并在这然村新修建供水站一座，
确保村民能够及时吃上安全、干净的

自来水，改变了以往吃水靠人工背挑、
河边抽水的饮水困状，解决全村饮水
困难，受到村民百姓的赞扬。

目前，在邢学营带领组织下，这然
村新修建村组串户路13000平方米，
已为28户危房户实施了新建住房及住
房提升工程，其中18户新建房户都已
搬进了新家、为38户家庭困难农户安
装了门窗，解决了屋内常年跑风漏雨
的困境。

贴心为村：“帮村书记，为脱贫
而来”

面对市里来的干部，村民们会疑
惑地问：“市里来的到我们这村里来干
什么！”，“我是帮扶干部，就是为你们
脱贫而来”。看到村民半信半疑的目
光，邢学营就下定决心要为群众办实
事，解民忧，坚决打赢打好脱贫攻坚这
场硬仗。通过长时间的走访，他了解
到这然村之所以沦为深度贫困村，最
主要的原因是产业薄弱，农村经济发
展后劲不足。

农民要脱贫，产业发展是关键。
邢学营在村里多次召开群众会、村民
小组会议，与村支两委一起动员群众
流转土地，以每亩600至700元不等的
价格将600余亩土地流转给乡平台公
司种植葛根，带动全村102户贫困户入
股参与发展，以8%的保底分红收益帮
助贫困户增收致富。

在邢学营的组织及村支两委的培
养和扶持下，这然村贫困户韦华云成
立了村里第一家合作社，目前入社农
户11户。邢学营主动牵头邀请市农科
院相关专家到这然村进行产业发展指

导规划，精准把脉，使村集体产业发展
更加科学、可持续性。

据了解，该合作社先后带动贫困户
种植工业辣椒98亩、带动56户贫困户种
植葛根600亩，并得到每亩8%的保底分
红收益；目前该合作社投入50万元正在
新建3个养殖大棚共2000平方米的基
地，用于发展养鹅项目。韦华云也由贫
困户转变成了村里面的致富带头人。

作为沙子乡挂职乡党委副书记，
为进一步促进沙子全乡产业发展，邢
学营利用自身从事产业投融资的丰富
经验优势，牵头组织实施发展香葱种
植产业，并与乡党委书记一起带队到
贵阳农贸市场、贵州望峰岭农业公司
基地考察香葱种植及销售市场前景。
引进贵州望峰岭农业公司来沙子乡以

“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合作模式种植
香葱，拟投入100万元资金，种植1000
亩香葱，项目可带动沙包村、这然村、
乐纪村、弄然村等4个深度贫困的贫困
户发展产业，让其足不出村就可实现
在家门口就业的致富梦。目前该项目
一期工程已投入资金40万元，流转土
地400余亩，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爱心暖村：“贫困群众的满意
度，是我工作的热度”

百姓的事无“小事”。在帮扶工作
中，邢学营尽心竭力为群众办实事、做
好事、解难事。

在入户访谈中，邢学营得知贫困
户韦雄一家4口人，长女今年18岁读
高二、小儿子14岁读五年级，夫妻常年
在浙江务工，于2015年脱贫，但一直对
脱贫政策不满意，对政府工作人员有

抵触情绪。经了解原来是其长女读高
中未享受到教育资助政策，得知这一
情况后，他主动联系上韦雄，经过沟通
交流，做通了其思想工作，并积极沟通
协调乡扶贫办、县教育局为其女申报
教育资助开通补报通道，成功为其获
得了1900元的教育资助，提高了贫困
户的满意度。

贫困户项小三一家六口人没有住
房，眼看着就要到过年了，邢学营了解
情况后，与村支两委商量，立即将村委
原来的老办公室腾出来，先让项小三
一家人临时住着，并为其解决了床位
和铺盖用品，让项小三一家六口人安
心回家过完了春节。目前，村里面已
经为项小三一家申请了危房改造项
目，正按照相关程序组织实施。

乐纪村10万吨白萝卜出现滞销，
价格低至1.5 毛钱一斤也无人问津。

“如果两个星期之内再卖不出去，到时
就真的要烂在地里面了，真愁人。”邢
学营说，当他得知这一情况后，积极联
系县、乡级平台公司，充分运用相关资
源寻找收购方，经过对接，由贵阳一家
经销商全部收购，解决了乐纪村农户
的燃眉之急。

