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山社区望城坡居委会———

开“坝坝会”

普及防诈骗知识

本报讯 近期， 南山社区望城坡居委会多次

举行“坝坝会” ，集中向辖区居民宣传防范电信诈

骗知识，做到宣传不漏户、不漏人。

据介绍， 由于望城坡居委会辖区部分居民白

天上班， 居委会工作人员进家入户发放宣传资料

时经常遇不到人，宣传效果不明显。 为此，望城坡

居委会充分利用夜间巡逻时机， 集中组织居民开

展预防电信诈骗知识宣讲。

“坝坝会” 上，居委会工作人员以“拉家常”

的方式，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中奖诈骗、电话欠费

诈骗、购物诈骗等 10 多种电信诈骗手段，以实际

案例形式进行讲解，提醒辖区居民防范骗局，避免

遭受财产损失。

在宣讲中，望城坡居委会将防范电信诈骗的知

识归纳成“三不一要” 口诀，即不要轻信来历不明

的电话和手机短信，不管不法分子使用什么花言巧

语，要及时挂掉电话，不回复手机短信，不给不法分

子进一步布设圈套的机会；不要因贪小利而受不法

分子或违法短信的诱惑，向对方透露自己及家人的

身份信息、存款、银行卡等情况；不要向陌生人汇

款、转账；万一上当受骗或听到亲戚朋友被骗，要立

即拨打“110” ，向公安机关及时报案。

（本报通讯员 杨晓梅 本报记者 李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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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心聚力强党建 夯基固本促发展

———开阳县多措施强化党建助力县域经济发展纪实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李春明统筹 了解更多开阳资讯可登录 http://kaiyang.gywb.cn/

水东硒州 诗画开阳

夏至七月， 正值党的 97 周年生

日，开州大地，热潮涌动。 在长征旧

址，党员干部重走长征路、重温入党

誓词；在山乡村落，基层党组织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筑强战斗堡垒；在田

间地头，“三同一助” 如火如荼开展、

全力脱贫攻坚。

开阳县以强化党建为载体，持续

抓基层、谋变革、强机制、惠民生，通

过继承和弘扬党的优良传统，不断提

升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向心力、

凝聚力、战斗力，为经济发展、脱贫攻

坚奠定了坚实基础。

重温光辉历程 传承红色基因

中国共产党已走过 97 个年头。

在新形势下，如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

党的光荣传统不能丢。1934 年底

1935 年初、1935 年 4 月和 1936 年 1

月，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在长征

途中，分别经过开阳县境，足迹遍及

花梨、楠木渡等乡镇，留下了众多可

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今年 7 月，开阳县通过开展系列

主题党日活动重温党的光辉历程、传

承红色传统，重走长征路、重温入党

誓词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花梨镇洛旺河、楠木渡镇茶山

关、 龙岗镇脚渡河、 高寨乡顺岩河 4

处长征遗址， 开阳县 3000 余名党员

干部重走长征路、 重温入党誓词，在

缅怀革命先烈的同时再次接受革命

传统教育。 重走长征路，更加坚定了

全县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让他们时

刻牢记党员身份，切实发挥模范带头

作用，以实际行动为党旗增光添彩。

7 月初， 开阳县召开纪念建党 97

周年暨脱贫攻坚“两优一先” 表彰大

会。 会上，50 名全县脱贫攻坚优秀共

产党员、30 名全县脱贫攻坚优秀党务

工作者、20 个全县脱贫攻坚先进基层

党组织获表彰。

其中，7 名先进个人和 4 个基层

党组织获省级表彰，26 名先进个人和

11 个基层党组织获市级表彰。

据初步统计，在系列主题党日活

动中， 开阳县开展各类学习超过 600

余场次，教育党员 8000 余人次；走访

慰问困难党员、老党员 1000 余人。

治理虚化弱化 筑强战斗堡垒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党的基层

组织担负着直接教育党员、 管理党

员、监督党员和组织群众、宣传群众、

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等重要职责。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抓党的基

