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脱贫攻坚成效显 乡村振兴百姓富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给观山湖区农村带来新变化

����现代都市、 生态宜居、

产业新城……这些亮眼的

“标签” ，是“现代都市·滨

湖花城” 留给市民最深刻

的印象。 不仅如此，观山湖

区的农村也是光景别样新。

近年来， 该区按照以城带

乡、 城乡融合发展思路，在

全力推进脱贫攻坚的同时，

加快补齐农村短板弱项，全

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给当

地农业、农村、农民带来了

欣欣向荣的变化。

精准脱贫攻坚战“告

捷” ， 建档立卡贫困户脱

贫退出 170 人， 全面完成

年度减贫任务； 建档立卡

贫困户 872 户 2574 人全

部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社；

都市精致高效农业发

展迅速，累计组建 45 个农

民专业合作社， 实施项目

19 个，带动 5008 人增收；

农业增加值预计完成 3.91

亿元、增长 6.3%；

基础设施建设 “答

卷” 喜人，新建成“组组

通” 道路 158 公里；投入

财政资金 2.7 亿元， 实施

统筹城乡发展 “8+1” 项

目 175 个， 建成富美乡村

7 个,新建及提升改造农村

公厕 35 座， 完成 15 个行

政村环境综合整治；

……

一件件扎实的举措、

一组组充实的数据， 折射

出的是观山湖区推动乡村

振兴的坚实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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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来自观山湖区

