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省民政厅日前下发

通知， 启动第十一届 “中华慈善

奖” 推荐工作。

“中华慈善奖” 是当前我国

慈善领域政府最高奖。 为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族传

统美德，表彰社会各界奉献爱心、

回报社会的慈行善举，鼓励、带动

更多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民

政部组织开展第十一届 “中华慈

善奖” 评选表彰活动，共设置慈善

楷模、慈善项目和慈善信托、捐赠

企业、捐赠个人四类奖项。

省民政厅下发的 《关于开展

第十一届“中华慈善奖” 推荐工作

的通知》 明确， 推荐对象为 2017

年至 2019 年在我省慈善活动中，

特别是扶贫济困活动中事迹突出、

影响广泛的单位、个人、志愿服务

等爱心团队、慈善项目、慈善信托

等典型。为进一步助力打赢脱贫攻

坚战，我省 50%以上的推荐名额将

集中到扶贫济困领域作出突出贡

献的单位、个人、爱心团队、慈善项

目、慈善信托。 符合条件且有申报

意愿的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个

人，可以向民政部门和相关单位申

报，接受推荐的时间为 10 月 15 日

至 12 月 31 日。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汤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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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殷，邻居家的水管安到我

家这边来了，影响我家排水，能不

能过来看一下。 ”“老殷，我被一

辆车撞了， 能不能帮我们调解下

医疗赔偿问题？” ……在乌当区东

风镇头堡村， 村民遇到纠纷困难

都会想到找“老殷” 。

村民口中的老殷，就是头堡村

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殷登明。从事

农村基层矛盾纠纷调解 14 年来，

殷登明刻苦钻研法律知识，用专业

知识和满腔热情为群众调解土地、

邻里、医疗等纠纷，为维护农村社

会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获得“全

省优秀人民调解员” 等称号。

从“门外汉” 到“行家里手”

殷登明今年 55 岁，是头堡村

村民。 在当上村里的调解员以前，

他在家务农同时兼做蔬菜生意，

村里老人经常委托殷登明帮忙卖

菜。 “老人种菜不容易，我只是顺

便帮他们卖一下。 ” 殷登明说。

因为尊老爱幼，2003 年，殷登

明被村民选为村民组长， 到 2012

年共担任三届村民组长。 2005 年，

因工作得到村支两委和村民的认

可，殷登明进入村委会工作，担任

头堡村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开

始为村民调解各类矛盾纠纷。 这

一干，就是 14 年。

“我只有初中文化，担心自己

做不好。 调解工作，首先得懂法律

知识，当时我已经 40 出头，记忆

力和精力都比不上年轻人。 但我

告诉自己，多学点法律知识，调解

才有底气。 ” 殷登明说。

在殷登明的书柜里， 整齐摆

放着 《法律小全书》《人民调解

法》《土地法》《城郊农村如何搞

好人民调解》等书籍。殷登明熟读

法律知识，并用到实际工作中，还

主动向村里、镇里从事综治、调解

等相关工作的同事学习。 很快，殷

登明开始独立调解纠纷。

“小矛盾不解决好，就会像滚

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后果严重。 ”

殷登明说。

14 年来，殷登明不断学习，不

断实践， 成为了农村矛盾纠纷调

解的行家， 也成了半个 “法律专

家” 。

“先把好脉，再对症下药”

10 月 9 日下午， 殷登明的电

话响起：“老殷， 邻居家的水管安

到我家这边来了，影响我家排水，

能不能过来看一下。 ” 挂掉电话，

殷登明立刻前往村民龙女士家了

解情况。

在现场， 殷登明查看了龙女

士邻居家的水管走向， 殷登明告

诉龙女士，这个修法不对，他会解

决好的。

记录了龙女士遇到的问题，

殷登明给龙女士的邻居打电话

说明问题，并安排第二天现场调

解。 “遇到问题， 我首先就想到

了老殷， 很多纠纷他都调解得

好， 相信这件事也没有问题。 ”

龙女士说。

随后， 殷登明又开始调解一

起夫妻离婚后因为安装水表问题

引发的纠纷。

殷登明把矛盾纠纷比作疾

病， 人民调解员就是一名中医。

“调解就像中医治病，首先要给矛

盾纠纷把好脉， 就是把当事人都

叫到一起， 弄清楚纠纷产生的原

因，双方的矛盾点在哪里，再听取

双方的意见。 然后对症下药，根据

法律或者情理，划分责任，以理服

人， 让各方尽快找到一个都能接

受的条件。 ” 殷登明说。

问起调解工作有何诀窍，殷

登明告诉记者， 调解员就是要当

好“和事佬” ，村里的人文化水平

普遍不高， 遇到纠纷特别容易冲

动，首先要稳定他们的情绪，稳定

情绪后，再给他们讲理讲情。 “都

是一个村子的，抬头不见低头见，

和气才是最终目的。 ”

让“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村”

“到达纠纷现场，才能了解到

最详细的情况，做到公正调解。 ”

殷登明说。

三年前， 两户村民因为争夺

电力公司安装铁塔赔偿金闹到村

委会，殷登明前往现场调解。 因为

两家的自留山界限都是上世纪 80

年代划的，时间久远，原来的界限

已经模糊， 两家对赔偿金归属各

执一词。“我前后连续去了他们家

四五次进行调解， 最终双方都做

出了让步， 自留山面积大的拿赔

偿金的三分之二， 自留山面积小

的拿剩下的。 ” 殷登明说。

人民调解工作， 讲究的是一

个“早” 字，“早发现”“早介入”