“只有把脱贫攻坚中的每一件小事
做好了，贫困户才会满意，人民群众才
会真正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只有以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奋斗精神，才能
带领贫困群众走出贫困的洼地。”邢学
营说话间又踏上了走村入户的征程。

本报讯（实习记者 高兰萍） 3月
26日，“文明中华生态茶叶基地落户
安顺暨中兴互联携手贵州安顺茶业
集团打造万亩茶园计划”启动仪式在
九龙山国家森林公园举行，标志着文
明中华生态茶叶基地落户安顺。市
委常委、副市长刘江出席活动。

据了解，文明中华生态茶叶基地
为响应国家扶贫攻坚战略大政策及
贵州省“黔货出山，消费扶贫”等精准
扶贫战略政策而打造的。该茶叶基
地从2019年起开始建设，预计3至5
年时间，基地以九龙山森林公园为核

心范围，分阶段完成万亩茶园的建
设。未来能够大力带动本地就业，为
改善民生、助力脱贫作出贡献。

据悉，随着本次文明中华生态茶
叶基地正式落户安顺，万亩茶园不仅
可以将安顺的地域优势发挥到极致，
可带动本地就业，为消除贫困、改善民
生、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作出贡献。

活动现场，贵州安顺茶业（集团）
有限公司与普定县化处镇水井社区
居委会共同签署了战略帮扶协议，依
靠安顺茶产业为消除贫困、改善民
生、实现共同富裕做出一份努力。

文明中华生态茶叶基地落户安顺
九龙山森林公园将建万亩茶园

（上接1版）
此外，社区通过比选，引进紫云

自治县紫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在
加强社区物业管理，提供就业渠道
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该公司负责
人罗传美说，“公司为贫困户提供保
安保洁岗位 9个，联系新城农贸市
场提供保安保洁岗位 8个，联系紫
云自治县合力超市提供就业岗位
10个。”

社区还积极探索新路子，拓宽贫
困户就业渠道，在社区内划定范围作
为自由经营区，提供规范管理和服
务，供搬迁贫困户集中摆摊售卖蔬
菜、小吃等，实现在家门口自主创业
创收。

“住在这里好哇，在这里又方便
又能赚到钱。一个簸箕六七块钱的
成本，可以卖到70块钱，一个月也能
挣1000元左右。”采访中，记者遇到
正在编手工簸箕的 74岁老人姚秀
忠，老人告诉记者，他一家四口是从
宗地镇新寨村搬迁来的建档贫困户，
以前住新寨村，出去卖簸箕，来去要
走好远的路，搬到社区后，簸箕直接
拿到自由经营区摆摊，方便多了。

推进公共服务 打造幸福生活

为推进公共服务，方便群众办
事，城东社区以党建引领，推进“五个

体系”建设，积极协助社区着力打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党建文化广
场，还致力于从教育、医疗、交通、安
保等方面，全方位实现便民服务。

为了增强搬迁群众归属感，城
东社区请出搬迁户原乡镇干部，为
社区居民提供一对一帮助，切实解
决贫困群众反馈登记的问题，并做
好详细台账。

公共服务的不断完善，让搬迁群
众娱乐学习有场地、生活工作更方
便，腰包鼓鼓有收入，“家”的感觉更
浓厚，搬了家，也搬了心。

“社区生活很好哇，小孩读书和
老人看病都很方便，听说实现10分
钟从社区抵达县城中心的公交也要
开通了，到时候出门就更便利了。”说
到现在生活上的改善，一位正在广场
散步的大叔乐呵呵地说，搬迁户也都
熟悉彼此，真正有了家的感觉。

目前，社区内232名学生全部实
现家门口读书，同时，社区开办的“四
点半学校”解决了小学生课后无人管
的问题。社区所有老年人健康医疗
本已实现全覆盖，从五峰卫生院抽调
驻点的2名医生为社区居民解决接
种、小病治疗等医疗服务，让搬迁户
就医更方便。此外，社区实现监控全
覆盖，并成立“网格警务室”，实现第
一时间解决民事纠纷问题。

