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明前后，镇
宁自治县小黄姜陆
续进入大面积种植
阶段，全县各乡镇
的田间地头，到处
都是姜农们忙碌的
身影。
□记者 陈国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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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甘良莹 文/图）
近日，关岭自治县新铺镇通往金龙
村、江西坪村的道路上，不时可以看
到挖掘机在向路面外沿开挖，施工人
员有的搬石头，有的搅拌泥沙铺路，
一派繁忙景象。这是关岭农村通村
通组路网全覆盖建设工程（一期）项
目的施工现场之一。

“现在农村的私家车、运输车辆越
来越多，原先的路只能容得下一辆车
通过，有的地方也破损了，出行或是要
运送东西实在是不方便，等路面扩宽
完工就好了！”从施工队伍进入村里开
始修路，村民们就充满了期待。

记者从关岭自治县交通运输局
了解到，为改善关岭农村交通基础设
施状况，解决建档立卡贫困村贫困户
日常生产生活出行问题，实现农村通
村通组路网全覆盖，经县交通局与国

开行贵州省分行对接，关岭农村通村
通组路网全覆盖建设工程（一期）项
目顺利实施建设。

据介绍，该项目全长1096公里，
按照四级公路标准，路基宽度6.5米，
沥青面层，设计速度为每小时20公
里，总投资12.3亿元。项目惠及国家
试点贫困县135个村，其中建档立卡
贫困村71个，惠及建档立卡贫困户
18408户，贫困人口66300人。

该项目共分八个标段，其中一标
段为断桥镇、坡贡镇，二标段为沙营
镇、岗乌镇，三标段为上关镇、普利
乡，四标段为花江镇，五标段为新铺
镇，六标段为永宁镇，七标段为顶云
街道办，八标段为龙潭街道办。项目
建设工期为36个月，已于2017年1
月份正式开工，拟于2020年完成建
设任务。

关岭改扩建
1096公里通村通组路

施工现场施工现场

为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排查深挖村干部涉黑涉恶问题
线索，进一步纯洁村干部队伍，筑牢
基层战斗堡垒，推进基层社会和谐
稳定。欢迎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提供
村干部涉黑涉恶问题线索，我们将
第一时间调查核实。举报问题一经
查实，将按程序严肃处理，绝不姑
息。对举报人员信息，我们将实行
严格的保密措施。现将我市市县两
级党委组织部门举报联系方式公告

如下：
一、中共安顺市委组织部：中共

安顺市委组织部组织员办，邮编
561000，举报电话：33281444。

二、中共西秀区委组织部：中共
西秀区委组织部组织一科，邮编
561000，举报电话：33220589。

三、中共平坝区委组织部：中共
平坝区委组织部组织一科，邮编
561100，举报电话：34861180。

四、中共普定县委组织部：中共

普定县委组织部组织一室，邮编
562100，举报电话：38225459。

五、中共镇宁自治县委组织部：
中共镇宁自治县委组织部组织科，邮
编561200，举报电话：36228834。

六、中共关岭自治县委组织部：
中共关岭自治县委组织部组织科，邮
编561300，举报电话：37220075。

七、中共紫云自治县委组织部：
中共紫云自治县委组织部组织科，邮
编550800，举报电话：35233190。

八、中共黄果树旅游区工委政治
部：中共黄果树旅游区工委政治部党
建工作中心：邮编561022，举报电话：
33596033。

九、中共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工
委组织人事部：中共安顺经济技术开
发区工委组织人事部组织科，邮编
561000，举报电话：33416326。

特此公告。
中共安顺市委组织部
2019年4月9日

中共安顺市委组织部关于公布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村干部涉黑涉恶问题信访举报方式的公告

本报讯（记者 王兰） 4月8日，
全市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党建联席
会第二次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市委
组织部部长黄家忠主持会议，副市长
熊元出席会议。

会议通报了全市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点党建有关工作推进情况；各有
关部门、县（区）作了工作汇报。

会议指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党建联席会议制度是写好易地扶贫
搬迁“后半篇文章”的重要保障措
施。全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
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易地扶贫搬
迁安置点党建工作的重要性，强化党
建引领，抓好经验典型，着力打造一
批立得住、叫得响的易地扶贫搬迁党
建工作示范点。要以问题为导向，结
合实际，突出差异化指导，形成“一月

一指导、半月一调度、两月一通报”的
工作常态推进机制，切实提升易地扶
贫搬迁安置点党建工作质量和实效，
为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
致富，全力夺取脱贫攻坚决战决胜全
面胜利提供坚实的政治和组织保障。

会议要求，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中央、省、市有关要求部署上来，严
格对标对表，抓好贯彻落实。要坚持
靶向思维，摸清情况，明晰任务，精准
施策。要把握正确的政治导向，激励
干部敢担当、善作为，营造积极良好
的工作氛围。要转变工作作风，坚决
杜绝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以务实的
态度、扎实的作风、有力的举措落实
好相关工作。要强化统筹，“点”和

