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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碗辣鸡粉在这里吃，打包带走3
碗，一共5碗40块钱。”7月30日下午，记
者来到平坝区乐平镇老东站街上田记粉
面馆，老板田明秀正在张罗着给客人烫
粉、放佐料、收钱。

今年35岁的田明秀是乐平镇青庄
安置点同富社区的易地扶贫搬迁户，“没
有搬迁过来之前我家住在小寨，由于丈
夫身体不好，干不了重体力活，以前我都
是外出在附近给人打打零工。在搬到同
富社区之后，想着不能游手好闲在家坐
吃山空，考虑到这个社区离乐平镇街上
又近，常年在外打工也不是长久的办法，
我就和家人商量就近开个粉面馆，兼顾
到家庭的同时也能有不错的收入。”说干
就干，从选租铺面到采买锅碗瓢盆，2017
年田明秀向银行贷款8万元开起了粉面
馆，两年过去了，田明秀的小餐馆生意红
火，现在每个月毛收入在2万余元，还请
了一个工人帮忙打理馆子，一家4口生
活来源稳定。

走进乐平镇青庄安置点同富社区，
一栋栋安置房拔地而起，错落有致；一条
条干净宽敞的健走道铺到每一个单元楼

前，一块块整齐划一的绿化草坪郁郁葱
葱，腰背按摩器、上肢牵引器、肩关节康
复器等健身器材安放有序，社区的老人
们在这里休闲健身，孩子们快乐地在社
区开办的“七彩希望小课堂”和志愿者开
展互动游戏。据悉，为切实解决乐平镇
部分建档立卡贫困户居住条件差，交通
不便，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问题，乐
平镇于2016年8月启动青庄村易地扶
贫搬迁安置点建设，搬迁规模 174户
685人，2017年6月8日全部搬迁入住。

“搬出了大山，现在我家5口人住上
了125平方米的大房子，客厅、厨房、卫
生间样样俱全，要在以前，真的想都不敢
想。”正在教小孙女用手机拍照的同富社
区居民章臣江大伯高兴的说。搬到同富
社区之前，他们一家居住在乐平镇架布
村，就连卖点农产品也只能依靠人工背
到山外，交通不便严重影响村民的生产
生活。“以前在老家，我们一家人都是依
靠种植水稻和玉米，生活过得紧巴巴的，
连房子破损都没有钱维修，更谈不上自
己建新房，自从搬到镇上后，我的三个儿
子都在附近打工，每个月都给我钱花，我

就负责在家带孙女，享享清福。”
据了解，为真正让贫困群众“挪穷

窝、改穷貌”，平坝区多措并举，加大对搬
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产业、就业帮扶
力度，加强政策、资金扶持，开展厨师、家
政等职业技能培训，拓宽就业渠道，积极
为搬迁群众创造就业机会，彻底解决困
扰偏远山区群众行路难、买卖难、上学
难、就医难等问题，让越来越多的贫困群
众住上了新房，过上了幸福生活。

同时为切实加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点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激发他们自立
自强的责任意识和内生精神动力，不断
提升搬迁群众幸福指数，平坝区于7月
30日至8月1日先后走进鼓楼街道同心
小区安置点、乐平镇青庄安置点、齐伯镇
关口村安置点开展2019年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自立自强·感恩奋进”脱贫攻
坚感恩教育实践活动，以感恩教育激发

搬迁群众脱贫致富内生动力，引导群众
树立自强自立、不等不靠的思想，通过自
身的辛勤劳动实现脱贫致富，用自己的
双手建设美好家园、创造幸福生活。“现
在国家政策可真是好啊，我们不仅搬了
新家，还能在家门口看这样的文艺表演，
在外工作的孩子们根本就不用担心，我
们生活好着呢。”刘明珍奶奶和她的老姐
妹一边看着演出，一边享受着晚年幸福
生活。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田记粉面馆里
田明秀还在忙碌着，社区里老人们围坐
在一起唠着家常，孩子们在父母的陪伴
下愉快的玩耍。在社区广场带着小孙女
遛弯的章臣江，仰视头顶布满星宿的夜
空，内心感到无比温暖，对和他这样一辈
子都住在大山里的贫困群众而言，易地
扶贫搬迁不只是搬出来，更是搬进了幸
福的新生活。

易地扶贫搬迁 搬来幸福新生活
——平坝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见闻

□罗秀华 本报记者 桂传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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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领域中的每一个突出问题，
都是急事，等不得、慢不得。在脱贫
攻坚“夏秋决战”中，各县区、各部门
要坚持问题导向，按照省的安排部
署，开展好帮扶工作不扎实、东西部
扶贫协作有差距、资金使用不规范、
政策落实不到位和脱贫攻坚打法不
精准的新一轮“五个专项治理”，一个
问题一个问题解决，切实提高我市脱
贫攻坚质量。

