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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磅礴力量 夺取决战胜利 （第六版）

为依法严惩黑恶势力犯罪为依法严惩黑恶势力犯罪

提供更坚实的法治保障提供更坚实的法治保障
——四部门印发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等意见

（第三版）

搬出穷山沟搬出穷山沟 融入城镇新生活融入城镇新生活

每天在居住的小区里巡逻，每顿
都能吃上老伴做的拿手菜，每月还有
2000多元的收入……贵州武陵山区
深处的土家族老汉张玉顺，怎么也没
想到 60 多岁了还能从山村搬到城
镇，并且在家门口找到一份当保安的
工作。

张玉顺是贵州188万易地扶贫搬
迁群众之一。作为全国易地扶贫搬迁

人口最多的省份，贵州从搬迁群众就
业、就医、融入城市生活、小孩上学、社
区服务等方面入手，继续书写易地扶
贫搬迁“后半篇文章”，确保将安置点
建成搬迁群众的幸福家园。

135万人搬迁入住，后续扶持
成重心

“我家有两个壮劳力，能多申请一
个棚吗？”“今年能不能多派几个技术
员进行指导？”“今年保底收购价是多
少？”……近日，在贵州省安龙县钱相
街道五福社区居委会，一场食用菌种
植动员培训会吸引了80多名群众参
加，现场气氛热烈。

记者看到，来参加培训的既有
二三十岁的壮劳力，也有五六十岁
的中老年人，有的妇女还背着孩
子。搬迁户张乾庄说，去年他家种
了6个大棚，但因缺乏经验，赚的不
多，今年想“多搞几个棚，好好跟着
技术员学习”。

五福社区党支部书记肖亚琪介
绍，五福社区共安置安龙县7个乡镇
2024户9200人，社区周边建有工业
园区、石材园区、蔬菜基地、养殖基
地，安置区内已建成食用菌产业园、
服装加工厂，就业潜力大。

类似五福社区这样的易地扶贫
安置点，贵州省共有946个。按照规
划，贵州在“十三五”期间将实施易地
扶贫搬迁188万人，涉及全省83个
县9449个村，搬迁贫困人口占全省
贫困人口三分之一、占全国搬迁贫困
人口的六分之一，是全国搬迁人数最
多的省份。

贵州省生态移民局党组书记王
应政说，全省已有135万人搬迁入
住，当前工作重心已从解决好“如何
搬、怎么搬”向“搬后怎么办”转变，从

“以搬迁为主”向“后续扶持和社区管
理”转变，从“搬得出”向“稳得住、能
致富”转变。

“群众搬迁到哪里，服务就
延伸到哪里”

“我找不到回家的路，只记得家
门口有个斜坡”“我不会用电梯”……
从“换灯泡”到“疏通马桶”，从“过马
路”到“扔垃圾”，搬迁群众刚进城遇
到一系列的“不适应”。

遵义市习水县岷山路社区干
部陈少波说，为让搬迁群众尽快适
应新生活，社区实行网格化管理，
县委宣传部、县团委、县工会、县妇
联等单位纷纷结对帮扶。

记者走访铜仁、毕节、遵义等地
数十个安置点了解到，陈少波遇到的
问题并非个例，类似情况较为普遍，
各地正积极解决社会融入、公共服务
供给等问题。

“我们实行一站式办公，群众‘最
多跑一次’就能把事情办好。”黔西南
州册亨县百口乡党委书记罗朝康说，
百口整乡搬迁安置点设有政务服务中
心、党群活动中心、综治警务中心、就
业创业服务中心等机构，还配套建设
了“青春课堂”“银发课堂”、幼儿园、便
利超市、休闲广场等。

铜仁市组织派驻干部、社区干部、
楼长、物管等分工包户帮助移民群众
熟悉新环境，并成立移民安置区后续
服务团队，把房屋维修、家电安装维
修、急救、火警等联系电话张贴在住房
楼道显眼处。

黔西南州自2017年底开始探索
实施“新市民计划”，从产业发展、文化
旅游、教育、就业创业、卫生健康、资源
权益、兜底保障等13个方面，推出了
一揽子配套措施。

“将安置点建成幸福家园”

安置地的生活质量和迁出地的资
源收益，直接关系移民群众能否“稳得
住、能致富”。最近，贵州省委、省政府
专题部署全省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工
作，围绕搬迁群众从农民向市民转变
的过程，推进“五个体系”建设，将安置
点建成和谐有序、绿色文明、创新包
容、共建共享的幸福家园。

