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来一场深刻的农村经济产业革命

本报讯 8 月 11 日， 观山

湖区朱昌镇举行 2019 年“七月

稻花节” 传统节日活动，这是第

四届“爱心观山湖” 文化旅游

节系列活动之一。

此次活动以 “稻香丰收

年·醇酒溢四海” 为主题，分为

文艺节目展演和酒类活动两个

区域。活动中，身着传统服饰的

苗王乘坐花车布施， 带领朱昌

镇 11 个村的少数民族同胞组

成游园团队， 村民与游客跟随

着花车，载歌载舞。 此外，活动

还设有“我与朱昌有个约会” 、

拳王争霸赛、品酒猜度数、摔碗

酒等活动， 吸引了近万名游客

参加。

据了解， 每年农历七月十

一是苗族同胞的传统节日 “米

花场” ，因正值稻谷扬花，所以

也被称为 “稻花节” 。 节日当

天， 苗族同胞会聚集在一起举

行隆重的祭祀先祖仪式， 并欢

歌起舞祈愿来年风调雨顺、五

谷丰登。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帅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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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贵阳 8 月 10 日电

记者从贵州省人民检察院了解

到，贵州省人民检察院、贵州省

高级人民法院、贵州省公安厅等

12 家单位近日联合出台 《关于

在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建立

违法犯罪人员从业限制制度的

意见》， 对侵害未成年人的人员

限制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

工作。

意见明确 ， 对实施严重侵

害未成年人人身权利的违法犯

罪人员，如虐待 、故意伤害 、强

奸 、猥亵 ，组织 、强迫 、引诱 、容

留、介绍卖淫等，要限制或禁止

其从事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的

相关职业。 从事与未成年人密

切接触行业的政府部门 、 企事

业单位、社会组织等用人单位，

应当对本单位拟录用人员进行

审查 ， 发现拟录用人员有侵害

未成年人的相关违法犯罪记录

的，不予录用。

意见规定， 对以未成年人为

主要工作、服务对象，负有监护、

教育、训练、救助、看护、医疗等特

殊职责的企事业单位、 社会组织

中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人员进

行从业限制，包含教师、培训师、

教练、保育员、医生，学校保安、门

卫、驾驶员、保洁员、食堂工作人

员，用人单位招募的志愿者、义工

等，中小学、幼儿园的支教人员，

儿童医院、 妇幼保健机构的支医

人员等。

意见还明确建立强制报告制

度， 拟录用人员要如实报告本人

是否存在相关违法犯罪记录或提

供相应证明材料， 并提交入职承

诺书。 此外， 还要求建立互联互

通、可管可控、协同配合的联动机

制， 建立未成年人密切接触行业

从业人员违法犯罪信息查询系

统， 方便用人单位及时准确查询

相关记录。

我省 12 家单位联合出台意见

限制侵害未成年人的人员

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

万人欢度“七月稻花节”

