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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 月 6 日， 南明区

扶贫攻坚推进大会暨乡村振兴

工作会议召开，强调要强力推动

全区 2018 年脱贫攻坚 “夏秋攻

势” 行动，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努力为全省、全市夺取脱贫

攻坚战全胜作表率走前列做贡

献。

区委副书记、 区长朱刚，区

人大常委会主任陈云贵出席，区

委副书记田胜松主持。

会议指出，习近平扶贫思想

是推进脱贫攻坚各项工作的根

本遵循，省委十二届三次全会和

市委十届四次全会为做好脱贫

攻坚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导，全区

要进一步统一思想、 提高认识，

切实增强扶贫攻坚使命感，以实

际行动助推全市发展，助力全省

脱贫攻坚。

会议强调， 要加快 2018 年

脱贫攻坚 “夏秋攻势” 行动南

明步伐，打赢“四场硬仗” ，以

构建 “三二一” 产业协同发展

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目标抓好

产业扶贫， 以提升农村通组公

路等为重点推进基础设施建

设，持续深化教育医疗住房“三

保障” 工作；要深化农村产业革

命，巩固产业结构调整成果，深

入开展农业质量年行动， 加强

农产品产销合作； 要抓好扶贫

攻坚问题专项治理， 扎实开展

低收入人口漏评错评、 农村危

房改造不到位、 扶贫资金使用

不规范、 扶贫领域腐败和不正

之风等专项治理工作； 要推进

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见效， 统筹

推进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

织“五个振兴” ，实施城乡融合

发展行动、农村改革助力行动、

综合环境改善行动、 乡风文明

培育行动、基层治理提质行动、

强村富民行动“六大行动” ，实

现农村产业更兴旺、 乡村环境

更美丽、乡风文明更淳朴、乡村

治理更有序、农民生活更美好；

要全力以赴确保对口帮扶任务

圆满完成，着力实施大帮扶、大

市场、 大就业、 大产业带动工

程。

（本报通讯员 瞿娇）

南明区扶贫攻坚推进大会暨乡村振兴工作会议强调

强力推动脱贫攻坚“夏秋攻势”

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本报讯 9 月 6 日，《中共

南明区委 南明区人民政府关于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方案》印

发，明确以实施城乡融合发展行

动、农村改革助力行动、综合环

境改善行动、 文明乡风培育行

动、基层治理提质行动、强村富

民行动“六大行动” 为抓手，全

面推进产业融合发展、综合环境

再造、乡风文明培育、基层治理

提质、农村人才集聚、农民增收

致富，到 2020 年，实现农村产业

更兴旺、乡村环境更美丽、乡风

文明更淳朴、 乡村治理更有序、

农民生活更美好。

《方案》明确，在实施城乡

融合发展行动方面，要着力完善

城乡规划体系， 推进 “多规合

一” ，按照省市要求启动新一轮

南明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

工作；要着力建立权责统一的乡

规划建设管理体制，将农房审批

管理下沉到乡政府；要以“永乐

桃花坞吧寨 A-IFC 国 际村 ”

“永乐甘井农业生态百货公园”

