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11 日， 初秋贵阳小雨淅

沥，室外气温降到十五度。 临近下

午两点， 在安云路与八鸽岩路交

界处， 三三两两的群众步履匆匆

地朝着云岩区北京路社区安云路

居委会方向走去。

“听说今天社区的党委书记

会亲自来收集大家的意见， 面对

面和大家交流，赶紧走。 ” 安云路

居委会片区象山巷居民徐素华对

同行的人说。

“机会难得，咱们把象山巷的

问题好好反映反映。 ” 同伴答道。

几分钟的功夫， 徐素华和同

伴赶到居委会， 二十多平方米的

会议室早已挤得满满当当。 “人

真多啊！ ” 感叹一句，接过工作人

员从别处搬来的凳子， 徐素华找

了个地方落座。

“各位居民朋友，今天我们居

委会成立了‘书记工作室’ ，社区

党委书记也来了， 大家有啥意愿

有啥意见，都放开来说说。 ” 两点

整， 安云路居委会党支部书记杨

利民说。

“社区成立‘党委书记工作

室’ ，每周设立书记接待日，为的

就是让干部面对面与大家沟通交

流，倾听大家的心声和诉求，答疑

解惑，更好地为大家服务。 ” 北京

路社区党委书记蔡佳丽说，“有问

题就提，不要有什么顾虑，咱们就

是来解决问题的。 ”

话音刚落， 小小的会议室响

起了掌声。 “书记，我们象山巷那

边都是些老旧房屋， 路灯存在很

多死角， 晚上走路有点不安全

呢。 ” 徐素华抢先举手发问。

“还有，象山巷的环境卫生比

较差。 ” 又有群众补充道。

“这怪我们，没有及时把工作

做到位，影响大家生活了。 ” 蔡佳

丽接过话茬，“有不到位的地方咱

们马上就改。 一会儿会议结束，社

区会立即安排城管人员去现场查

看清理垃圾， 马上摸底排查需要

安装路灯的地方， 尽快为大家装

上路灯和必要的监控探头， 并在

复杂地段设置些道路标识， 方便

大家出行。 ”

“这事就这样解决啦？ 太好

了，这一趟来值咯！ ” 听到蔡佳丽

的回复，徐素华有些激动，站起来

带头鼓掌。

困难户的社保补贴申请、樱花

巷的环境问题……伴随着居民们

踊跃的发言和书记针对性的现场

回答，小小会议室的气氛越来越活

跃，居民的笑声也越来越频繁。

……

一场面对面的座谈会，干部

和群众零距离交流，困难和意见

有了说处，第一时间得到答复。

“居民群众是咱们的 ‘亲

人’ ，要为‘亲人’ 服好务，就必

须俯下身子到群众身边， 在一线

倾听大家的声音， 不回避、 不躲

闪。 ” 蔡佳丽说，这也是北京路社

区成立“党委书记工作室” 的初

衷， 工作室里不仅有社区党委书

记，还有社区其他党委班子成员、

居委会书记， 共同以服务群众为

重点，下沉一线办实事，提升群众

幸福感。

除零距离听民意外， 北京路

社区还以 “党委书记工作室” 为

载体， 积极实施 “红匠引领” 工

程，通过开展书记月月谈、开设书

记加油站、开办书记拓展营，发挥

干部领头雁作用， 提升干部综合

素质和能力。 在此基础上，以聚民

心意、聚焦问题、汇聚力量、聚拢

资源、聚规守纪为原则，切实拓宽

为辖区群众、 企事业单位办事渠

道，提升办事效率。

“一个党员一面旗，一个支部

一个家，依托‘书记工作室’ ，传

党情、听民意、解民忧，能更好地

服务群众。 ” 蔡佳丽说。

本报记者 黄秋月

工作室里传来阵阵掌声

———北京路社区打造“党委书记工作室” 听民意解民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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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社团课受“热捧”

为全面落实素质教育，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南明区花果园第三小学将每周四下午定为“红领巾” 社团活动日，