财政局的消息，截至今年 1 月

17 日， 观山湖区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完成 9.62 亿元， 与去

年同期相比增长 10.98%，为

年初预算的 17.96%， 超序时

进度 10 个百分点。

据介绍，今年以来，观山

湖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

体布局， 协调推进 “四个全

面” 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在不断强化新税

源和重点税源管理下，财政收

入呈现进度加快、质量提高的

良好态势。

在具体工作中，观山湖区

围绕今年财政收入目标，及时

做好收入情况分析，加强问题

研究， 增强征管工作合力；严

格依法依规征收财政收入，提

高财政收入质量，夯实财政可

持续发展基础。 同时，全区相

关部门继续着力优化营商环

境，深入推进“放管服” 改革，

促进新动能加快发展壮大，提

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质量

和成效，落实各项减负清费政

策。

按照区委、区政府高水平

开放、 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

关部门还将加大财政资金对

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提高现

有产业结构层次，培育持续增

收动力，推动实体经济做强做

大， 增强财政可持续发展能

力。 （本报记者 帅弋）

截至 1 月 17 日———

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完成近 10 亿元

本报讯 1 月 21 日，为

期 40 天的 2019 年春运工作

正式启动。观山湖区精心谋划

组织、强化应急保障、密切协

作配合，从严从细从实部署各

项工作，全力保障春运期间旅

客出行安全便捷和物资运输

畅通高效。

结合今年观山湖区运输

需求持续增长， 节后集中返

工、 返校相互叠加等春运特

点，该区坚持早部署、早安排，

组织全区各镇、社区、运输单

位等，提前开展春运客流调查

摸底和预测分析， 根据公路、

铁路、民航班次情况及时调整

衔接运力结构，并加大新闻宣

传和信息引导，有效搭建了全

区春运指挥调度体系。

为加强对春运工作的组

织领导，该区还专门成立由区

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的 2019

年春运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

面统筹协调春运工作的保障

和推进。 与此同时，还下设市

容环境卫生整治、交通秩序整

治、重点片区整治、宣传引导、

后勤保障和督办督查六个工

作组。

针对贵阳北站、金阳客车

站等春运工作重点场所，观山

湖区加强综合执法力度，要求

区公安、交通、安监、城管等部

门持续严查超速、超员、疲劳

驾驶、非法营运、超限超载等

交通违法行为，对站外喊客拉

客、乱涨价、乱收费等违法违

规行为进行及时通报，要求限

时整改。 做好运力和旅客流

量、流向的调查，密切注意客

流的变化， 及时做好运力调

配，有效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

运输保障能力。

此外，观山湖区还将充分

利用广播、 电视、 互联网、微

博、短信等各种媒介，广泛宣

传天气、售票、春运政策等信

息， 最大限度方便旅客出行。

为提升服务质量，贵阳北站和

金阳客车站还分别提供了 24

小时候车室、母婴室、24 小时

热水供应等暖心服务，确保广

大旅客出行更加安全、 舒心、

顺畅。 （张照娣）

观山湖区全力护航春运

严查交通违法行为

搭建春运调度体系

本报讯 近日，共青团观

山湖区委、观山湖区志愿服务

联合会，在百花湖镇华侨中学

附属小学联合开展 “点亮微

心愿·爱心伴成长” 关爱青少

年儿童活动。

此次活动为百花湖镇、朱

昌镇、金源社区、金麦社区 4

个镇（社区）的 49 名困难青

少年儿童，送去电子琴、读书

机、画架、羽绒服等心愿礼物。

爱心人士还与孩子们一起开

展拔河、踩气球、贺卡互赠等

互动活动。

据了解，“微心愿” 活动

是观山湖区团委、 志愿服务

联合会围绕全区脱贫攻坚工

作， 发起的一项关爱困难青

少年儿童的公益活动。 活动

分为征集心愿、认领心愿、圆

梦心愿三个阶段。 活动开展

以来， 共征集到全区建档立

卡贫困户青少年儿童微心愿

49 个。 在当天举办的活动

中，心愿已全部完成兑现。下

一步， 团区委还将加大帮扶

力度，完善帮扶措施，强化帮

扶实效， 积极营造关心关爱

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和谐氛

围， 为辖区青少年的健康成

长保驾护航。

（姚桂桃 罗飞宇）

团区委、区志愿服务联合会———

为贫困青少年儿童圆梦

� � � � 本报讯 笔 者 从 贵 阳 市

观山湖区西南国际商贸城春

节灯会庙市组委会获悉 ， 截

至 1 月 20 日，本次灯会庙市

六大主题灯区之一的漫游时

光灯组已安装完毕并成功亮

灯。

20 日下午， 笔者在灯会庙

市现场看到，工人们冒雨施工，

在数米高的钢架上将灯组安装

焊接到一起。 在所有灯组人员

的通力合作下，当日晚上 9 点，

漫游时光灯组成功亮灯， 巨大

的“蓝鲸” 与各种海洋生物一同

遨游在绚丽的“海洋世界” 里，

让人目不暇接。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自

2018 年 12 月 29 日入场施工

以来，各彩灯承制单位在保质

保量、 安全有序的前提下，安

排近 300 名施工人员加紧施

工，全力开展灯组制作工作。

截至 1 月 21 日， 本次灯

会庙市灯组安装总进度已完

成 70%� ,预计 2 月 3 日整体

完工调试。

据了解， 本次灯会庙市以

“爱心观山湖， 共享中国年” 为

主题，活动共分为亮灯仪式、主

题灯会、贵州大庙会三个板块，

将从 2019 年 2 月 8 日（正月初

四）持续到 2 月 19 日（正月十

五），为期 12 天。

（王江）

观山湖区灯会庙市

漫游时光灯组亮灯

所有灯组预计 2 月 3 日整体完工调试

� � � � 本报讯 连日来， 观山湖区

市政工程管理处组织工人在辖区

道路绿化带安装彩灯。 亮丽的灯

具不仅点亮了寒冷沉闷的冬天，

也给城市增添了浓浓的年味。

据区市政处相关负责人介

绍，为做好 2019 年春节氛围营造

工作，该部门对林城路、石林路、

长岭北路进行“装扮” ，通过在道

路中间绿化带及两侧行道树设置

满天星、五角星灯、小灯笼等亮丽

灯具， 以及贵阳吉祥物 logo、区

树、区花等亮化小品，充分营造靓

丽、喜庆、祥和的春节气氛。 今年

观山湖区将设置各类亮丽灯具

5.8 万余盏 / 套 / 米，亮化小品 30

余处。

此外，区市政处不断完善楼

体亮化、标志性建筑物的集中远

程控制，扎实做好各条道路路灯

日常维护检修、市政管养亮化设

施的日常巡查、检修、维护等工

作 ， 现 已 更 换 路 灯 电 器 元 件

2000 余盏， 悬挂 “春节灯笼”

8000余个。

据悉， 观山湖区 2019 年春节

期间的城市亮化工作将于 2 月 1

日前完成， 届时，“贵州金融城、

观山东路彩虹桥” 将上演灯光

秀， 各条道路将统一亮灯， 确保

市民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气氛。

（张婷 文 / 图）

居住条件变了

大路到门口 房子换新颜

走进百花湖镇温水村， 田园

房屋错落有致， 茶园项目推进迅

速，道路修建如火如荼，热闹繁忙

的景象驱走了冬日寒冷。

“家里的老房子是上世纪 60

年代修建的木架房，年久失修、破

损严重。 ” 百花湖镇温水村石头

田组村民王德斌说，去年 4 月份，

区里将他家老房纳入危房改造名

单， 拆除后重建了一栋靠近大路

的房子。 “新房有厨房、厕所，接

通了水、电，住起来太安逸了！ ”