“面”一起抓，确保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点党建工作全面落地落实。

全市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党建联席会第二次会议召开

（上接1版）
解除“失地”顾虑。按照“三块地

确权到户”的思路，我市优先推进易地
扶贫搬迁群众“三块地”确权工作。搬
迁群众迁出后，对原承包地、林地、宅
基地的承包关系或受益关系保持不
变；对未发包的村集体耕地、林地及其
他土地，享有与迁出地村民同等权利。

严守保障底线。对符合城乡低保
和医疗救助政策对象，全部纳入低保、
医疗救助、临时救助范围，做到应救尽
救。目前，全市搬迁对象中符合低保
条件的6676人，已享受安置地城市最
低生活保障6674人，占99.97%；搬迁
对象中符合一次性临时救助条件的
59120人，已发放一次性临时救助金
53987人，占91.32%；已参加新农合医
保65027人，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37833人，参加安置地城镇职工医保
109人，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222人。

优化调整教育资源。全力做好适
龄儿童少年入学入园排查摸底和转学
入学入园保障工作。截至目前，我市
84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现有幼儿园
71所、小学70所、初中73所，基本能满
足搬迁群众子女就学需求。

合理布局卫生机构。确保各安置
点或就近区域具备1个以上运转正常
的医疗卫生计生机构，确保能够满足
搬迁群众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目前，
全市78个安置点现有医疗卫生设施
72个（卫生室47个、卫生服务站1个、
卫生院24个），医务人员912人，可实
现搬迁群众就近就医需要。

完善综合服务设施。按照便民利
民“六个一”服务工程标准，抓好社区
综合服务中心（站）、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文体活动中心、老年服务中心、
儿童活动中心、平价购物中心等建
设。目前，全市已搬迁入住安置点建
有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图书室36个、
乡愁馆3个、宣传栏61个、微信群46
个，文体活动中心29个、老年服务中心
31个、儿童活动中心25个、平价购物
中心26个。

住房医疗教育和农村土地产权有

了保障，乡愁有了寄托，搬迁群众的心
结打开了，搬进新居，没有了生活的后
顾之忧，成为城镇的新市民。

聚焦就业增收难题
确保搬迁群众安居又乐业

“搬来之前真不知道自己来了能
干什么，守着城里的新房没活干，还不
是照样过穷日子。”46岁的王小芬借着
国家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从镇宁六马镇
搬到了县城，不仅住上了宽敞的新楼
房，在社区干部的帮助下，凭着一手蜡
染的技艺在社区开起小作坊，当起了
小老板，一家人的生活也得到了极大
改善，生活无忧。

“在村里种了一辈子地，去到城里
能干什么？没有收入怎么办？”与王小
芬一样，在搬迁之前，诸多搬迁群众对
到城里生活有着深深的顾虑。

确保搬迁群众到了城里既安居又
能乐业，解决他们在城里的“生存”问
题，我市按照落实配套产业、实行全员
培训、实现充分就业“三张图”，全力做
好产业扶持与就业扶持工作，帮助搬
迁群众实现“稳得住、能致富”。

因地制宜布局配套产业。对中心
村安置并继续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
安置点，因地制宜地发展种植、养殖、
加工等特色优势产业；对地理位置优
越、交通便捷的安置点，创造条件发展
流通商贸业、加工业；对自然风光优
美、民族风情醇厚、旅游开发价值大的
安置点，打造乡村旅游休闲度假安置
区。截至目前，我市在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点落实产业项目140个，其中产业
项目93个、企业47个，共辐射解决就
业7385户19543人，占已搬迁人口数
的30.65%。

实行全员就业培训。以群众需求
为导向，以增收致富为目标，按照“因
人施培、因岗定培、因产施培”的原则，
开展搬迁群众就业培训。截至目前，
我市2016年项目已开展就业培训282
次培训15074人，占劳动力15412人
的97.8%。2017年项目已开展就业培
训293次14800人，占劳动力14998人

的98.6%。
多措并举实现充分就业。积极组

织开展“春风行动”“雁归兴贵”返乡农
民工专场招聘会、春节期间返乡农民
工服务等活动，搭建用工企业与易地
扶贫搬迁人员沟通对接平台，通过引
导就地就近就业、有组织劳务输出、返
乡创业带动、托底安置就业等方式促
进搬迁劳动力充分就业。截至目前，
我市2016年度搬迁户实现户均就业
2.09人，2017年搬迁户实现户均就业
1.91人。

好举措如同春风化雨，为搬迁群
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实惠。在迁出地
与迁入地多方合力下，搬迁户已实现

“一户一技能、一户一就业”。

党建引领社区管理与服务
让搬迁群众融入城镇新生活

4月8日，在谐美社区全秀民间工
艺有限公司的培训课上，正绣着手工
蝴蝶的搬迁户韦小毡，满面笑容。“一
天有40块钱的培训补贴，这个活儿又
轻松又干净，等培训上手后，一个星期
至少可以绣两三组绣品，一个月收入
2000多元，比以前在地里刨土靠天吃
饭强多了。”