层组织建设都不可放松。

为防范和解决好农村党组织弱化

虚化的问题，开阳县专门制定《开阳

县农村党组织弱化虚化专项治理工作

方案》，从 5 月中下旬到年底，开展自

查自纠、集中专项治理和巩固提升。

通过排查，开阳县部分农村党组

织因思想认识不到位、机制管理不到

位和缺乏深入调查研究等原因，存在

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弱化、统筹

力度不够，党组织负责人、党务干部

业务不熟不强、党建开展滞后，对开

展创新型党组织创建工作认识不到

位、思路不宽、措施不新，党员教育管

理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等问题。

结合实际，开阳县针对党组织领

导核心作用、党的建设、脱贫攻坚主

体责任履行情况、村集体经济发展等

进行全面清理排查。 通过自查，全县

共查出问题 75 条。 针对查出的问题，

开阳县列出清单、建立台账、分析原

因、制定措施、整改提升。

特别是对于在县内评出的后进

村党组织，开阳县专门采取培训提升

和从机关事业单位选派村党组织书

记的方式夯实基层基础。 截至目前，

全县已经下派 27 名村党组织书记。

下一步，县委组织部部长还将和

各基层党委书记就履行党建工作第

一责任人、 党组织书记作用发挥、党

建述职承诺事项的完成情况等进行

面对面、点对点的提醒谈话，以真正

解决基层党组织虚化弱化问题，筑牢

基层战斗堡垒。

“三同一助” 引领 干群共奔小康

基层是最大的课堂，群众是最好

的老师，只有与群众“同学习、同劳

动、 同奋进” ， 才能在接地气的生动

实践中更好地与群众同频共振，真正

达到“助小康” 的目标。

为此，开阳县创新开展“同学习、

同劳动、同奋进、助小康”（简称“三

同一助” ）活动，实现“千名干部大下

访、进家入户办实事” ，真正帮助解决

群众民生问题“最后一公里” 难题。

同学习， 做联系群众的 “知心

人” 。 利用新时代农民讲习所、“乡间

党会” 、“基层夜话” 、“坝坝会” 等

学习平台，组织党员干部进农家广泛

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激发群众

干事创业内生动力。

同劳动， 做深入群众的 “实干

人” 。突出四季主题，聚焦退粮进经、

农业结构调整等中心任务， 广泛开

展大调研、大培训、大服务、大劳动，

引导、帮助群众建大棚、栽林果、兴

畜牧、育苗木等，并实行“一把手”

负责制， 以上率下带领干部职工深

入田间地头， 帮助群众解决农业生

产困难。

同奋进， 做贴近群众的 “老实

人” 。 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围绕“三同一助” 开展走访慰问，与

群众共话乡村振兴、 共谋家乡发展，

算清“致富账” 。 特别是针对贫困户

和低收入困难群众增收致富的问题，

深入群众访民情、谈思路、集建议、出

实招，切实提出可行的对策和办法。

县领导以身作则，带头深入乡镇

村组蹲点调研，通过召开“坝坝会” ，

深入田间地头参加农事活动，在一线

与群众交心谈心，问政于民、问计于

民、问需于民，广泛收集社情民意，用

心用情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三同一助” 活动的广泛开展，

激发了群众内生动力，帮助他们克服

畏难情绪，变“要我致富” 为“我要

致富” 、“要我扶贫” 为 “我要扶

贫” 、“要我增收” 为 “我要增收” ，

呈现干群合力助推全县共奔更高水

平小康社会的浓厚氛围。

截至目前， 全县有 3000 余名机

关党员干部深入农家，与群众同劳动

忙农事 240 余场次， 受益群众达

32000 余人次。

本报通讯员 王良弟

本报记者 李春明

听说富硒农特产品体验店开张

了，开阳县果农刘显猛也来“凑凑

热闹” 。

刘显猛住在开阳县永温镇大坝

村，家里种了 50 多亩水果，有李子、

桃子和西瓜等， 产量都是以万斤计

量。“虽说这些年路修好了、果树种

明白了、富硒品牌也响了，但是多条

销路总是好事。 ” 刘显猛来逛体验

店有自己的想法。

走进在开阳县城新开的中国硒

州·开阳富硒农特产品体验店，刘显

猛看到了平常都在吃的菜油、茶叶，

甚至还有自家乡镇种的苹果、 苦瓜

等， 也看到了前来参观和品尝的消

费者对于开阳富硒品牌的认可。 这

让他心里更踏实了。

体验店销售总监陈华介绍，目

前全国发展较好的硒区， 像湖北的

恩施、 重庆的江津、 青海的平安等

地，都建立了硒产品交易市场、硒产

品展销中心，通过这些交易平台，极

大地拓宽了农特产品经销渠道，带

动了品牌效应，增加了经济收入。这

也是开阳建设富硒农特产品体验店

的原因之一。

目前，体验店内共入驻茶叶、菜

油和当季水果等 21 类共 225 种产

品， 是开阳富硒产品对内对外的展

示窗口和服务消费者的业务平台。

而建立体验店的深层次原因则

在于充分开发利用开阳的富硒资

源。

作为“中国富硒农产品之乡” ，

开阳与恩施、 紫阳同为中国三大富

硒地区， 县内绝大部分土壤中富含

硒元素。富硒农产品极具市场价值，

其抗衰老、防癌、抗辐射，特别是提

高人体免疫力的功能， 深受消费者

追捧。

为擦亮“硒” 字牌、念好“硒”