——加强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
系。衔接好搬迁群众农民和新市民

“两种身份”、迁出地和安置地“两种利
益”，重点完善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社
会保障、社区服务等，确保实现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

——加强和完善培训就业服务体
系。继续加强劳动力全员培训，加强
安置点产业培育，实现“有劳动力家庭
一人以上就业、‘零就业’家庭动态清
零”。据统计，2016年至2017年度搬
迁的121万人中，户均就业1.7人。

——加强和完善文化服务体系。
重点聚焦感恩教育、文明创建、公共文
化、民族传承“四进社区”，增强社区凝
聚力。

——加强和完善社区治理体
系。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针对安置点
的人口规模，分别设立街道办事处、
社区居委会、居（村）民小组，加强安
置点管理。

——加强和完善基层党建体系。
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社区基层党组
织建设为主线，突出政治功能，把每个
安置点基层党组织建成坚强战斗堡
垒。根据党员数量、分布等情况，合理
设置党总支、党支部，确保党的工作全
覆盖。

目前，移民搬迁后续工作正得到
越来越多搬迁群众的肯定。“既然在城
里扎下根儿，我们也要奋发图强奔小
康。”张玉顺说。

“在省外打临工存不了钱，在家务
农全家人只能勉强填饱肚子。”袁波在
紫云自治县板当镇新塘村时，他常年
在外打临工养家糊口，妻子在家干农
活，照顾四个孩子，全家人日子过得紧
巴巴的。

易地扶贫搬迁到板当镇镇上的新
居后，政府牵线搭桥帮袁波找到一份
开环卫车的新工作，每月固定工资
2300元，妻子在小区旁找了个门面，开
起了社区小超市，每月纯收入超过
3000元，袁波一家人在城里开始了全
新的生活。

袁波只是我市采取多种措施做好
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的受益者
之一。易地扶贫搬迁，不仅仅只是帮
助贫困群众搬出“穷山沟”，还要解决
群众“搬出来后怎么办”的问题，群众
搬进新居能安居乐业、过上幸福生活
才是根本。

西秀区彩虹社区把工厂建在了小
区旁，确保搬迁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上

班挣钱。
关岭自治县同心社区以社区党

支部牵头成立社区志愿服务队，网格
化的管理提升了搬迁群众安全感、满
意度。

紫云自治县板当镇圆梦社区依靠
镇级平台公司打造的生态循环农业产
业园区，带动解决了大部分搬迁群众
的就业。

………
从山沟沟搬进城里，搬迁群众生

活方式变了个样。为帮助群众度过适
应期，尽快融入搬迁后的生活，我市紧
紧围绕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强化培训
和就业服务、提升文化服务、加强社区
治理及基层党建等五个方面，着力做
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切实
让搬迁群众搬迁后能安居乐业、奔向
小康生活。

打好政策“组合拳”
解决搬迁群众后顾之忧

“孩子现在在思源学校读书，每天
有摆渡车接送。”在公司上班的韦小
毡，从镇宁自治县良田镇柿寨村搬到
镇宁谐美社区易地扶贫搬迁点，到了
城里开启新生活，谈起她最关心的事，
还是孩子的教育问题。

长期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农民，穷
了一辈子，不能再让自己的孩子接
着穷。

“搬到城里去了，孩子的上学问题
怎么办，能像城里孩子一样享受优质
教育吗？”

4月 8日下午，记者走进谐美社
区，被一群孩子的玩闹声吸引住，跟随
着声音走近一看，原来是小区的幼儿
园里，一群小朋友正跟着幼儿老师玩
游戏。

据谐美社区工作人员黄文刚介
绍，为了解决搬迁群众的孩子在城里
的上学问题，小区专门建立了新的幼
儿园——环翠街道第四幼儿园，而针
对小学初中学生，则由政府安排的免
费摆渡车接送到离小区最近的思源学
校就读。

易地扶贫搬迁对象多数长期生活
在土地贫瘠、交通闭塞的大山深处，他
们远离了故土，离开熟悉环境，搬迁到
城里一切都是陌生的，离开了故乡，家
里的土地怎么办，到了城里孩子上学
怎么办，生病了怎么办？为让他们能
安心在城里生活，我市采取了一系列
举措，整合各种惠民政策“组合拳”，打
消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下转2版）