50岁的周正芬，与韦小毡一样来
自良田镇柿寨村，家里有三个孩子，之
前在家务农，面朝黄土背朝天只能勉
强糊口，现在依靠手工缝制民族服饰，
转变为一名城市工人，每月固定收入
近3000元。

谐美社区为让搬迁群众全身心融
入到新家园，认真组织上好党的政策
宣讲、精神文明提升、就业创业引导这

“三堂课”。正是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教育、劳动方式和就业观念等培
训，让像韦小毡、周正芬这样的传统农
民到了城里很快转变了发展观念，适
应了新的就业方式，实现从村民到市
民和产业工人的转变。

要让搬迁群众真正“稳得住”，快
速融入和适应城市生活是关键，因为
搬迁不仅仅是地域上的移动，还需要
跨过民族、文化、情感的阻隔，帮助乡

亲们融入城镇。
“搬迁户到哪里，我们的服务就

要到哪里。”为更好地服务搬迁户，作
为同心社区的上一级，关岭自治县龙
潭街道办党委副书记卢松自从搬迁
户2018年 6月 11日入住那一天起，
他几乎每天都要到同心社区报到，服
务群众。

“基层没有阵地，就是一盘散沙。”
据卢松介绍，同心社区坚持党建引领，
在社区成立的小区志愿服务团队，每
周一均要开展走访活动，通过党员带
头在小区开展“感恩教育”。同时，在
遇到重大节点时，则由社区党支部牵
头组织搬迁群众开展文艺庆祝活动，
营造和谐的社区文化，增强群众之间
的感情交流。

不止是谐美社区和同心社区，在
全市其他安置点，为让搬迁群众逐渐
适应市民这个角色，我市社区干部积
极应对，给予搬迁户生活照顾、情感关
怀，尽力为他们排忧解难，让他们跨越
农民变市民的“坎”，帮助他们快速融
入新的城市生活。

聚焦党建引领，推进基层服务体
系建设。每个安置点都建立党支部，
成立社区服务中心，安置地政府组织
派驻干部、社区干部、楼长、物管、志愿
服务队等分工包户，帮助搬迁群众尽
快熟悉、适应城市生活。

强化社区治理，提升安全满意
度。我市统筹推进“天网”“小天网”

“雪亮工程”等监控设备设施建设，加
大警务室（站、窗口）建设力度，实现警
务服务100%全覆盖。

推进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丰富群
众精神生活。目前，在我市易地扶贫
搬迁安置点共成立演出团队35个、健
身团队5个、民间社团18个、电影放映
队23个，共组织开展社区演出102场
次，极大地丰富了搬迁群众精神生活。

他乡是吾乡。从过去“搬得出”，到
如今的“稳得住、能致富”，安顺易地扶
贫搬迁的后续帮扶工作让成千上万的
搬迁群众很好地融入了城镇生活，找到
生活的自信，阔步奔向美好的明天。

融入城镇新生活 阔步奔向美好明天

本报讯（记者 陈婷婷 实习记
者 罗坤兰） 4月9日，安顺市龙宫河
水库工程防汛抢险应急演练现场观
摩暨水务安全生产现场会召开，副市
长熊元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前，参会人员观看了平坝区石
朱桥水库创建安全生产文明工地纪
实和西秀区龙宫河水库工程防汛抢
险应急演练。此次演练背景为龙宫
河水库上游突降大暴雨，降雨量目前
达到105毫米，预计未来6小时最高
达到150毫米，雨水冲刷左右坝肩土
石，导致河道阻塞，减小河道行洪能
力，由于涨速较快逼近最高水位，极
易造成堤坝垮塌洪水涌入导流洞，危
及洞内人员及设备安全。现场值班
安全员巡查堤坝时发现险情，立即向
龙宫河水库工程指挥部汇报，经会商
决定启动《龙宫河水库工程防汛抢险
应急预案》。此次演练人员包括医疗
救治组、安全保卫组、物资保障组、防
洪抢险组，演练有序进行，任务圆满

完成。
熊元对此次演练活动表示肯

定。熊元要求，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和有关单位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
中央、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关
于安全生产工作的各项部署和工作
安排。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安
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
性。要增强责任意识，全面落实安全
生产责任。要聚焦重点领域时段，盯
死看牢“五一”“七一”期间水利安全
生产工作。要狠抓隐患整改，形成闭
环管理机制。要推进风险分级管理，
构建安全生产“双控”体系。要加强
应急值守，做好安全生产应急处置工
作，继续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到岗带
班、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和事故信息
报告制度。

会上,市水务局通报紫云自治县
打冲沟水库工程专项安全检查情况，
并对相关工作作出安排部署。

安顺市龙宫河水库工程防汛抢险应急演练
现场观摩暨水务安全生产现场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