学生可根据自身特长和爱好，学习一门技艺。 目前，该校安顺屯堡地戏、剪纸、厨艺等特色社团课受到学生“热捧” 。 图为剪纸社团的学

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剪纸。 本报通讯员 赵松 袁娟 文 / 图

9 月 10 日，开阳县双流镇卫

生院完成首例阑尾切除手术。 首

例阑尾切除手术的成功， 要归功

于开阳县今年启动的县域医疗卫

生一体化管理改革， 让群众在家

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卫生服

务。

10 日上午九点，12 岁的车

某某右下腹非常疼，在家长的陪

同下来到开阳县双流镇卫生院

就诊，被确诊为急性阑尾炎。 考

虑到患者病情急、症状重，为减

轻患者痛苦，卫生院立即联系县

域医院一体化帮扶单位县妇幼

保健院。

县妇幼保健院接到电话后，

立即组织专家团队奔赴双流镇卫

生院， 经确诊后要立即行阑尾切

除手术。在完善相关术前检查后，

双流镇卫生院首例阑尾炎切除术

正式开始， 并于下午三点半顺利

结束，目前患者病情平稳。

据介绍， 随着群众就医需求

的日益增长， 医疗卫生资源配置

不合理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特

别是县级和基层两个层面医疗资

源的分布不均， 严重影响了群众

看病。为此，开阳县启动县域医疗

卫生一体化管理改革，采用“县

带中心、中心带周边、乡村互补”

的方式， 建立以县级医院和县级

公共卫生机构为技术支撑的县域

医疗卫生一体化管理服务新模

式。

5 月份起， 开阳县以县医院

与楠木渡镇卫生院、 县中医院与

龙岗镇卫生院、 县妇幼保健院与

双流镇卫生院为试点单位， 开展

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管理改革。

据初步统计，5 至 7 月，县级

专家在三个试点乡镇卫生院开展

业务知识讲座 26 次，新增设 4 个

科室 5 个服务项目， 试点乡镇卫

生院上派 8 人到县级对口医院进

修学习；与上年同期相比，试点的

三个乡镇卫生院住院人次上升

19.65%。

下一步， 开阳县卫计局将积

极推进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管理

改革试点工作， 在当前实施试点

乡镇的基础上，认真总结经验，在

11 月底前修订完善改革方案 ，

2019 年年底实现中心乡镇卫生

院与周边乡镇卫生院一体化管理

全覆盖。

彭胜言 江维维 本报记者 李春明

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开阳县推进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管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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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溪区金欣社区———

创新党课形式

传递党的声音

本报讯 近期，花溪区金欣

社区不断创新党课形式， 通过

“一对一” 家庭党课、楼群院落

党课、 短信微信党课等方式，进

一步增强党课吸引力和感染力，

提升党课教育实效，及时传递党

的声音。

金欣社区各居委会党支部

制定“课程表” ，由社区主要领

导、党建指导员及支部委员为辖

区行动不便、不能参加集体学习

的老党员上门授课，确保社区全

体党员党课学习不掉队、 不遗

漏。 今年 5 月份以来，该社区共

开展 “一对一” 家庭党课 18

次。

该社区金农居委会党总支

针对辖区高龄党员多、 在外务

工大学生党员多等情况， 除了

开展“一对一” 家庭党课以外，

还采取楼群院落党课、 短信微

信党课等方式延伸党课覆盖

面， 提升教育实效。 自 8 月以

来，已开展“院落党课” 6 次、微

信党课 13 次。

（本报记者 詹燕）

观山湖区新世界社区———

“学生交警”