坚持问题导向，找准治理“靶
心”。脱贫攻坚越往后，扶贫工作任
务越艰巨，越要有“问题意识”，有的
放矢、对症下药，才能取得立竿见影
的效果。因此，要突出“对着问题改、
较真碰硬改、上下联动改、实事求是
改、建章立制改”的原则，针对国家考
核反馈贵州的8大类60个问题，全面
开展扶贫资金项目管理使用不规范、
驻村帮扶不扎实、政策落实不到位三
个专项治理工作，逐一分析、逐一整
改、逐一销号，立行立改，同时有效解
决东西部扶贫协作有差距、脱贫攻坚
打法不精准方面问题。

强 化 政 治 担 当 ，压 实 整 改 责
任 。 俗 话 说 ，越 接 近 胜 利 阻 难 越

大。脱贫攻坚越往后，见效越慢，越
要咬紧牙关、迎难而上，对扶贫领域
存在的问题，我们更要迎难而上，以
对党绝对忠诚和对人民、对历史负
责的态度，扎实开展整改工作，逐一
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
单，列出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层
层压实责任。

完善问责机制，确保治理成效。
严格督查，必须伴以严格问责。从某
种意义上说，没有检查就没有落实，
没有问责就没有尽责，对整改不重
视、整改进度缓慢、整改不到位、整改
不力或弄虚作假，屡改屡犯或明知故
犯的相关责任人要严肃处理，确保整
改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脱贫攻坚是干出来的，靠的是干
部群众的精气神。当前，我市脱贫攻
坚已进入决战决胜的关键时期，我们
要清醒认识打赢脱贫攻坚战面临的
困难和挑战，全市各级党员干部要以
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更加管用的政
策措施、更加严密的责任落实，严防
老问题反弹，严防新问题发生，不断
巩固整改成果，确保坚决夺取2020年
决胜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

深入开展“五个专项治理”
——四论确保打赢2019脱贫攻坚“夏秋决战”

□本报评论员

本报讯（记者 桂传念） 7月31日，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刘
彤到紫云自治县督查地质灾害隐患排
查和防治工作。

市督查组一行先后深入到格凸河
镇长田村大冲组、紫云自治县第二小
学地质灾害隐患点，实地了解长田村
大冲组滑坡隐患和第二小学溶岩塌陷
情况，现场勘查隐患点周边地质环境，
并详细听取紫云自治县关于隐患点监
测情况的汇报。

市督查组要求，要认真贯彻落实
省委书记孙志刚关于加强地质灾害防
患防治的要求，深刻吸取水城“7·23”

特大山体滑坡灾害的教训，全力做好地
质灾害隐患排查工作。各级各部门要
进一步加强沟通协作，落实地质灾害隐
患点监测预警，强化地质灾害应急处
置，严格执行应急值班制度，切实发挥
好“群防群治”效应。要全面排查可能
新增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及时排查险
情，对易发生事故的危险区域进行特别
预警、重点防控、动态研判，对存在隐患
的地方要建档立册做好预防，做到早发
现、早处理，切实将地质灾害防治等各
项工作部署、防灾措施、制度落实到位，
严防灾情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市督查组到紫云督查
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和防治工作

本报讯（记者 徐芹）近日，记者从
贵州民用航空职业学院建设指挥部了
解到，目前，贵州民用航空职业学院一
期项目已基本完成，预计今年9月陆续
投入使用，明年3月份开始大规模招生。

贵州民用航空职业学院位于平坝
区乐平镇，是《贵州省“十三五”期间高
等学校设置规划》支持建设的高职专
科院校，是安顺通用航空产业综合示
范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重点推动的工程项目。该项目建
成后将为通航示范区产业发展提供职
业人才培养服务，有效弥补我省缺乏
本土民航专业院校的短板，助力我省
航空产业发展。

该项目占地650亩，总投资10亿
元，分两期进行建设。一期占地面积
216 亩 ，投 资 2.4 亿 元 ，建 筑 面 积
63054.04平方米，可容纳2000人。一
期主要功能为职业教育与培训基地，
为特色职能集聚区的产业发展提供职
业人才培养服务，同时通过科教园区
发展带动城市人口集聚，引导新型城
镇化进程。

目前学生宿舍、学术交流中心、食
堂、教学楼、实训楼及风雨操场、地下
室等建筑已基本完成。二期将扩建教
学楼、科展馆及商业配套设施等，可容
纳8000人，预计投资7.6亿元，占地约
434亩。