“永乐共享绿色小镇”“一带一

路世界非遗小镇” 四大项目为

龙头，推动永乐“三二一” 产业

深度融合发展；要着力健全市场

对接机制，加快合力超市大数据

平台建设。

实施农村改革助力行动方

面，要深化农村“三变” 改革和

农村 集体 产 权 制 度 改 革 ， 到

2020 年，全面完成 13 个村“三

变” 改革，全面完成农村集体资

产清产核资， 建立集体资产信

息化管理体系； 要深化集体林

权制度改革，推进集体林权“三

权分置” ，将商品林全部纳入政

策性森林保险范围， 森林保险

参保率 95%以上， 并积极引导

群众开展林权流转， 大力发展

林下经济。

实施综合环境改善行动方

面，通过实施“路网” 畅通工程、

完善“水网” 配套建设、加强生

活垃圾治理、加强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等，确保 2018 年完成 15.92

公里的农村道路扩道任务，永乐

乡污水处理厂要建成并投入使

用；到 2020 年，完成 11.8 公里旅

游环线公路建设，完成永乐乡鱼

洞河（羊角村段）6 公里河道治

理工程，实现农村生活垃圾分类

处理建制村全覆盖；要尽早实现

农 村 宽 带 接 入 能 力 达 到

30Mbps，行政村无线宽带网络覆

盖率达 100%, 自然村覆盖率达

85%目标。

实施乡风文明培育行动方

面， 大力健全公共文化服务设

施， 实施乡村文化惠民工程 ，

实施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

手工艺振兴计划， 加强对罗吏

布依舞龙技艺和苗族服饰刺绣

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

保护与传承力度； 实施文化名

村、名人、名品计划，加大对清

光绪礼部尚书李端棻墓、 永乐

古堡遗址、 永乐古柏、 方家祠

堂等历史人文景观的发掘和保

护。

实施基层治理提质行动方

面，要深化村民自治机制，抓好

3 个村民自治小组试点建设工

作； 要创建民主法治示范村，到

2020 年，每个乡至少创建 1 个省

级以上民主法治示范村；要强力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打击农

村黑恶势力；要大力实施“农村

警务” 战略，配备驻村民警，加

强村警务辅助力量建设；要建立

以村民组为单位的治安网格防

范机制， 提升农村治安防范水

平。

实施强村富民行动方面 ，

通过开展实施村集体经济增

值工程 、 推进扶贫解困行动，

到 2020 年， 实现村集体经济

积累 100 万元 ，农村低收入困

难 群 体 人 均 收 入 全 部 越 过

8900 元，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

善。

（本报通讯员 瞿娇）

“先订 1000 斤。 ” 南明区一

家名叫“美兴佳” 的连锁超市与

南明区驻村扶贫点———修文县

蜈蚣桥村谈妥了一笔生意。 今

年，蜈蚣桥村蜜李大丰收，但要

尽快将这些蜜李卖出去，销路成

了问题， 让当地村民又喜又忧。

于是，南明区相关部门组织超市

前来收购，一车车蜜李，终于走

出了蜈蚣桥，走进了南明的大市

场。

牵线搭桥帮修文县蜈蚣桥

村的李子找销路，只是南明区开

展“大市场” 带动“大扶贫” 工

作的一个缩影。

南明区充分利用辖区内 33

个各类农贸市场、21 家惠民生鲜

超市、2 个大型茶叶批发茶城的

资源和市场优势，积极帮助销售

对口帮扶地普安县、 修文县、长

顺县鼓扬镇及全省贫困县的农

产品，促进贫困户增收致富。 今

年 2 月，南明区在新路口农贸市

场设立摊位，专门销售鼓扬镇建

卡贫困户种植的农特产品，截至

目前，在新路口农贸市场已设 13

个摊位， 共销售价值 13 万元的

农特产品，其中销售鼓扬镇的农

特产品“绿壳鸡蛋” 67500 枚，销

售额共 8 万元。

同时，南明区还成立绿色农

产品促销专班， 深入调研普安

县、修文县、长顺县鼓扬镇三地

的茶叶、蔬菜及其他农特产品的

品种 、产季 、产量等情况 ，制定

《帮扶点农产品相关情况调查

表》， 并运用惠民生鲜超市销售

渠道，积极开展农超对接，设立

优质农特产品销售专区，优先采

购销售对口帮扶地优质农特产

品。 此外，南明区还积极开展滞

销农产品采购工作，协调超市等

对全省滞销农产品进行采购，解

决农产品滞销问题，目前已帮助

解决销售农产品 18 吨。

“如果不是南明区政府及时

带客商来收购，我们镇十几万斤

玉米可就要全烂在地里了。 ” 鼓

扬镇政府的一家平台公司的总

经理班宋智说。

本报通讯员 夏延芳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尹香力统筹 了解更多南明区资讯可登录 http://nanming.gywb.com.cn/

本报讯 9 月 5 日， 区委

中心组举行学习会， 区委副书

记、区长朱刚主持并讲话。

朱刚指出， 要把思想行动

统一到巡视整改工作上来，坚

决抓好中央、 省委巡视反馈意

见整改，扎实拧紧责任链条，做

到真认账、真反思、真整改、真

负责； 整改专班要对照各自整

改领域，研究制定问题清单、任

务清单、责任清单，举一反三，

全力整改，确保整改取得实效；

要以中央、 省委巡视反馈意见

整改为契机 ， 做到 “两个维

护 ” ，扣紧“两个责任” ，建立

长效机制。

朱刚强调，要坚持以巡视

巡察工作为引领，推动全面从

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其中，要

加强政治巡视巡察，坚决做到

“四个服从 ” ， 坚决拧紧制度

阀门； 加强党建巡视巡察 ，瞄

准基层党组织 、选人用人关和

区委巡察严肃性，整顿软弱涣

散党组织 ，坚决防止“病树开

花 ”“带病提拔 ” ， 严肃认真

对待 、研究 、落实区委巡察工

作；加强纪律巡视巡察 ，严肃

党内政治生活，严格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 ， 严惩 “小官巨

腐” ， 严查黑恶势力； 加强作

风巡视巡察 ， 以上率下大兴

“三风” 、 坚持不懈纠正 “四

风” ， 以实干实绩诠释对党的

绝对忠诚。

（本报通讯员 瞿娇）

区领导在区委中心组学习会上强调

坚持以巡视巡察工作为引领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本报讯 9 月 6 日， 在贵州