王德斌喜形于色。

“温水村去年危房改造 3 户，

援建房修建 10 户，为部分贫困户

解决了住房安全问题。 我们还完

成了 11 条共 26 公里的组组通农

村道路建设， 相信以后的发展会

越来越红火。 ” 温水村村支书何

进说。

百花湖镇温水村的蜕变，是

观山湖区实施精准扶贫的一个缩

影。

为切实推进扶贫工程建设，

观山湖区于去年开展危房改造 5

户，均已全面完成改造工作并入

住； 对存在安全隐患的 76 户贫

困群众实施新房建设，已竣工并

逐步交付使用，进一步改善了部

分贫困群众的居住生活环境。 同

时，建立农村住房基本保障长效

机制，依托省、市现有农村危房

改造、 脱贫攻坚住房安全保障、

“跑风漏雨” 老旧房改造政策，

将符合条件的农户全部纳入农

村危房改造范围进行改造，做到

应改尽改。

其他基础设施建设也同步推

进。 完成 133 条 158 公里农村公

路“组组通” 道路建设；完工电力

改造项目 2 个，在建 4 个；实现辖

区农村行政村光纤宽带覆盖率达

100% ，4G 信号全覆 盖 ； 投 入

4500 多万元， 安装 23 台净水站

和 9354 台家用净水器，用于全面

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

……

一件件实事的实施， 体现了

观山湖区坚持把“人民的期待变

成行动” 的动力。 工作中，该区以

统筹城乡发展“8+1” 攻坚行动为

抓手，全面推进水、电、路、讯、住

房、教育和医疗城乡一体化建设，

补齐基础设施短板， 为该区推进

乡村振兴铺平大道。

生活水平变了

看病有保障 读书不用愁

“去年高考， 我女儿被遵义

医学院录取。 在镇和村的关心帮

助下， 女儿获得教育扶持资金

8000 元。 ” 说起女儿读大学的

事，朱昌镇赵官村村民张忠贵满

怀感激。

近年来， 观山湖区把实施

帮扶政策作为扶贫攻坚的“当

头炮” ， 牢牢把握 “政策是手

段，脱贫是目的” 的根本要求，

聚 焦 扶 贫 成 效 ， 狠 抓 政 策 落

实———

在健康扶贫医疗保障上 ，

2018 年以来，该区农村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共就诊 626 人次， 医疗

总费用 328.63 万元，健康扶贫医

疗保障救助政策共报销 296.85

万元， 实际补偿比为 90.34%；开

通定点医疗机构“一站式” 即时

结报后，现场补偿 282 人次，补偿

总金额 110.71 万元，实际补偿比

为 90%；通过开展健康大讲堂、健

康扶贫巡诊、 公共场所大型义诊

等形式，积极开展各类义诊活动，

一年来共开展各类义诊活动 60

余次。

在教育保障上 ， 出台制定

《观山湖区区属高中“春风班”

招生工作实施方案》《观山湖区

学生资助 “爱心计划” 实施方

案》等，在区属两所公办高中开

设“春风班” ，进一步促进城乡

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2018 年，

全区教育系统发放各学段家庭

经 济 困 难 学 生 资 助 金 共

198.6025 万元，惠及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 2425 人次； 投入资金

1558.08 万元， 执行农村中小学

幼儿园营养改善计划，惠及农村

中小学 26 所 10916 人、 农村学

前教育机构（含附设学前班）18

所 3212 人； 实现农村中小学标

准化医务室全覆盖。

在落实社会保障兜底政策

上，全区有农村低保 253 户 505

人， 农村特困供养人员农村 57

人。 在低保工作方面，发放农村

低 保 3343 户 次 6393 人 资 金

224.6 万元； 在特困供养方面，

严格按照 2018 年城市低保新标

准的 160%（即每人每月 1077

元）兑现供养金，共发放特困人

员供养金 （含护理费） 共计

111.9 万元。

劳作方式变了

家门口打工 入股当股东

人逢喜事精神爽。 这些天，金

华镇上枧村 6 组村民唐景智乐开

了花：“上星期， 在金华镇 ‘三

变’ 改革分红仪式上，我家分到

两万六千多元， 可以欢欢喜喜过

个年喽!”

