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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纪委市监委倾情

帮扶王车村脱贫致富，是贵阳

市各级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

的生动案例之一，也是全市纪

检监察干部践行初心使命的

生动诠释。

近年来， 市纪委市监委

帮助王车村改变了贫穷落后

的面貌，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他们真帮实扶、 真抓实干的

精神和做法得到了当地群众

的拥护和称赞， 也得到上级

部门的充分肯定。 2018 年，市

纪委市监委机关党委荣获

“全市脱贫攻坚先进党组

织” 称号，2019 年派驻王车村

的第一书记廖彬同志获得

“全省脱贫攻坚优秀村第一

书记”“全市扶贫攻坚优秀

共产党员” 称号。

同时，市纪委市监委立足

纪检监察机关职责定位，扛起

脱贫攻坚政治责任，聚焦扶贫

领域腐败和不正之风整治工

作，切实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助力护航。 据统计，今年 1 至

9 月，全市扶贫领域腐败和不

正之风整治工作共发现问题

233 个，立案 209 件 210 人，给

予党纪政务处分 109 件 110

人， 移送司法机关 4 件 4 人，

主体责任问责 27 人， 涉案金

额 2870.65 万元。

下一步， 市纪委市监委

将继续紧盯扶贫领域腐败和

不正之风整治工作， 进一步

提高政治站位， 增强决战决

胜脱贫攻坚的思想自觉和行

动自觉， 切实解决好群众反

映强烈、 损害群众利益的突

出问题， 为脱贫攻坚做出更

大的贡献。

扶贫路上看纪检监察人的责任担当

———贵阳市纪委市监委开展驻村帮扶工作综述

“纪检监察干部要在监督执

纪问责中体现责任担当， 更要在

精准扶贫工作中体现责任担当，

对待精准扶贫必须要有高度的政

治责任感，必须做到真情实意、真

帮实扶、真抓实干，确保在精准扶

贫工作中出实招、 下实功、 见实

效。 ” 按照贵阳市委常委、市纪委

书记、 市监委主任赵福全对市纪

检监察机关精准扶贫工作的安排

部署， 贵阳市纪委市监委在持续

加大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力

度， 推进全市高质量打赢脱贫攻

坚战的同时， 不断强化自身脱贫

攻坚主体责任， 倾情帮扶结对帮

扶村———开阳县禾丰乡王车村，

使王车村整体面貌发生了较大改

变，扶贫解困成效显著。 目前，王

车村村集体经济收入已由 2017

年初负债增至 294.88 万元，向贫

困户分红 52.2 万元；建档立卡的

贫困户已脱贫 56 户 202 人，到今

年 10 月底，未脱贫的 22 户 55 人

有望全部出列。

王车村位于开阳县禾丰乡南

部，是贵阳市贫困村之一。 全村辖

22 个村民组，总人口 2662 人。 虽

然近年来减贫增收取得了一定成

效， 但脱贫攻坚任务仍然十分艰

巨，且发展制约因素较多，主要体

现在贫困人口分布零散， 开发难

度大，尤其因疾病、无劳动力等造

成的部分贫困人口负担重， 脱贫

较难； 交通、 水利等基础设施落

后；地势高低起伏较大，土地碎片

化，且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耕

作难度较大，成本高，收益低；外

出务工人口较多， 导致农业从业

人员文化素质偏低；产业单一，无

龙头产业引领，传统农业产量小、

商品化率低。

针对这些情况， 市纪委市监

委多次召开专题会议， 认真学习

中央、省、市关于脱贫攻坚的决策

部署， 对王车村脱贫攻坚工作进

行专题研究，谋划举措，严格落实

“资金、项目、责任” 三个捆绑，不

断压紧压实帮扶主体责任。 市纪

委市监委班子成员定期带队到村

调研指导和走访慰问， 与驻村工

作队、村支两委、村集体公司以及

市农业农村局、 市农投集团等部

门单位实地察看项目并研商，协

调解决实际困难， 帮助理顺发展

思路。 据统计，近三年来，市纪委

市监委领导班子共到王车村调研

指导 50 余次，举行调研座谈会 21

次，走访慰问群众 920 余人次。 市

纪委市监委从机关选派年轻优秀

的中层干部驻村帮扶。

同时，机关党委将各党支部积

极参与“大扶贫” 战略行动纳入党

建工作要点，作为标准化规范化党

支部达标建设的重要内容，组织全

体党员干部积极参与脱贫攻坚，引

导党员干部为脱贫攻坚贡献力量，

为王车村发展献计出力，形成“一

人驻村、全委帮扶”的良好局面。据

统计，近年来，市纪委市监委共为

王车村脱贫致富谋思路出点子 93

条，协调项目 37 个，帮助引进企业

9个，帮助解决具体困难 104 项，定

向捐赠资金 3.54 万元， 为王车村

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压实主体责任 倾情结对帮扶