紫云城东社区：

党建引领破难题
搬迁开启新生活

（上接1版）

环保电能进入千家万户

新铺光伏电站规划装机为100兆
瓦，一期项目装机容量50兆瓦，由50
个1兆瓦多晶硅电池光伏方阵组成，
共50个光伏发电单元。年均利用日
照时长达1060小时，年发电量达到
5860万千瓦时。该项目于 2017年
06月30日升压站首次带电，2017年
06月30日光伏方阵首次并网发电。

在漫山遍野的光伏板之间，记者
不时看到一组组标注着“逆变器”、

“箱变”、“高压进电室”等字样的设
备。沈国民告诉记者，电站主要通过
多晶硅电池光伏板把光能转换为电
能，经逆变器等设备把直流电变为交
流电，升压后送至顶云变电站，并入
安顺主电网后，输送到千家万户。

据测算，该光伏电站自建成投产
以来，到现在已向安顺电网输入清洁
电量近1.1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
准煤4.68 万吨，有效减排二氧化碳
12.35万吨、减排二氧化硫0.44万吨。

根据按照项目规划，新铺光伏电
站总装机容量为100兆瓦。下一步，
各级有关部门将积极配合投资方做
好二期工程项目选址、土地流转、入
网通道建设跟踪协调等工作，争取进
一步突出规模效应，使光伏项目产生

更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让更多村
民、贫困户得实惠。

占地千余亩的光伏电站仅有六
七名运维人员常驻，这是因为这一新
能源发电项目均是自动运行。他们
运维人员所要做的就是日常的检修
和组织村民锄草，还有就是防范火
灾。为此，站里所有人员每天都要上
山巡视检查光伏组件。

拓宽渠道带动群众增收

陈学忠所说的“天时、地利、人
和”，分别指的是国家的好政策、江西
坪村的光照条件和全村人盼发展想
发展的决心。他说道：“电站选在我
们村里，占用的基本上都是难以耕作
的荒山和荒地。现在不仅派上了用
场，村民可以拿到土地租金，还带动
了村里大量劳动力务工，正是一举多
得的好项目。”

陈学忠给记者计算了光伏发电
项目为全村带来的增收账。电站与
江西坪村签下了 25 年的土地租用
期，投资方一次性拨付给村委160多
万元的土地流转费用，有效壮大了该
村集体经济。同时，还租用了村民的
部分土地，以每亩29060元的价格一
次性付款。仅这项收入，全村户均获
得了一万至十几万元的土地流转费
用收入。

同时，电站每年需锄草两次。电
站每次一次性支付给江西坪村委29
万元的务工费用，一年两次共58万
元。由村委组织群众锄草，人均每天
可获80元的务工收入。

柑子组村民鲁德伦因妻子患病
需要人照顾，孩子还在上小学，种地
收入低，自己又无法出门打工，生活
过得辛苦而无奈。“没想到现在我们
家门口也能有这么先进的光伏电站，
平时去干点活赚钱，也不耽误家里的
事，国家扶贫政策就是好啊。”鲁德伦
感慨道。而建档立卡贫困户周玉刚
不仅把自家的几亩土地流转给了电
站，还不时去参加除草、清洗发电板，
或者搬运物资材料挣工钱。

2014年以来，江西坪村通过发展
“关岭牛”养殖，种植皇竹草、砂仁等
产业，贫困人口已经在逐年减少。自
2017年起，有了光伏发电这一清洁能
源产业的“加持”，全村的贫困人口更
是快速下降到了2018年底的 13户
34人。“光伏电站项目的进驻，极大地
增强了群众脱贫的信心。”陈学忠说。

采访结束，回望横跨山间的光伏
电站，20余万块光伏板在阳光的照射
下，正在不断将光能聚集，变成源源
不断的电能，点亮的不仅仅是千家万
户的照明之灯，还点亮了深山群众脱
贫致富的小康之路！

光伏发电“点亮”关岭深山

脱贫攻坚群英谱

邢学营：用心才能当好帮扶干部
□本报记者 伍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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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时节，记者在关岭自治县花江镇看到春耕备耕已
经展开，3月27日，记者航拍到空旷的田地里有星星点点

的白色肥料袋子摆放在田间。
□记者 卢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