亮相街头

本报讯 近日，观山湖区新

世界社区联合辖区学校，开展文

明城市“学生交警” 活动。

当天，贵阳市公安交通管理

局观山湖分局三中队的交警对

外国语实验中学、中加新世界国

际学校的 20 名 “学生交警” 及

学生家长进行了交通安全知识

培训。 培训结束，学生及家长对

放学现场的交通秩序进行指挥，

并开展“小手拉大手，安全文明

一起走” 宣传活动。

当天，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

6000 余份，开出文明停车温馨提

示 20 余份。

（梁利亚 本报记者 帅弋）

本报讯 9 月 13 日，作为云

岩区 “明礼知耻·崇德向善” 主

题实践活动重要内容， 云岩区

2018 年道德模范先进事迹巡讲

巡演系列活动启动。

活动以 “培育时代新人·共

筑时代新风” 为主题，由云岩区

委宣传部主办，云岩区文明办等

单位承办，旨在深入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扩大道德模

范、 身边好人先进事迹的影响

力，形成学习模范、争当先进的

良好氛围，助力文明城市建设。

即日起至 10 月底， 云岩区

将组织辖区道德模范、身边好人

开展 10 场巡讲巡演活动， 深入

军营、机关、学校、小区、文明单

位等地，传播正能量。“今年的巡

讲巡演活动形式多样，除邀请道

德模范现场分享先进事迹外，还

将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的事迹改

编成舞蹈、小品、诗歌等群众喜

闻乐见的形式呈现，进一步拉近

与群众的距离，提升巡讲巡演效

果。 ” 云岩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文

明办主任龙萍说。

近年来，云岩区高度重视精

神文明建设， 辖区内荣获国家、

省、市诚实守信、助人为乐、敬业

奉献、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荣

誉称号及提名奖的道德模范、身

边好人达 59 名。 启动仪式当天，

刘国义、陈虹等二十余名道德模

范、身边好人参加活动。

（本报记者 黄秋月）

云岩区 2018 年道德模范

先进事迹巡讲巡演活动启动

本报讯 日前，笔者从息烽

县获悉，息烽农耕文化展示中心

主体工程已完工，预计 9 月下旬

开放。

息烽农耕文化展示中心占地

4 千平方米， 坐落于息烽县小寨

坝镇大寨村， 是县内首个农耕文

化馆。展示中心分为农业起源、农

耕器具、粮食加工、竹篾文化、收

获储存、家居生活、炊事工艺、传

统习俗、 科技农业等 12 个展厅。

目前，已搜集到展品 100 余件。

开馆后，该展示中心将以文

字、图片等形式，以时间为主轴，

系统介绍中国农耕发展的历史、

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农业发展的

特点、 中国传统二十四节气等，

参观者能在馆内一览中华传统

农耕文化的魅力。

（本报通讯员 成婵）

息烽农耕文化展示中心

主体工程完工

本报讯 近日，开阳县开展

“文明如厕·从我做起” 主题宣

传活动。

具体工作中，开阳县利用电

视、报纸、微信等对开展“文明如

厕·从我做起” 主题宣传活动进

行宣传推广。开展“文明如厕·从

我做起”“六进” 宣传教育活动，

广泛宣传厕所文明相关知识。 该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农业局、旅

发中心、生态局、交通运输局、卫

计局、教育局、市场监管局、各乡

（镇、社区）等对城镇公厕、农村

公厕、 旅游厕所以及交通沿线、

车站码头、机关单位、医疗机构、

学校、农贸市场等场所厕所开展

大排查、大整治行动，确保辖区

厕所环境优美、设施完好、功能

完善。

同时，县督办督查局、“三创

办” 等部门组成督查组，深入县

直相关部门和各乡（镇、社区）

检查 “文明如厕·从我做起” 相

关工作落实情况，并将落实情况

纳入各单位年终目标考核。

（本报通讯员 杨刚）

开阳县开展

“文明如厕” 宣传活动

本报讯 近日， 记者从贵

阳市高新区了解到， 该区行政

审批局多举措做好人才 “水土

保持” 工作，激发贵州人才特区

的强大吸引力。 目前，全区已聚

集院士 29 名 、“千人计划 ” 专

家 12 名、 高层次人才 3083 名、

博士 692 名 ， 各类人才达 6.5

万余人。

据了解，高新区作为全省唯

一的人才特区， 陆续出台实施

“科技十条”“大数据招商引智

十条”“创客十条” 等人才政策

措施， 取得明显效

果，仅今年上半年，

该区就引进各类高

层次人才 300 名。

为 促 进 人 才

更快聚集， 高新区行政审批局

以市场准入为切口， 在企业申

办检验检测机构、 食品经营许

可等行政许可的过程中， 精准

掌握高层次人才情况， 并有针

对性地与企业沟通， 完成人才

基本信息筛选工作。 同时，该局

通过高效、务实的工作作风 ，帮

助企业缩短进入市场的时间 ，

让更多创业者感受到高新区的

政策 “红利” ， 增强贵州人才

特区的强大吸引力。

（本报记者 王丹丹）

高新区各类人才逾六万人

贵阳在行动贵阳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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