新闻摄影学会 2018 年年会暨新

闻摄影研讨会上，南明区委宣传

部获 2017 年贵州新闻摄影学会

先进集体称号。

本次年会对 2017 年度在新

闻摄影方面的先进集体、个人和

优秀作品进行表彰。除了南明区

委宣传部获先进集体称号外，南

明区新闻中心林林、赵松获 2017

年贵州新闻摄影学会先进个人，

赵松拍摄的作品《保护环境 珍

爱家园》 获贵州新闻摄影学会

2017 年单幅类优秀作品。

此次年会倡议广大新闻媒

体工作者和学会会员， 用好手

中镜头， 记录时代影像， 为贵

州新闻宣传事业做出更多贡

献。

（本报通讯员 袁娟）

区委宣传部获贵州新闻

摄影学会先进集体称号

本报讯 日前， 记者从区

委宣传部获悉，以南明城管为题

材的微电影 《我真的很在乎》、

与南明河有关的微电影 《白鹭

归来》目前正在招募演员。

《我真的很在乎》讲述了一

名城管在执法中被黑恶势力杀

害， 此事一直未得到公正处理，

该城管的妻子一直在寻求真相，

证明丈夫清白，并通过寻找真相

的过程，表现城管工作背后的辛

酸和无奈。

《白鹭归来》讲述了一代代

南明人守护着南明河的故事。该

影片通过母亲河的变迁，映射出

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展现了在建

设新贵阳的路上，每个人做出的

努力，都是为了白鹭齐飞，重还

母亲河美丽。

以上两部微电影的具体角

色招募可通过 9 月 5 日的“微南

明” 进行了解， 有意者于 9 月 7

日到南明区委宣传部试镜，具体

信息可通过微信 gj970122998 或

电话 18209821457 咨询。

（本报通讯员 夏延芳）

南明区两微电影招募演员

有意者可于今日参加试镜

南明区印发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方案

将实施城乡融合发展、农村改革助力、综合环境改善、文明乡风培育、基层治理提质、强村富民“六大行动”

■相关新闻

“大市场” 带动“大扶贫”

———南明区利用辖区资源对口帮扶贫困县助农增收致富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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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顺县鼓扬镇农产品销售摊位。本报通讯员 夏延芳 摄

本报讯 8 月 31 日， 南明

区召开再生水厂建设推进会。

区委副书记、区长朱刚主持

会议并讲话。

会议听取四座再生水厂项

目推进情况汇报，与会人员就手

续办理、建设模式、资金筹措等

工作进行讨论。 会议指出，再生

水厂建设事关群众民生福祉和

生态文明建设大局，对进一步提

升南明河水环境质量具有重大

意义，全区相关部门、社区要做

到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充

满激情、富于创新、勇于担当，全

力以赴推进再生水厂建设。

会议强调，再生水厂建设任

务时间紧、任务重，要“按下快

进键、跑出加速度” ，在合法合

规的前提下， 加快前期手续办

理；要成立南明区再生水厂建设

工作领导小组，下设手续办理工

作组、工程推进工作组、要素保

障工作组，确保建设工作有条不

紊开展；要立足实际，在反复研

究的基础上，采取切实可行的建

设模式、融资渠道，为加快工程

建设奠定基础。

（本报通讯员 袁娟）

南明区召开再生水厂

建设推进会

本报讯 日前， 南明区住

建、安监 、城管 、劳动监察 、交

警、工会、属地社区等组成联合

检查组， 对辖区重点建设工程

施工安全开展为期三天的专项

检查行动。

联合检查组先后到辖区内

人民大道、花冠路、贵钢再生水

厂、河滨再生水厂、太慈再生水

厂、贵棉再生水厂、麻堤河河口

改造、 虹桥大沟沟口改造等施

工工地实地检查， 通过现场查

看、 调阅相关资料以及向企业

负责人询问等形式， 了解在建

工地安全生产工作情况。 检查

结果显示， 部分施工单位存在

未开展安全风险分级管控 、未

制定公司年度安全生产教育培

训计划、 未签订安全生产协议

等问题。针对这些安全隐患，安

监部门下达 6 份限期整改文

书， 住建部门下达 6 份安全检

查记录单。

联合检查组要求， 施工单

位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杜绝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限期对存在的隐患问题进行整

改； 要进一步强化一线工人安

全教育培训， 严格执行隐患排

查治理制度， 认真开展好自纠

自查。

（本报通讯员 吴莎莎）

南明区多部门联合检查

重点建设工程施工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