王车村虽然存在诸多发展困

难，但也有诸多发展优势。 交通优

势突出，贵遵复线通车后，交通条

件大大改善，现在，禾丰乡到县城

只需 15 分钟车程，到贵阳只需 30

分钟车程。 环境优势突出，全村境

内气候温和，降雨丰富，无霜期达

315 天，且森林植被良好，被称为

“天然氧吧” ， 青龙河穿村而过，

常年不枯，是多股水源的汇集地，

加之布依文化底蕴深厚， 为发展

乡村旅游奠定了良好基础。 资源

优势突出， 王车村的富硒土地为

开发富硒保健食品提供了基础条

件， 是发展富硒农特产品及精品

水果种植的理想之地。

针对王车村实际， 市纪委市

监委帮助村支两委重新优化产业

布局，规划了三个发展功能区：农

旅开发区，主要包括羊田、长田、

下院、芭蕉湾等村民组；茶旅体验

区，主要包括石头坡、云盘、王姑、

尧旦孔等村民组；果旅采摘区，主

要包括孙家庄、一碗井、岩脚、中

院等村民组， 并确定重点建设项

目 18 个，现已实施 11 个。 截至目

前，已完成蔬菜育苗大棚、食用菌

大棚建设及肉羊养殖、蜜蜂养殖、

蔬菜种植等项目。

在实施过程中， 市纪委市监

委围绕“一品一业、百业富贵” 发

展愿景， 帮助王车村积极打造特

色农业，构建特色经济体系，并初

步形成了主导产业和特色品牌。

———发展雀儿草种植项目。

今年 4 月， 引进贵州苗笑笑农产

品有限公司和王车村集体公司展

开合作，结合王车村生态优势，打

造“绿色、优质、生态、富硒” 的雀

儿草生产、加工基地，为王车村群

众提供持续、稳定的收入来源。 该

项目开始运行以来， 王车村群众

参与采摘野生雀儿草 1649 人次，

共采摘野生雀儿草 45700 斤，鞣

制干雀儿草 10800 斤， 村集体和

参与群众直接收入 22.93 万元。

———发展食用菌种植及深加

工项目。 2018年 7月，成立了食用

菌专业合作社， 采取村集体公司 +

合作社 +农户（贫困户）的方式，运

用“三变” 模式开展食用菌（猴头

菇） 种植，11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作

为合作社社员。 今年 4月新进菌棒

51527万棒， 预计产值 746000 元。

今年下半年， 村集体公司将建立猴

头菇菌棒加工厂， 大幅度降低菌棒

成本，将菌棒发放到村民家中种植，

扩大种植面，增加群众收入。 同时，

建立猴头菇面条厂， 开发猴头菇米

酒，拓展产业链，确保食用菌产业持

续健康发展。目前，已协调扶贫资金

59万元和市教育局 10万元帮助扩

大食用菌项目及菌棒加工厂建设。

———发展太朴有机订单农业

项目。 建设太朴农产品加工厂，以

订单农业方式， 在王车村推广不

使用农药化肥的有机种植方式，

带动王车村及禾丰乡中高端有机

农产品产业化发展。 该项目建成

后可年产 30 万枚土鸡蛋、50 万斤

辣椒制品、30 万斤富硒大米，带动

周边农户 200 户以上发展产业化

订单农业， 拓宽村民脱贫致富的

门路。 目前，蛋品良制工坊、辣椒

良制工坊、 五谷良制工坊以及相

应配套设施即将投入运行。

市纪委市监委积极协调市直

有关部门、 爱心企业进村指导和

帮扶，邀请省农科院、贵州博大科

技学校、 开阳县农广校等机构的

农业技术专家到王车村开展蔬菜

种植、育苗与嫁接、果树栽培、食

用菌培植、 旅游接待等实用课程

和就业指导培训，以“龙头企业 +

合作社 + 农户” 为路径，以提升村

民实用技能为目标， 为村民致富

创业创造条件， 为王车村群众提

供持续、稳定的收入来源。

经过努力，王车村在贵阳西南

美食广场举办了脱贫攻坚成效暨

富硒农特产品展示活动，设立了农

产品展示销售门店。村集体公司的

农产品进入了贵阳市教育系统采

购平台，解决了老百姓“货物变资

金” 难题。

在此基础上，市纪委市监委还

引导王车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以

王车布依大寨、湿地公园、蓝莓生

态观光基地为依托，引进社会资金

1000 万元、 扶贫资金 200 万元启

动乡村民宿、稻田餐厅、接待中心

项目建设，努力打造贵阳近郊集休

闲度假、乡村民宿、田园风光等为

一体的综合型乡村旅游目的地，不

断提升王车村知名度。

发展特色产业 促进村民增收

在王车村脱贫攻坚帮扶工作

中，驻村工作组始终坚持抓好基层

党建和队伍建设，帮助王车村建立

“双书记、双支部” 组织架构，形成

上下融合双向联动的工作机制，积

极引导村支两委及党员干部树立

干事创业的信心，凝聚发展力量。

2017 年， 在开阳县农村基层

党组织分类定级中， 王车村党组

织被评为后进基层党组织。 驻村

工作组结合工作实际， 把加强村

级党组织建设和纪律教育作为首

要任务， 进一步严格村干部组织

管理。 积极开展农村后进党组织

整顿，制定整改方案，借助村支两

委换届的契机， 选出有想法干实

事的领导班子。 通过扎实开展主

题党日活动， 认真落实三会一课

组织生活制度，强化班子建设，充

分发挥村党支部“主心骨” 作用。