唐景智今年 41 岁，是土生土

长的当地人。 “我家有 23 亩土

地， 以前再苦再累都要把土地种

满，只为日子好过点。 ” 他回忆，

以前村民都以种植水稻、玉米、瓜

豆等传统农作物为主， 如果收成

差，一年劳作下来还不够糊口。再

后来，不少年轻人外出务工，留下

老人孩子守着土地。

改变发生在近两年。“听说家

里搞起了‘三变’ 改革，要建果蔬

基地，我决心回来发展。 ” 唐景智

说，“家里的 20 多亩土地全部都

入股项目了， 我和妻子不仅能作

为股东参与分红， 还能在基地打

工、 学习种植技术， 日子好过多

了!”

唐景智口中的“果蔬基地” ，

是金华镇精品旅游环线种植结构

调整项目，涉及该镇 4 个村 10 个

村民组，以栽种蜂糖李、猕猴桃、

车厘子等果树为主， 目前已投入

资金近 2000 万元， 栽种面积约

8380 亩， 铺设管道 11.018 万米，

建设道路 52.8 公里。 项目带动农

户 350 户 1150 余人，通过土地入

股、务工等方式提升经济收入，涉

及建档立卡户 74 户 178 人，低保

户 11 户 35 人。

观山湖区全力推进产业扶

贫、发展都市现代农业，受益的可

不只是金华镇村民。

近年来， 该区结合辖区产业

园区建设和良好的生态优势，重

点发展产业服务型经济项目和农

旅一体型经济项目， 累计整合资

金 8168.5 万元， 支持农村 “三

变” 改革项目发展。 目前，已完成

农 业 产 业 结 构 调 整 种 植 面 积

3.1338 万亩， 组建农民专业合作

社 45 个，实现“村社合一” 100%

覆盖； 实施精品旅游环线种植等

项目 19 个， 农户入股土地约

11400 亩、 入股资金约 2134 万

元，获得保底收益约 260 万元，农

户参与务工 8700 余人，获得务工

收入约 488 万元。

今年的观山湖区“两会” ，又

为全区农业农村发展描绘了新蓝

图。 该区将持续打好精准脱贫攻

坚战，扎实开展农村产业革命，深

入推进农村基础设施改善， 因地

制宜培育“一村一业” ，突出抓好

产业扶贫带动， 切实增强扶贫内

生动力， 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取得

新进展。

罗飞宇 本报记者 蔡婕

区市政工程管理处———

扮靓城市迎新春

观山湖区农户正在采摘香菇。

王顼 摄

观山湖区美丽乡村风景如画。 杨小俊 摄

工作人员在石林路安装彩灯。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帅弋统筹 了解更多观山湖区资讯可登录 http://www.guanshanhu.gov.cn/

本报讯 近段时间来，世

纪城社区自觉扛起政治责任，

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与整顿

软弱涣散党组织工作有机结

合，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

员在扫黑除恶中的战斗堡垒

作用。

具体工作中，该社区通过

督促机关支部和社区党委下

辖 46 个支部认真履行主体责

任，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

“三会一课” 、 党日活动等党

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强化

思想政治教育； 利用宣传栏、

标语、各苑区智慧门禁、微信

群等载体，累计开展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等主题宣传活动

约 80 余次； 累计走访群众

18604 户，发放扫黑除恶宣传

单 28150 份，向干部职工推送

廉政短信 180 余条、违纪案例

100 余条。

在队伍建设

方面， 该社区将

扫黑除恶与居委

会党组织换届选举准备工作

相结合， 不仅对所辖 17 个居

委会的 74 名党员进行“抽丝

剥茧式” 排查，一一签订承诺

书，还积极会同民政、组织人

事等相关部门，建立“负面清

单” 和候选人资格联审机制，

不断筑牢“防火墙” 。

此外，世纪城社区重拳整

顿软弱涣散后进党组织，针对

居委会党组织班子配备不齐、

书记空缺或不胜任现职的，限

期调整或配齐配强；对党员发

挥先锋模范作用不明显、不坚

持原则、不讲正气的，严格组

织生活、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对情况复杂、 工作难度大的，

社区党委班子成员包居、第一

书记驻居整顿，坚决铲除黑恶

势力滋生蔓延土壤。

（本报记者 蔡婕）

世纪城社区———

巩固基层组织建设

筑牢防黑防恶堤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