图为朱昌镇村民载歌载舞庆祝“七月稻花节” 。 王明元 摄

8 月 11 日， 黔灵山公园动物园熊猫馆联合贵州省野生动植物

保护协会举办“亲近自然保护大熊猫———滚滚生日会” 主题活动，

组织 20 余名小学生为大熊猫“海浜” 过生日。 当天早上 8 点，学生

们在野生动物专家与熊猫馆专业饲养员的带领下， 开展大熊猫科

普活动，并给“海浜” 布置生日场所。 此外，主办方还组织学生们制

作熊猫宣传海报， 向游客宣传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要性以及人与动

物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理念。 图为市民用手机记录“海浜” 享用

“生日蛋糕” 。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汤利 / 文 周永 石照昌 / 图

市民为大熊猫“海浜” 庆生

本报讯 8 月 11 日，记者从

市气象台获悉，本周贵阳以多云

天气为主， 最高气温将突破

32℃，市民应注意防暑防晒。

具体预报为：12 日白天，晴

间多云，20～32℃；12 日夜间到

13 日白天， 多云，21～31℃；13

日夜间到 14 日白天， 多云有分

散阵雨或雷雨，22～30℃；14 日

夜间到 15 日白天， 多云，22～

30℃；15 日夜间到 16 日白天，

多云，21～30℃；16 日夜间到 17

日白天， 多云，20～29℃；17 日

夜间到 18 日白天， 多云，21～

29℃。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彭刚刚）

贵阳本周以多云天气为主

本报讯 8 月 10 日， 清镇

市在红枫湖镇仡佬寨举办 “不

忘初心跟党走·阔步迈入新时

代” 主题活动———2019 年仡佬

族吃新节。

活动中，仡佬族同胞身着盛

装，带上簸箕、提篮来到田间地

头 ，采摘玉米、稻谷、辣椒 、瓜

果，用于祭祀祖先，祈愿来年风

调雨顺， 五谷丰登。 祭祀结束

后，各族同胞、嘉宾和仡佬族同

胞一起， 边吃新边观看精彩的

歌舞表演。

此次活动由清镇市委、清镇

市政府主办， 清镇市民族 （宗

教） 事务局、 清镇仡佬学会承

办， 旨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 丰富民族地区文化生活，增

强各民族团结，促进和推进民族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王远军 李齐 贵阳日报

融媒体记者 帅弋）

清镇市举办仡佬族吃新节

（上接 1 版）

高新区管委会对标对表查找问题，结

合是否站在企业角度想问题，是否加强与

企业的沟通、交流，是否深入基层、企业和

项目现场，是否帮助企业解决问题等内容

进行排查。 截至目前，共查找问题 20 个，

提出整改措施 33 条， 领导班子个人共查

找问题 13 个，提出整改措施 25 条。

开阳县政府针对现有政务大厅窗口

过多， 办事群众不清楚自己所办事项属

于哪个部门哪个窗口、 在大厅办事来回

跑等问题进行优化升级。截至目前，县政

府班子累计查找 “慢” 方面问题 3 个、

“拖” 方面问题 1 个、“推” 方面问题 2

个、“躲” 方面问题 1 个、“浮” 方面问题

4 个，制定整改措施 11 条。

市教育局反思在关爱学生、 尊重学

生人格、 尊重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方面是

否存在工作不细、简单粗暴等情况，反思

在端正学风、 改进文风方面存在的突出

问题，开展“教师作风十大反思” 自查活

动，着力整治教育系统“不作为”“慢作

为”“乱作为” 问题。

市政务服务中心针对大厅窗口管理

时紧时松， 部分业务量少的窗口时有违

规，“一窗式” 改革任务创新不够等问

题，形成具体化的问题台账，提出有针对

性、 可操作性的整改措施， 明确时限要

求。 截至目前， 中心党组共查找问题 4

条，党组班子成员共查找问题 7 条。

……

与此同时， 贵阳市针对干部作风顽

疾敢于开刀，边查摆、边整改，发现一起，

问责一起。

8月 7 日下午， 市政府召开全国食品

安全示范城市创建工作调度会，会议期间，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科协、市工业和信

息化局、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管委会、观

山湖区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人打电话长时

间未回会议室，在会上玩手机、打瞌睡。 我

市对这些问题进行通报批评， 并要求相关

单位对有关负责人进行责任追究。

勇于真刀真枪直面问题、 敢于较真碰

硬追责问责，来一场不折不扣的作风革命，

彰显了贵阳市深入开展专项活动的决心。

开门搞活动，群众监督转作风

作风建设离不开群众监督。

专项活动开展后， 贵阳市主动公开

群众监督举报热线电话， 依托各大新闻

媒体以及政府门户网站进行公布， 旨在

接受群众监督、倾听群众呼声、听取群众

意见建议， 主动受理整治群众举报投诉

有关单位存在的“慢”“拖”“推”“躲”

