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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刘方兰 记者 冯毓彬）
日前，平坝区举办2019纪检监察干部培训
班，来自全区76名纪检监察干部参加培训。

据悉，此次培训课程，不仅包含了
政治理论、业务知识等方面的培训，还
有“实战”经验的传授，课堂上，学员们
凝神静气、认真听讲，老师的精彩讲解
赢得了大家的阵阵掌声。

在本次培训中，安排了一堂特殊的
课程——《提升领导干部职业心理健
康》。课堂上，授课老师通过与学员沟

通交流、互动、现场测试等方式，了解学
员的心理状况，并传授大家在面对各种
压力时如何调节情绪、排解和释放心理
压力，老师精彩、幽默的授课方式得到
大家一致认可。

此次培训，旨在进一步提高全区纪
检监察干部的政治素养、思想理论水平
和业务能力，全面增强执纪本领。同
时，缓解大家在人少事多任务重情况下
产生的心理压力，让大家在一个好的状
态中开展好各项工作。

平坝开展
纪检干部心理健康等培训

本报讯（记者 陈明） 8月27日，记
者从安顺市道路运输局获悉，安顺市中
心城区新一轮公交经营体制改革即将完
成。改革后新一轮城市公交线路方案更
加深入实施城市公交优先发展战略，科
学优化运营结构，满足市民乘车新需求，
为广大市民提供安全、畅通、有序、绿色
环保的出行环境。

据悉，新投入运营的公交车（企业）
必须选用符合交通运输部出台的《城市
公共汽电车车辆专用安全设施技术要
求》（JT/T1240—2019）的新能源纯电
动车辆，车辆必须按照安全要求加装驾
驶员防护隔离等安全应急设施、装置，加
装运行过程监管的信息化系统。按照相
关要求，新一轮公交线路将在原有8条

公交线路上新增2条公交线路共10条，
投入公交车辆 208辆（其中原有线路
182辆，新增线路26辆）。

此外，本月8月30日涉及两家民营
公交企业（华西和云雁公司）的128辆公
交车全部停运下线，10月中旬左右，采
购的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才能上线运
行。8月31日至10月中旬期间，将由公
交总公司提供60辆公交车辆对两家公
司运营的1、2、10、11、12共5条线路进
行保障服务，尽量满足群众出行需求，但
是由于有运力缺口，运行时间将会延长，
届时会给沿线市民出行带来不便，广大
市民出行时需选择好出行交通方式。市
道路运输局将加强协调，确保在10月中
旬新车上线满足群众出行需求。

本报讯（记者 刘念） 8月26日
起，西秀区组织签约家庭医生为辖
区贫困户建立电子健康档案，发放健
康卡，为每户贫困户确定家庭医生签
约一对一服务。

据悉，签约家庭医生将为签约
对象提供主动、有效、连续、及时的
基本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就
健康扶贫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

进行讲解和宣传，现场还为贫困群
众测量血压、发放健康教育处方、宣
传手册等，指导群众合理用药。

本次活动，旨在进一步提高贫困
群众的健康意识，让更多的群众了解
家庭医生签约工作的目的与好处，增
强群众参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主
动性和积极性，提升群众对基本公共
卫生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满意度。

立秋刚过，关岭自治县沙营镇纸厂
村的1200亩刺梨经过干群合力的精心
管护，不到两年的时间就迎来了首次挂
果。在座座大山之中，株株刺梨长势正
盛，阵阵果香飘溢四方，农户们戴着遮阳
帽和手套，顶着灼灼烈日，将颗颗坠枝的

刺梨采摘放入背篓中。
纸厂村作为深度贫困村，土地零星，

贫瘠干旱，扶贫产业发展基础较差。为
了实现顺利脱贫出列，沙营镇根据县委
县政府的总体产业规划，结合纸厂村实
际，整合各类资金共计180万元，在该村

发展种植1200亩贵龙五号刺梨，以村级
合作社带动产业发展，形成规模化、集中
化、成熟化。

“纸厂村从2017年 12月开始种植
刺梨，亩种70株。按照常规周期，刺梨
本应该3年才会挂果，但由于我们重管
理，精管护，使得挂果周期提前了一年。
明年我们村将迎来刺梨的首个丰收期，
预计亩产至少要达3000斤左右。”该村
脱贫攻坚指挥长熊国营说道，今年由于
是初挂果，产量并不高，不过提前一年达
到挂果的效果，着实为干群们打了一剂

“强心针”。
“发展产业最终的目的还是助农增

收。”熊国营常常都将这句话挂在嘴边。
熊国营告诉记者，发展刺梨产业每年预
计发放务工工资30万元左右，将提供
3000余人次的务工量，此外三年的土地
流转费用达40余万元。务工及土地流
转覆盖135户198人，其中90多户为贫
困户，仅仅通过务工就能使每户平均年
增收3000元以上。此外，整个刺梨产业
还将按照“7111”利益联结模式，覆盖全
村贫困户进行收益分红。（“7111”模式
即：贫困户70%，村合作社10%，村集体
10%，剩余10%以绩效管理的方式，对参
与产业管理的村干部进行奖励）。