4月9日，记者在平坝
区东外环道路建设施工
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在加
紧施工。平坝区东外环
道路整体走向为西南至
东北，起点接贵黄路大硐
村，终点接江西村，全长
9.29公里，总投资24.77亿
元。按城市快速路兼城
市主干路进行设计，主路
设计速度为每小时 80 公
里，双向六车道。

□记者 卢维 摄

“搬迁到哪里，服务就延伸到哪里”
——贵州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

□新华社记者 李银 杨洪涛 刘智强

融入城镇新生活 阔步奔向美好明天
——我市多措并举全力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

□本报记者 伍水清 刘景钰 实习记者 高兰萍

本报讯（本报记者）为进一步增
加全市垃圾处理能力，市发改委主动
作为，积极与省发改委沟通对接，争
取我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二期
工程。日前，省发改委正式批复核准
我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二期工
程，批复同意在项目原有建设地点安
顺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内建设生
活垃圾处理设施400吨，并配置相应
附属设施，项目总投资1.2亿元。

批复的通过，标志着我市垃圾
焚烧发电项目二期工程正式进入各
项前期工作程序。该项目建成后，
可缓解目前城区生活垃圾处理的紧
张状况。

在下一步工作中，市发改委将继
续加强对项目建设的工作指导力度，
力争该项民生工程及早投产使用，为
改善城区环境、建设美丽安顺作出应
有贡献。

我市生活垃圾处理能力建设提速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二期工程获批

贵州日报讯（记者 王恬）为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的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精神，中央扫黑除恶第19
督导组近日进驻贵州省开展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督导工作。4月9日，中央扫
黑除恶第19督导组督导贵州省工作动
员会在贵阳召开，中央扫黑除恶第19
督导组组长乔传秀、副组长李伟就做
好督导工作分别作了讲话，贵州省委
书记孙志刚作了动员讲话，会议由贵
州省人民政府省长谌贻琴主持。

中央扫黑除恶第19督导组组长乔
传秀指出，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
一项重大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对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高度重视，不仅亲
自决策、亲自部署，而且时刻挂在心
上，不断加强指导。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指示，深刻指出了开展专项斗争
的重大意义、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工

作重点和方法步骤，具有很强的针对
性、指导性，是我们搞好专项斗争的强
大思想武器。督导组要认真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增强

“四个意识”，充分认识到这场斗争事
关人心向背、治乱兴衰，自觉将其作为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促进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举
措来推进，切实增强历史使命感；充分
认识到这场斗争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如果人民群众安全感没有保障、公
平感缺失，就谈不上全面小康，自觉将
其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
要求来把握，切实增强工作紧迫感。
与贵州省委省政府齐心协力做好扫黑
除恶督导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
国成立70周年。

乔传秀强调，中央扫黑除恶第19
督导组这次进驻贵州省，重点是围绕
政治站位、依法严惩、综合治理、深挖
彻查、组织建设和组织领导等督导重

点，坚持问题导向，发现问题、聚焦问
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边督边改，共
同推动贵州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一
步深入开展。贵州省各级党委和政府
及其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坚决打赢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这场硬仗。

孙志刚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
要指示精神，提高政治站位，坚决贯彻
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
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大决策
部署。要强化责任担当，切实增强接
受中央督导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
行动自觉。要坚决服从安排，全力配
合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开展工作。要
抢抓督导契机，奋力夺取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压倒性胜利。

会上，李伟还就做好督导配合、边
督边改、信息公开、条件保障等工作提
出了要求。中央扫黑除恶第19督导组

成员，贵州省党政班子相关成员出席
会议，贵州省政协主席，省人大常委会
有关负责同志，省人民检察院、武警贵
州省总队主要负责人，省委有关部门
和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以及贵
阳市党政主要负责人及班子相关成员
列席会议。其他市(州)、贵安新区，各
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人、有关部门
主要负责人在当地通过视频会议列席
会议。

根据安排，中央扫黑除恶第19督
导组督导进驻时间原则上为1个月。
督导进驻期间(2019年4月9日—5月
8 日) 设 立 专 门 值 班 电 话 ：0851—
85895563；0851—85895969，专门邮
政信箱：贵阳市A012号邮政信箱。督
导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00—
20:00。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
导组职责，中央扫黑除恶第19督导组
主要受理贵州省涉黑涉恶方面的来信
来电举报。

中央扫黑除恶第19督导组督导
贵州省工作动员会在贵阳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