字经，加快“硒货出山” 步伐，开阳

县今年年初专门成立硒产业发展中

心， 并制定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整体

推进硒产业发展的意见， 以加快硒

资源的开发， 把资源优势转化成产

业优势， 提升全县特色产业核心竞

争力。

开阳县硒产业发展中心主任陈

浪介绍， 硒产业中心成立后做了两

件大事， 一是依托省煤田地质局

159 队完成全县 1：50000 地球化学

元素普查与富硒高效农业园区耕地

调查评价专题研究报告， 二就是打

造全省首家富硒体验店。

根据最新的普查结果， 开阳县

内 99.91％的土壤富含硒， 硒元素

含量介于 0.175－7.38mg/kg。 平均

值为 0.588�mg/kg， 是全国平均值

（0.29�mg/kg）的两倍。全县耕地土

壤硒含量以二等高硒和三等适量硒

为主，二等高硒（0.4－3.0mg/kg）

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 84.13％，全

县各乡镇均有分布，且呈现大面积、

连片分布的特点 ； 三 等适 量硒

（0.175－0.4mg/kg）面积占总耕地

面积的 15.67％。

发展至今， 开阳县富硒农特产

品已经形成了一定生产规模。

根据统计，2017 年，全县富硒粮

油种植面积 59.636 万亩，粮食产量

14.765 万吨,油菜籽产量 2.1446 万

吨；茶叶种植面积 17.3 万亩，投产

8.3 万亩，产量 0.7611 万吨；果树

种植面积 18.22 万亩，产量 3.76 万

吨；蔬菜种植面积 33.87 万亩，产量

45.87 万吨； 生猪出栏 71.3 万头，

肉类产量 6.79 万吨 ； 家禽存栏

228.12 万羽。全县 2017 年农业总产

值达 51.38 亿元，其中，富硒产品覆

盖粮油、茶叶、酒水、辣椒、面条、桑

葚、肉类、蛋类等品种，硒产业总产

值达 5.5 亿元。

陈浪说：“县里刚制定的硒产

业发展意见， 提出开阳县将通过提

升硒产业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

力争到 2020 年全县硒产业综合产

值达到 50 亿元。 体验店也将是实现

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之一。 ”

下一步， 开阳县还计划在北上

广和京津冀等地区继续开设体验

店，采用“线上 + 线下” 并行的模

式，全面提升“中国富硒农产品之

乡” 知名度，加快“硒货出山” 步

伐， 把硒产业打造成富民强县的支

柱产业， 使群众真正因此受益并增

收致富，实现全面小康。

本报记者 李春明 文 / 图

开阳县及早做好“两手准备”

一手抓抗旱 一手防洪涝

本报讯 6 月以来， 开阳县各地降雨偏少，特

别是进入 7 月后，全县持续升温少雨，导致全县工

程蓄水持续减少，局部旱象露头，部分地区陆续出

现因旱饮水困难现象。

面对当前气温持续升高、未来一段时间降雨持

续减少的实际情况，开阳县切实加强水资源的科学

调度， 各乡镇和县直有关部门将根据旱情发展情

况，适时启动应急预案，保障抗旱工作有序进行。

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用水是抗旱工作的首要任

务。 该县通过加强城乡用水情况的收集和分析，对

可能出现供水短缺的城镇、 农村及早落实应对措

施，确保在出现供水困难的情况下能及时、有效处

置。 同时加强抗旱宣传，大力提倡计划用水、节约

用水和团结用水，及时处理水事纠纷，管理好供水

资源，维护好用水秩序。

现阶段， 开阳县气象部门将加强对人工增雨

作业装备的维护、检修和保养工作，安排好作业计

划，合理布局作业点，抓住有利天气过程，及时组

织增雨作业，增加水源，缓解旱情。

此外，由于今年气候复杂多变，虽然目前降雨

偏少，但后期出现旱涝急转、旱涝交替、旱涝并存

的几率增大。 开阳县各乡镇、社区、单位也将加强

值班值守，密切联系防汛、气象、水文部门，加大监

测预警预报力度，科学研判天气和雨水情趋势，始

终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 在抓好当前抗旱工作的

同时高度警惕旱涝急转， 全力做好暴雨洪水的防

范工作，牢牢把握防汛抗旱工作的主动权。

（本报记者 李春明）

本报讯 7月 24 日，以“尚

德守法， 食品安全让生活更美

好” 为主题，开阳县在云开广场

启动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

活动现场，开阳县市场监管

局组织食品安全快检车开展“你

点我检” 免费检测服务，群众将

购买的蔬菜、瓜果等食品直接交

给检测工作人员，现场检测农药

残留等指标。 该检测具有反应灵

敏、快速定性等特点，可在短短

时间出具检测结果。

据统计，当天的“你点我检”

