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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国土调查，促进自然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本报讯（记者 康馨月）近日，市
检察院组织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应
知应会基础知识测试，400余名检察
干警参加测试。

此次测试，全市检察机关同时开
考，同时结束。测试内容涵盖了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开展时间、意义、目标任
务、基本原则、打击对象、相关政策规
定等等内容。

据悉，测试旨在让全市检察机关
干警们能把思想和行动进一步统一到
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和全国全省
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进会精神上
来，在省委、省院、市委的领导下，强化

政治担当，坚决克服畏难情绪，充分发
挥各项检察职能作用，准确把握法律
政策界限，依法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把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的要求落到
实处。

近日，普定县白岩镇利用赶集日组织林业站、安监办、派出所及各村护林
员组成防火安全宣传组，与群众面对面开展森林防火宣传教育活动。

活动现场，宣传组通过拉横幅展板警示、宣传车流动播报、宣传员集中
讲解、护林员现场演练等方式，让防火意识入心、防火知识入脑、防火技能
入手，防范于未然。

□张振智 摄

白岩镇开展森林防火宣传活动

大田村位于关岭自治县沙营镇，是
一个省级三类贫困村。

2017年8月21日，面对村党支部
“软弱涣散”，产业凋零匮乏，卫生“脏乱
差”的大田村，90后女生徐代惠受组织
委派，成为了该村的村支书。

任职以来，她带领村“两委”聚焦
打赢脱贫攻坚战这个核心任务，优化
村党支部建设、狠抓乡村治理，选准
产业发展路子，建立利益联结、产销
对接机制，让大田村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

抓党建，支部“常新”有活力

村子富不富，关键看支部。
2017年以前的大田村连续两年

都是沙营镇的“软弱涣散村”，村干部
凝聚力不强，工作不在状态，服务水平
不高，群众满意度低。

面对这么多的困难，刚刚参加工作
仅10个月的徐代惠却没有退缩。

徐代惠每天和村民拉家常、听需
求 ；找 村 里 的 党 员 问 情 况 、听 意
见······短短的时间，就将村里的基本
情况梳理清楚。

作为大田村的“当家人”，徐代惠
明白，村子要发展，首先要让支部的党
员们凝心聚力。加强支部建设，制定
村委工作制度，开展“三会一课”，搞好
发展党员工作，与老党员干部座谈交
流村中发展……在徐代惠的组织带领
下，大田村的党建工作有条不紊地开
展着。

通过一年多的努力，大田村从“软
弱涣散”党支部蜕变成“关岭自治县脱
贫攻坚先进党组织”，连续两年年终考
核荣获一等奖。

比照学，产业“长青”稳发展

产业扶到户，致富有门路。脱贫攻
坚进入决战决胜的关键时期，找准产业
路子让群众增收致富至关重要，可这对
于一个刚毕业不久的小姑娘来说，难乎
其难。

2017年10月，徐代惠与村“两委”
干部多次讨论产业发展方向，考虑到大
田村森林覆盖率高，气候环境宜人，十
分适合饲养禽类，大家将产业锁定在蛋
鸡养殖这个项目上。

“蛋鸡怎样选苗？怎样选址建鸡
舍?要有哪些配套设施？如何进行病情
防疫？养殖成本和市场利润怎样……”
虽然有了大致的发展方向，但在徐代惠
脑海中每天都会出现新的问题。

为了摸清蛋鸡养殖行业的市场前
景，徐代惠一有空就跑到种子公司和销
售市场询问“行家”，向农业系统和养殖
方面的技术专家“取经”。

同时，她将发展的思路向大田村的
市级包干领导、安顺学院党委书记罗荣
彬反映。罗荣彬知晓情况后，牵线搭
桥，为村里引进了柳江集团。

在与柳江集团达成合作意向后，徐
代惠立刻组织村“两委”干部赶赴柳江
集团进行调研学习。徐代惠告诉记者：

“在此次调研学习中，看到柳江集团科
学先进的养殖模式，让我们有了坚定的
发展信心！”

经过长时间的调研学习与自我学
习，2018年8月，大田村12000羽蛋鸡
养殖项目开始投入使用，10月30日开
始量产鸡蛋，日产近万枚；目前已收入
60余万元，每天毛收入达5500元以
上，该项目直接带动3户建档立卡贫困

户就业，每户每年务工收入达20000
元以上，间接带动139户建档立卡贫困
户增加收入。通过改变传统的养殖方
式，与“龙头”企业联动，多渠道保障产
销对接，实现了产业长效发展，农户稳
定增收。

真帮扶，脱贫“成果”见实效

真帮实扶谋发展，狠抓实干促脱
贫。任职以来，徐代惠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改变了群众对她的“偏见”。