帮助村党支部制定工作方案、学

习计划， 使战斗堡垒和一线指挥

部作用得到有效发挥。 通过专题

党课、一对一谈心谈话等方式，不

断强化全村党员干部党性意识，

有效增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

心力。 2018 年初， 经组织部门验

收， 王车村党支部摘掉了后进基

层党组织帽子。

驻村工作组充分发挥党员在

脱贫攻坚中的先锋模范作用，支持

党员创办领办致富项目，组织党员

开展结对帮扶。 注重将村里的“土

专家”“田秀才” 等农村致富能人

吸收到党员队伍中，增强了党员带

头致富和带领群众致富的能力。

王车村肯司组村民左康平发

展了 8 亩鱼塘， 品种有鲤鱼、草

鱼、鲢鱼、无鳞鱼等，因养鱼用的

是草、玉米、米糠等，鱼质上乘，市

场上供不应求，一年纯收入 20 多

万元。2017 年，驻村工作组吸纳左

康平加入村集体公司。 由于左康

平工作兢兢业业，群众反映良好，

经综合考虑将其纳入入党积极分

子进行培养。 工作中，左康平积极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发动周边群

众参与活水鱼养殖，带动 10 多名

贫困户增收。 今年 4 月，左康平被

村民选举为肯司组组长， 并于 7

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陈明龙是王车村尧旦孔组

人，200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经村

民选举成为尧旦孔组组长。 在征

求村民养殖意愿后， 陈明龙充分

发挥党员带头致富作用， 组织尧

旦孔组村民开展土鸡养殖。 经协

调土地、 购买鸡苗、 组织村民参

与，2017 年底，尧旦孔土鸡养殖场

正式成立。 目前，养殖场的鸡肉、

鸡蛋销售情况良好。

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让村民

看到了脱贫致富的希望， 激发了

村民的内生动力。

驻村工作组还积极组织村民

学习党的扶贫政策， 并通过开展

系列活动,教育引导群众感党恩、

听党话、跟党走，进一步凝聚发展

共识， 引领调动群众发展的积极

性； 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助力脱

贫攻坚的重要举措， 通过强化典

型示范、评选“三好家庭 ” 等方

式， 鼓励贫困群众以实际行动改

变贫穷落后状态，形成有劳有得、

多劳多得的正向激励氛围。

强化党建引领 凝聚帮扶合力

驻村工作组将脱贫攻坚与乡

村振兴相结合， 协调完善王车村

基础设施和群众服务设施， 推进

饮水工程改造及灌溉用水建设、

农村电网升级改造、 串寨串户路

建设、异地扶贫搬迁及危房改造、

通讯设施建设等，截至目前，已推

动完成了水王公路、1.2 公里排

洪大沟、2.6 公里生产便道、14.5

公里 8 条组组通道路、 农村安全

饮水工程、638 亩高标准农田、灯

光球场、村民组活动广场、群众服

务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或改造；

强化人居环境整治，将 2019 年列

为王车村人居环境整治年， 全面

推进王车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

协调市城管局等部门为王车村 22

个村民组配备垃圾清运设施，聘

用保洁工作人员， 将王车村美丽

乡村建设推上新台阶。

同时，驻村工作组着力完善

教育帮扶、医疗帮扶、社会救助

措施， 不断改善村民生活质量。

会 同 教 育 部 门 提 供 帮 扶 资 金

70.5 万元完成王车村幼儿园改

建投用， 免除贫困学子费用；引

入贵州省早期教育协会、爱心企

业、爱心人士开展帮扶，捐赠 10

余万元教学装备、玩具、智能早

教机器人、衣物 、图书等；提供

1.7 万元奖学金帮助 3 名大学

生 完 成 学 业 ， 协 调 助 学 贷 款

19.47 万元帮助王车村 23 人顺

利就学， 资助 10 余万元免除王

车村普通高中 50 名学生学费 ；

协调市第二人民医院、贵阳东方

骨科医院等到王车村开展义诊

活动， 建立贫困户跟踪医疗档

案；邀请相关部门到王车村开展

贫困劳动力就业培训。

推动乡村振兴 改善村民生活

■后记

王车村驻村工作组成员查看蔬菜长势。 （资料图片）

专家到王车村指导农民种植猴头菇。 （资料图片）

王车村驻村工作组成员走访群众。 （资料图片）

王车村蔬菜大棚暨食用菌基地开工仪式现场。 （资料图片）

王车村在贵阳西南美食广场举办脱贫攻坚工作成效暨农特产品展示活动。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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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