“浮” 等作风问题。

市专项活动办公室接到群众反映

“乐街小区垃圾站脏乱差” 的事项后，立

即将问题交办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经

开区有关职能部门立即召集业主代表，

乐街小区物管宏达物业公司， 相关居委

会等单位召开协调会， 协商达成一致意

见， 明确由总公司和物业公司认真进行

整改，积极协调垃圾外运问题，做到各园

区生活垃圾日产日清，并下拨 8000 元专

项经费用于乐街小区环境卫生集中整治

工作，积极营造良好的小区环境。 群众对

办理工作表示满意。

观山湖区群众反映 “远大美域小区

29 栋、57 栋 800 平方米通道被住户修违

章建筑霸占” 事项，观山湖区综合行政执

法局在本月下达过整改通知书的基础

上，于 8 月 6 日上午组织有关单位，对该

违章建筑实施拆除。

市交委接到群众反映 “打电话到市

道路运输管理局法规科咨询事项， 接电

话人态度特别恶劣” 的交办件后，立即调

取当天的电话录音进行调查核实， 责令

当事人写出深刻检查，在全单位通报，并

约谈相关科室负责人。

……

监督举报电话开通以来， 共受理群

众举报投诉事项 52 个，其中“慢” 方面

11 个、“拖” 方面 26 个、“推” 方面 4

个、“躲” 方面 5 个、“浮” 方面 6 个，事

项内容涉及非法营运、违章建筑、噪音扰

民、消防验收等方面。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专项活动已从查

摆问题全面转入全力聚焦贵阳市政府系统

整改落实具体问题阶段， 贵阳将通过分析

现象、查明原因、提出对策、督促整改，紧扣

责任链、任务链、督查链、制度链，监督各地

各部门紧抓任务分工，聚焦主责主业，对照

问题台账逐一整改，整改一个注销一个，切

实保障整改工作落实到位， 实现作风有新

转变、能力有新提升、干部有新面貌。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罗婧

（上接 1 版）

关键时刻， 贵州省委向各级领导干

部发出号令： 各级党委要切实履行 “施

工队长” 职责， 牢牢把握农村产业发展

“八要素” ，系统推动产业扶贫和农村产

业结构调整，让贵州农民尽快富起来。

“‘八要素’ 是深入推进农村产业革

命的具体路径。 ” 贵州省省长谌贻琴多

次要求， 各地各部门要围绕关键环节精

准发力，确保实现更大突破。

“八要素” 的第一项就是产业选择，

它所解决的是不种玉米后发展什么的

问题。

2018 年，贵州将调减籽粒玉米种植

面积作为推动农村深刻产业革命的关键

一招， 省委要求 “拿出最好的土地种植

效益高的经济作物” ， 当年的政府工作

报告明确提出， 将经济作物占种植业的

比重提高到 65%以上。

贵州在推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中，

将 500 亩以上的大坝作为重点突破口，

实施一坝一策，以县为单位系统部署，重

点依托龙头企业带动， 促使产业结构向

精品高效转变。

在政策安排上，贵州省先后制定出

台了蔬菜、食用菌、茶叶、中药材等经济

作物生产指导意见，由县里确定主导产

业，一县一业，全产业链发展；对那些基

础好、市场潜力大、有龙头企业带动的

高效作物，则整村、整乡集中连片规模

化推动。

目前，贵州省级规划、市（州）指导、

县区抓落实的政策设计已基本完善，全

省 88 个县份的主要领导在这场革命中

已完全就位， 每个县重点支持 1 个到 3

个规模产业， 每个乡镇着力打造 1 个特

色种类，每个村突出 1 个优势品种，向着

做大做精做强的方向前进， 在全省掀起

了一股产业结构大调整的浪潮。

今年初，贵州省又明确由 12 位省领

导领衔，组成工作专班，系统推进茶叶、

水果、 辣椒等 12 大特色优势产业发展，

以县为单位整体推进农村产业革命。

对于产业发展资金， 贵州则将财政

投入更多向农村产业倾斜，向绿色的、扶

贫带动效果好的产业倾斜， 整合财政资

金，发挥好“指挥棒”“吸铁石” 的作用，

引导金融和工商资本投向乡村产业。

“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

海。 ” 随着这场振兴农村经济的产业革

命深入推进，改变农村贫困面貌、提升贫

困群众收入的各种要素加速向农村汇

聚，一个生态美、百姓富的贵州新农村正

在茁壮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