贵州民用航空职业学院
一期项目预计9月投入使用

7月28日，记者来到关岭自治县顶
云街道办建设中的第二小学施工现场，
塔吊机、挖掘机不间断地工作，卡车、水
泥罐车不停地来回穿梭，部分校舍及附
属工程正紧锣密鼓地进行装修，关岭自
治县科技和教育局负责人告诉记者，“学
校的建设就是为了保障那些跟随父母因
易地扶贫搬迁进城务工的孩子能就近入
学，解决目前城区学校大班额现象和辐
射周围村寨适龄学生的上学问题。”顶云
新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小区——安馨社
区就坐落在该校项目建设点附近，这里
已经入住了来自岗乌、沙营、普利等乡镇
搬迁群众4000余人。

“我家是从沙营镇搬迁到顶云来的，
搬迁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孩子的教育，
现在我在工地干活，一月也有1800元收
入，而我的孩子9月也将进城来，就在家
门口的学校上学。”关岭易地扶贫搬迁安
置小区同康社区一搬迁户说道。

据悉，目前，全市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点新建、改扩建学校36所，17所建成投

用，2063人实现就近入学；11所主体完
工，9月将建成投用，5所主体施工，预计
年底建成投用，可新增解决7787人入学。

“阿姨，给您打上点滴之后您感觉怎
么样？”西秀区东关办事处卫生院彩虹分
院，护士小李正询问着苏世秀老人的病
情。今年77岁的苏世秀因为年轻时为
家庭操心劳累，上年纪之后很多疾病便
找上了门，腿脚时常疼痛，有时候连路都
走不了。去年，她随儿子一家从杨武乡
平寨关搬迁到了彩虹社区，“这里不只是
看病方便，医生和护士态度很好，对我们
老年人关心得很。”

“病人的病情如果在这里解决不了，
我们就往上一级的医院转，转诊这一块
也很方便，随时沟通好，救护车马上就来
接走病人，报销是一站式结算，所以对来
这看病的移民搬迁户来说非常方便快
捷。”西秀区东关办事处卫生院彩虹分院
院长范永维说。

医疗保障是彩虹社区完善基本公共
服务的一项具体体现，作为西秀区最大

的易地扶贫搬迁城区安置点，彩虹社区
有来自西秀区 10余个乡镇的 3851户
16965名贫困群众在这里安家落户。为
了让搬迁群众真正实现在家门口就能看
病，西秀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彩虹社
区卫生室按照国家标准化建设，使用面
积近300平方米，分门别类设置了诊断
室、治疗室、留观室、档案室和药房等，自
去年4月投用以来，每天平均门诊量有
二三十人，多的时候有四五十人。彩虹
社区卫生院已为4706名居民建立了健
康档案。真正做到人在哪儿健康档案就
在哪儿。

记者从市发改委了解到，全市84个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医疗卫生有效落
实。新建、改扩建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
8个，2个建成投用，为5550人提供医疗
卫生服务；6所主体完工，预计年底建成
投用，可新增22397人的医疗卫生服务
能力。其余安置点依托所在地卫生院和
卫生室提供医疗卫生服务，其中46个农
村安置点村卫生室全部配备合格村医或

由安置点所在乡镇卫生院派驻医务人员
到位开展服务，有效满足安置群众就医
需求。经开区、黄果树安置点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率均达100%，其余县区安置点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率达80%以上。

为了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
章”的工作，让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
住、能就业”，我市出台了《易地扶贫搬迁
基本公共服务工作方案》，市发改委牵头
制定《加强和完善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工
作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专班工作方案》，同
时成立教育、卫生、民政、商务、人社、公
安等10个部门组成的基本公共服务体
系工作专班，上下联动，齐抓共管，及时
解决搬迁群众医疗报销、民政事项办理、
子女入学问题、就业问题等，坚持“限时办
结、一条龙服务、一站式办理”的服务群众
模式，有的搬迁点设置群众意见反馈箱，
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对反馈至社区工作站
的问题及时“把脉”，“对症”施策，确保群
众所需所盼的问题真正得到解决，切实让
搬迁群众住得安心、生活顺心。

7月31日，记者在镇宁自治县
境内拍摄的都安高速横跨贵安大
道延伸段建设情况。据介绍，都安
高速安顺路段途经西秀区、紫云自
治县、镇宁自治县和黄果树旅游
区，全长50.8公里。其中，有34.47
公里路段在西秀区境内，项目全长
276.324 公里，设计速度 100 公里/
小时，预计总投资430亿元。目前，
安顺境内各项建设稳步推进。

□记者 卢维 摄

群众搬到哪里 服务就跟到哪里
——我市提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见闻

□本报记者 刘现虹

都安高速安顺境内各项施工稳步推进

我市5名学生获贵州省
“新时代好少年”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