在林地里采摘刺梨的贫困户秦德芬
和李兴琴，都将家中的土地流转给合作
社发展产业后，主动到合作社里务工，每
月能稳定增收2000余元。“以前我们在
家就是种包谷，产量与经济价值都较
低。现在在村合作社务工，收入比原来
高多了。”提起增收情况，两人都表示很
感激，很知足。

午休时间，一名名背篓里装满刺梨
的农户来到称重处，将篓里的刺梨尽数
倒在编织袋内进行称重装车。该村合作
社聚焦产业革命“八要素”，以该县云上
刺梨花公司为主要产销核心，该公司将
以每斤3元的价格进行回收，按照亩产
3000斤左右计算，届时亩产值将近万
元。“发展扶贫产业一定要党建引领，干
部参与，否则再好的产业都会失败的，我
们村的刺梨产业能够有所成效，除了县
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外，还有村党支部
派专人进行管理。所以，我们有信心把
刺梨产业做好做强，切切实实让群众实
现增收。”熊国营如是说。

据了解，下一步县委县政府将以纸
厂村的刺梨种植带动辐射沙营镇槽子
等4个村种植1万亩刺梨，打造刺梨核
心产业区，形成规模化种植，增强产品
的竞争力。

关岭纸厂村：

刺梨果香飘深山
□本报记者 高智 文/图

农户正在将刺梨装袋称重农户正在将刺梨装袋称重

“小心点，这个西瓜熟透了，用力猛了
会裂开口。”近日，记者来到平坝区夏云镇
毛栗园村毛栗枫林种植专业合作社西瓜种
植基地看到，该合作社负责人曹光权带着
村民们正在采收西瓜，装运、称重，忙得不
亦乐乎。

“今天采收的5000公斤西瓜是发往金阳
的，这个订单一共是11吨。”曹光权介绍说。

据悉，今年毛栗枫林种植专业合作社
在100亩李子树下套种了60多亩西瓜，全
部采用无公害种植，由于前期雨水充足，近
期光照好，西瓜的口感特别甜。

“每亩可采收西瓜7000斤，订单量大
的我们按每斤 6角批发，由于西瓜口感
好，金阳、安顺等地的批发商都是慕名而

来，目前已采收了40多亩。”尝到了甜头
的曹光权算起了“经济帐”，按照这个收成
计算，我们合作社今年种植的60多亩西
瓜预计可采收21000公斤，这一季将收入
20余万元。

自从该合作社发展种植以来，在用工
上优先录用贫困户，解决了该村15户贫困
户和200余人的就业问题。自从今年8月
初进入采收期以来，平均每天用工18人，
按照劳动量的不同薪酬也不同，多的每天
可以领到150元的工资。

“在这里务工每天的工资是80块钱，
我家的土地流转给了合作社，每年都可以
参加分红。”正在担着箩筐往车上运西瓜的
龙兰成是毛栗园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本报讯（沈宽利） 2019年以来，关
岭自治县纪委县监委以开展纪检监察干
部队伍建设年活动为契机，通过抓实“四
个常态化”工作，有效推动了纪检监察机
关政治能力、履职能力、内控机制、作风
等方面建设，为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
领高强、纪律严明、作风优良”的纪检监
察“铁军”奠定了坚实基础。

党建引领常态化，提升政治能力。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一切工作到支
部”为导向，以锤炼党性、提升政治品质
为目的，努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
监察“铁军”。

本领淬炼常态化，打牢履职之基。
搭建学习平台，利用“周二学习日”把业
务知识作为定期学、连续学、深入学的必
修课程，推行“纪检干部上讲堂”学习模
式，组织委机关业务骨干有针对性开展
业务，提升干部执纪执法能力，推动审查
调查工作高质量发展。定期业务测试，
通过以考促学，打牢履职基础。开展业
务大比武，以片区为单位在全县纪检监
察系统开展执纪执法业务大比武，以业
务比武促进干部对党纪法规知识的学习
运用。坚持实战中锤炼本领，采取新老
搭配、跟案调训、参与专案、跟事学习等
方式对干部进行“实战”锻炼，让干部在
应对复杂考验中提升素质、增强本领。

机制建设常态化，强化刚性约束。
夯实制度建设基础，坚持用制度管人、管
事、管作风，坚持把“信任不能代替监督”
的理念贯穿纪检监察干部自身建设全过
程，以铁的纪律锻造过硬的纪律部队。
此外，通过对干部开展经常性提醒谈话，
明纪律、鸣警钟、亮红灯，及时阻止干部
触碰纪律红线，唤醒干部党章党规党纪
意识，纠正偏差和错误，确保方向不偏、
行为规范。

作风建设常态化，厚植实干精神。
对2018年全县纪检监察系统作风突出
问题专项整治查摆出的15个问题整改
情况开展“回头看”，组织委机关各党支
部、片区临时党支部全体党员深入开展
干部队伍建设大研讨活动，要求党员干
部从思想、作风等方面对照查摆问题，制
定整改措施，有针对性逐条整改工作中
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提升工作实
绩。坚持重心下沉，助力脱贫攻坚。认
真履行监督首要责任，以“严”的要求和