“张主任，这年纪轻轻的小姑娘是
驻村干部吧？”在走访途中，村里一个老
党员好奇地问村主任张文富。

“这是我们大田村新来的村支书，
镇上下派来的。”张文富答道。接着老
党员又用怀疑的目光打量了徐代惠一
番，慢吞吞地说道：“太年轻啦，这工作
能干下来吗？”

老党员的一番话对徐代惠来说是
打击也是鞭策，她开始思考怎样通过实
际行动来证明自己。于是她走村串户，
深入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2017年，
村民杜忠信突发脑溢血，妻子又出车祸
造成双腿残疾，所有的不幸降临到这个
原本幸福的小康之家，通过不断地走
访，徐代惠把杜忠信一家纳入建档立卡
贫困户，并为其申请解决5000元临时
救助和一些生活物资，将其纳入残疾人
厨房工程改造，再次让这个不幸的家庭
倍感党的关爱和温暖。

一年多来，徐代惠走遍了全村139
户贫困户，13户留守儿童和孤寡老人，
共为困难户申请粮食1000余斤，棉被
20床、棉鞋35双。当再次遇到老党员
时，老党员竖起大拇指称赞道：“小徐同
志，工作干得不错，群众对你很满意！”

树新风，村庄“久绿”换新貌

在脱贫攻坚走访中，徐代惠只要
看到农户家庭卫生环境脏乱差，都会
不厌其烦地亲自帮助农户打扫房前屋
后，归纳整理屋内杂乱堆放的生活用
品，多次给农户宣传卫生健康常识，并
发动全村干部示范引导，和农户一起
打扫卫生，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环境
卫生得到了有效整治，农户观念有了
较大改变。基于良好的群众基础和卫
生环境条件，2018年 5月，沙营镇党
委、政府经过研究分析，决定在大田村
成立“道德超市”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示
范点。

示范点成立以来，徐代惠带领全村
不负众望，掀起了“十比”促“五变”的氛
围，改变了村民在行为习惯、民风、环境
卫生、生活方式上的观念，“道德超市”
得到省、市、县领导的高度重视并在全
县范围内推广。2018年，大田村荣获

“市级文明村”、县级“文明村创建工作
先进村”。徐代惠同志也荣获“关岭自
治县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先进个人”。过
去脏乱差的村子，如今美如画，从全国
各地慕名而来参观“道德超市”的部门
单位也络绎不绝。

青春奋进正当时，不负韶华永担
当。在众多女孩粉黛韶华的年纪，徐代
惠却将青春和汗水挥洒在脱贫攻坚战
场上，浇灌着大田村渐渐盛开的脱贫幸
福之花。

在全国第28个税收宣传月全面展开之际，经开区税
务局组织税务干部在辖内开展“送税收优惠入户”宣传活
动。图为税务人员正在为个体工商户介绍与之相关的税
收优惠政策。

□汪帆 摄

本报讯（张林燕 记者 唐琪）
“只要用手机扫一扫这个二维码，就
可以查看所有的减税降费政策。有
任何问题都可以电话咨询，我们一定
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4月9日，平
坝区税务局工作人员将“名片”送到
平坝新启航教育负责人手中。

据悉，平坝区税务局印发“名
片”5000份，通过企业走访和在办
税大厅发放。鼓楼分局、乐平分局
税务干部手里拿着“名片”，迈开大
步走进企业，将最新的减税降费政
策送到纳税人手中。

一张小小的“名片”，蕴含着大
信息，架起了税宣便民桥。名片上
的二维码，只要手机扫一扫，就能掌
握完整的减税降费政策。名片上的
热线，是各个管理分局座机号码，任
何问题都可以通过电话线上咨询，这
是平坝区税务局的税宣创新之举。

在税宣过程中，鼓楼分局工作人
员将目标锁定城区的服装店、餐饮店、

手机店、珠宝店和培训机构，通过面对面交流，
将150多份“名片”传递到纳税人手中。乐平
分局工作人员将脚步迈得更远些，齐伯镇、乐
平镇的106家企业收到了“名片”，并通过工作
人员现场指导，将二维码进行收藏。

“有时办理业务对需要的材料不太清
楚，容易白跑一趟。现在有了这个小名片方
便多了，打个电话问一问就清楚了。”齐伯镇
水江小卖部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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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陈拯 记者 姚福进）三
月春花开，笑颜喜开怀。4月7日农历
三月初三，在紫云自治县坝羊镇四联
村，一场由村青年自发组织的以“祈
福·感恩·奋进”为主题的“三月三”里
话脱贫主题活动在三月的煦阳里格外
热闹。