活动共检测样品 50 余种，涵盖西

红柿、四季豆、豇豆等各类蔬菜，

检测结果均为合格。下一步，该服

务将实现常态化， 食品安全快检

车每周都在县城内为市民流动免

费开展食品快速检测。

此外，活动还组织消费者维

权志愿者代表、 消费者代表、行

业人士、媒体人士代表参与“食

品安全知多少、 品质消费我参

与” 消费体验活动，引导消费者

安全消费。

在食品安全宣传周期间，开

阳县相关部门还将陆续开展“全

国食品安全宣传周、 粮食质量安

全宣传日”“守护食药安全、民警

在您身边” 等系列主题活动。

据悉，开展食品安

全宣传周系列活动，旨

在集中展示各级、各有

关部门在完善体制机

制， 创新监管方式，依

法履职尽责，提高监管

质量效率，助力食品产业高质量

发展，维护食品安全方面的新思

路新举措新成效；引导食品行业

市场主体及从业人员大力开展

道德诚信宣传，树立尚德守法正

面典型， 增强企业主体责任意

识，推进诚信体系建设；引导社

会各界积极参与食品安全普法

宣传和科学知识普及，营造全社

会共同参与的食品安全社会共

治氛围。

据统计， 活动现场共摆放

展板 15 块，发放各类法律法规

及食品安全宣传资料 4000 余

份、宣传小礼品 800 余件，接受

群众现场总咨询 200 余人次。

图为工作人员现场为群众

购买的蔬菜免费进行农药残留

指标检测。

(本报通讯员 孙骁 本报

记者 李春明 文 / 图)

开阳县对养殖场开展专项检查

规范动物疫苗

储藏使用行为

本报讯 连日来， 开阳县农业局卫生监督执

法人员对全县规模养殖场开展动物疫苗使用环节

检查，重拳打击违规使用动物疫苗行为。

具体工作中，农业局卫生监督执法人员主要以

县内动物诊疗机构、养殖场（大户）为重点，主要对

疫苗购入、储藏和使用台账是否健全，是否存在使

用无产品批准文号等假疫苗、 走私进口疫苗、“自

家苗” 等违法行为，疫苗是否由合法企业提供，对

企业自行采购的疫苗厂家资质和监测报告、批准文

号进行了详细检查。 同时，卫生监督执法人员对全

县的动物疫苗储藏条件、运输冷链（冷藏）运转、温

度记录等进行检查，确保动物疫苗质量良好。

在检查过程中， 执法人员发现部分规模养殖

场存在疫苗入库出库管理台账不完善、不规范，疫

苗保存不规范，疫苗空瓶未及时处理，没有建立健

全疫苗领用调配、销毁、报损和无害化处理制度等

问题； 少数养殖大户存放疫苗不规范， 食品和疫

苗、药品混合存放，疫苗进购、使用台账不规范、记

录不完整等问题。

针对在检查出的问题，执法人员提出具体整改

要求，并下发整改通知书限时整改。

（本报通讯员 杨刚）

开阳县第十四届职工

运动会篮球赛开赛

本报讯 7 月 23 日下午 5 时， 开阳县第十四

届职工运动会篮球比赛在县体育馆正式开赛。

首场赛事中，县税务二队遭遇县商促局队。 四

节比赛下来，县商促局队以 6 分优势，夺得首胜。

据了解， 当日下午开赛的篮球比赛是开阳县

“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 之系列活动第十四届

职工运动会的重头戏，整个赛事分学校女子、乡镇

女子、机关女子、机关男子甲组、机关男子乙组、学

校男子、乡镇男子、企业男子八个组别，共有 78 支

代表队参赛。 比赛场次将达到 200 余场，赛程从 7

月 23 日始，预计到 8 月 20 日止。

为确保比赛达到增进全县职工队伍的凝聚

力、向心力，强健体魄，丰富职工文化生活的目标，

开阳县成立了县四套班子领导为成员的组织委员

会及仲裁、裁判等机构，并制定竞赛规程，保障比

赛公平、公正。

（本报通讯员 李培远）

“富硒” 有了体验店 “硒货出山” 再提速

图为消费者在开阳富硒农特产品体验店选购富硒农特产品。

开阳县 2018年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

示范创建人人参与

食品安全家家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