“实”的作风扎实抓好扶贫民生领域腐败
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通过织密“日
常监督、专项监察、专项督查”监督网络，
全县共发现扶贫民生领域问题164个，
立案 117 件 120 人，党纪政务处分 67
人，切实以精准监督成效为脱贫攻坚工
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纪律保障。

关岭“四个常态化”
推动干部队伍建设

本报讯（记者 高兰萍） 近日，紫云
自治县白石岩乡民间力量资助本土籍大
学生“春晖助学”活动在乌阳河畔举行。

据悉，白石岩乡“春晖助学”行动由
100多位本乡外出务工人士发起，组建
起名为“春晖爱心同乡会”群，从2018年
开始为本土籍贫困大学生提供入学资
助。今年，资助活动得到县乡各级领导
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关心和支持，由

“春晖爱心同乡会”提供助学资金99786
元，为32名2019年新入学贫困大学生
提供每人3000元资助金。现场还募捐
到8500元作为明年部分助学善款基金。

此次活动，旨在让当地家庭困难的
大学生和家庭得到资助，顺利完成学
业，让受到资助的学子将来学有所成后
回报桑梓，从而形成一个爱心互动的和
谐局面。

本报讯（吴仕劼 记者 唐琪 文/
图） 近年来，经开区宋旗镇和兴村在脱
贫攻坚工作中，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
抓产业、促发展、助脱贫，让贫困群众依
靠自己的双手实现稳定脱贫。

入秋以来，在和兴村大寨蔬菜专业
合作社的种植基地里，工人们正在对辣
椒进行除草施肥。在基地打工的村民杨
国秀告诉记者，以前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现在自家土地入股合作社，不仅有土地
流转费，还能在基地务工挣钱，每天收入
80块钱还提供一顿饭，下午下班就能回
家，十分方便。

过去，和兴村由于地处受航空管制
区，产业发展受限。2016年，村“两委”
和驻村工作组多次到外地的蔬菜种植基
地实地考察，积极引导当地的蔬菜种植
大户扩大蔬菜种植规模，并成立宋旗镇
和兴村大寨蔬菜专业合作社。采取“合
作社+基地+农户”运作模式，流转村里

508亩土地种植辣椒、黄瓜等蔬菜，鼓励
贫困户以土地入股的形式先后加入合作
社共同发展生产，带动12户农民工返乡
创业就业。

据了解，近年来，经开区实行“村社
合一”产业扶贫发展模式，目前村集体领
办的合作社达46个。由村“两委”以集
体资金入股，村民以土地、劳动力、闲散
资金等要素入股到村级合作社，将党组
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人力资源优
势与合作社在技术、市场、资金等方面的
优势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党建与脱贫攻
坚有效融合。在和兴村，不仅通过“村社
合一”助推扶贫产业发展，还积极利用区
位优势，招商引资企业入驻村里办企业，
有效解决了村里闲散劳动力就业。

作为基地负责人，和兴村大寨蔬菜
专业合作社总经理杨梅梅没有当“甩手”
老板，遥控指挥，而是带起工人一起干。
在辣椒基地里，她下料、称重、施肥配方

整套技术非常娴熟。眼看今年的辣椒即
将进入丰收季，忙碌之余的杨梅梅给记
者算了一笔今秋辣椒丰收账：今年种植
了508亩辣椒，按照这个长势要丰收150
万斤，按一块钱一斤的价格算要卖150

多万元。借助合作社发展平台，基地发
展日趋成熟，规模壮大，2018年，实现收
入130万元，年底村内28户贫困户参与
合作社分红，每户分红620元，实现了产
业带动和利益联结全覆盖。

经开区和兴村：

“村社合一”助推扶贫产业发展

平坝毛栗园村：

西瓜丰收“甜”了农户
□罗秀华 本报记者 冯毓彬 文/图

白石岩乡32名
新入学贫困大学生获资助

西秀区家庭医生
入户解读扶贫新政策

新一轮城市公交线路
将满足市民乘车新需求

本报讯（甘孝永 记者 康馨月） 近
日，镇宁自治县民政局联合多部门开展
以“织牢编密脱贫攻坚兜底网”和“阳光
救助暖万家”为主题的社会救助宣传活
动，进一步提升了社会救助政策的透明
度和知晓率。

活动以发放救助政策宣传资料、摆
放救助政策宣传展板、现场解答等形式
开展，工作人员现场对最低生活保障、特

困人员供养、受灾人员救助、医疗救助、
教育救助、住房救助等社会救助政策进
行现场解答。

据悉，活动旨在通过开展社会救
助宣传活动，提高公众对救助政策的
了解程度，有力推动社会救助工作的
顺利开展，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为
脱贫攻坚营造良好氛围、织牢编密脱
贫攻坚网底。

镇宁多部门
联合开展社会救助宣传活动

和兴村村民正在管护辣椒苗和兴村村民正在管护辣椒苗

看着熟透的西瓜农户们露出笑脸看着熟透的西瓜农户们露出笑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