活动当天，主会场内，一首《山歌
唱出好兆头》点燃开幕前序，一首由四
联村文艺爱好青年独创的《青年恰恰》
唱响“洛河布依族”特有的最炫民族
风，一波波围绕脱贫攻坚政策解读的

知识抢答掀起活动新高潮。主会场
外，山歌场内歌声悠悠远扬，画眉斗鸟
林荫里吆喝声高，拔河比赛场上拼劲
十足······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展现
了四联村村民文明生活的新景象。

据悉，四联村位于坝羊镇西南面，
全村辖18个村民组，507户2571人，
为国家级二类贫困村。近年来，在脱
贫攻坚政策帮扶下，四联村“组组通”
硬化公路接通家家户户，产业通过“抱
团发展”“结队互帮”“帮亲相连”等方
式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坝羊镇四联村：

“三月三”里话脱贫

脱贫攻坚群英谱

90后女支书：

不爱“粉妆”爱“绿庄”
□赵思丽 本报记者 高智

本报讯（记者 唐琪）近年来，经开
区幺铺镇坚持规划为引领，以改善环
境，完善和提升集镇载体功能为目标，
以风情小镇创建为抓手，配套完善基础
及公共服务设施，建立健全各项长效管
理机制。在2018年度全市创建工作考
核中，幺铺镇获得创建二类乡镇考核排
名第一的成绩。

走进幺铺镇，宽敞整洁的街道商铺
林立，青砖灰瓦的民国建筑让人仿佛回
到了往日时光。餐饮店老板张敏红在
幺铺镇经商多年，作为幺铺近年镇容蝶
变的见证者、亲历者和受益者，他感慨

颇深。“幺铺镇历来以毛肚美食等店铺
见长，但是以前周边的环境不太理想，
不仅道路坑坑洼洼、灰尘飞扬，街面上
时常还有屠宰产生的污水和臭味，慕名
来吃饭的客人都来去匆匆。”张敏红欣
喜的说，如今再不是旧光景，宽阔的街
道整洁美观，石制景观修旧如旧，一栋
栋造型精致的民国建筑各美其美，街
面的广播里时常响起动人的音乐旋
律，食客们更是络绎不绝，真是翻天覆
地的变化!

宜居宜业的靓丽幺铺吸引了越来
越多的商户前来投资兴业，除了传统

特色的美食老字号店铺外，化妆品
店、茶室等业态也日趋丰富。环境越
来越好了，经营户们都对在幺铺镇的
发展充满了信心和期待，他们说，商业
街的门面宽敞明亮，民国特色能聚集
人气，游客越来越多，生意也会越来
越红火!

此外，幺铺镇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切
入点，以创建工作为抓手不断推进人居
环境治理、多举措推动乡镇垃圾、污水、
摆摊设点等专项整治，打造卫生、整洁
的宜居小镇。在创建过程中，幺铺镇落
实任务，强化责任，做好服务。以有效

的措施，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加强公
共服务，集镇载体功能得到提升，形成
了全面创建文明乡镇的新格局。

从原来的活牛屠宰市场到如今的
民国风情小镇，从原来的脏乱差到现在
的亮丽整洁，幺铺镇将继续以创建为抓
手，持续深化创建工作，走出一条自身
特色的创建道路。幺铺镇创建办主任
王斌表示，下一步，幺铺镇将抓紧时间
找准创建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集中整
改，不断提升创建工作效率，建立健全
创建工作的长效管理机制，为创建全市
文明城市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报讯（记者 伍水清） 4月8日，
记者从黄果树旅游区政治部外宣办获
悉，自2019年黄果树旅游区开展以

“党员示范引风尚·志愿服务促创建”
为主题的志愿服务活动以来，黄果树
旅游区逐渐形成了党员干部带头，全
区干部主动作为，全区人民群众积极
参与的志愿者服务良好氛围，并已逐
渐形成了常态化，黄果树旅游区主城
区整体环境卫生、旅游秩序等各方面
得到有效改善。

据悉，近年来，黄果树旅游区高度
重视志愿服务工作，将其作为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抓

手，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推动志愿
者服务常态化。

据了解，黄果树旅游区“党员示范
引风尚·志愿服务促创建”志愿者服务
活动成立了十七支志愿服务分队，分
别由旅游区工管委领导班子成员为小
组长，全区各级各部门干部职工为成
员，分片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活动
通过文明创建宣传、党员示范引领、文
明旅游宣传等方式，充分发挥党员干
部的文明示范带头作用，在群众中引
起了极大反响，并在文明引导、保护环
境、关爱留守等领域作出了积极贡献，
得到了社会各界一致好评。

黄果树旅游区志愿者服务常态化

市检察院开展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应知应会知识测试

幺铺镇:

以创建为抓手 打造文明示范小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