“早调处” 才能把矛盾化解在萌

芽状态。 如果没有及时调解，有的

人就会上访或者自行解决， 甚至

会引发群体性事件。“我们调解员

就是要把矛盾纠纷化解在村这一

级，让农村更稳定更和谐。 ” 殷登

明说。

每年， 殷登明调解的矛盾纠

纷约 20 件， 多的时候一年有 60

多件，因为调解有力，近八年来，

头堡村没有发生一起上访事件，

实现 “小事不出组， 大事不出

村” 。

14 年来， 殷登明风里来雨里

去， 全村每家都留有殷登明的电

话号码，一遇到事就找他。

因为调解工作做得好， 殷登

明多次获得乌当区 “优秀人民调

解员、先进工作者” 称号，2018 年

11 月获得 “全省优秀人民调解

员” 称号。

殷登明结合自己的经验，形

成了很多可推广、 可复制的调解

办法。 2017 年，头堡村人民调解委

员会获“贵阳市村（居）人民调解

委员会规范化示范点” 称号。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金毛毛

本报讯 10 月 13 日，“我

们的节日·重阳” 2019 （己亥）

年孔学堂敬老礼活动举行。

本次活动由贵阳市委宣传

部、贵阳市文明办、贵阳孔学堂

文化传播中心主办，现场举行了

敬老礼活动、“微孝行动” 启动

仪式、老年团体操展演、登高祈

福等文化活动，吸引了近千名老

人参加。

其中，敬老礼活动环节特

别邀请了 22 位 70 岁以上老

人参加，儿孙们分别向各自长

辈行跪拜礼、奉重阳糕 、献菊

花茶， 祝愿老人们健康长寿，

表达孝敬之意。 在 “微孝行

动” 启动仪式上，主办方倡议

“常回家看看， 陪父母围炉聊

天”“忙中偷闲， 带父母外出

走走看看” ……用 “微孝行

动” 去践行“孝道” 。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刘辉 文 /图）

本报讯 10月 13日， 记者

从市气象台获悉， 本周贵阳以阴

雨天气为主，最低气温降至 10℃。

具体预报为：14 日，阴天有

小雨，气温 14～16℃；15 日，阴

天有小到中雨，气温 13～16℃；

16 日， 阴天有小到中雨， 气温

11～16℃；17 日， 阴天有小雨，

气温 11～15℃；18 日， 多云间

阴天有分散阵雨， 气温 10～

19℃；19 日， 阴天间多云有阵

雨，气温 13～20℃；20 日，阴天

间多云有阵雨，气温 15～20℃。

本周我省以阴雨天气为

主， 周一至周四受冷空气持续

补充影响， 全省阴天有小到中

雨，西部、北部有中到大雨；周

五，西部地区小雨，其余大部地

区多云， 气温回升； 周六至周

日，全省阴天有阵雨，中北部地

区有中到大雨。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彭刚刚）

本报讯 10 月 12 日，全市

纪检监察机关 2019 年档案业

务培训会举行。

结合全市纪检监察干部队

伍建设年工作以及全员培训的

有关要求，市纪委市监委举办此

次专题培训会，旨在提升全市纪

检监察机关档案业务水平，助推

档案工作高质量发展。培训从档

案的起源、档案的法律法规以及

档案的收集整理等方面对档案

业务知识进行讲解，并针对纪检

监察机关工作特点，对专业档案

归档进行了专题解读。

此次培训增强了全市纪

检监察干部的档案意识，提升

了专兼职档案员的档案理论

知识水平和业务工作能力，为

纪检监察档案的科学化、规范

化管理提供了智力支持。参会

人员表示，讲座有很强的理论

性、知识性、可操作性，对指导

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做好

档案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是

一堂务实管用的课程。

市委巡察办， 市直机关纪

检监察工委， 委机关各内设部

门、 派驻纪检监察组及直属单

位全体干部参加培训 ， 各区

（市、县）纪委监委通过电视电

话会议方式参加培训。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章婧）

本报讯 10 月 13 日，贵州

省湿地保护宣传周系列活动启

动仪式在贵阳市阿哈湖国家湿

地公园举行。

根据 《贵州省湿地保护条

例》规定，每年 10 月份的第三

周为贵州省湿地保护宣传周。今

年的全省湿地保护宣传周将举

行全省湿地保护宣传展、贵州最

美湿地美景赏析、湿地知识大比

拼网络答题等系列活动。 同时，

全省各相关部门将围绕 《湿地

保护管理规定》《贵州省湿地保

护条例》《贵州省湿地保护修复

制度实施方案》等，举行全方位

多形式的宣传推广活动。

截至目前， 我省湿地面积

达 315 万亩， 占全省国土面积

的 1.19%， 湿地类型有 4 类 14

型，现有湿地公园 54 处，其中

国家湿地公园（含试点）45 处。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晨）

《黔·彩·荷》大型

杂技专场在筑上演

献礼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本报讯 10 月 12 日晚，“我

和我的祖国” ———《黔·彩·荷》大

型杂技专场在筑上演， 献礼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

此次演出由贵州省文化和旅

游厅主办， 贵州文化演艺集团承

办。 杂技专场由“不忘初心”“感

恩奋进”“我和我的祖国” 三个篇

章组成，以红色为基调，追忆为主

线， 现场表演了 《绸吊》《车技》

《肩上芭蕾》等杂技节目，演员们

精湛的表演赢得了观众阵阵掌

声。

图为杂技节目《肩上芭蕾》。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庭静

彭刚刚 文 / 图）

本报讯 10 月 12 日， 记者

从云岩区了解到，《云岩区中高

端消费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专项

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近日

出台。 根据《方案》，未来三年，

云岩区将全力打造辐射服务全

市乃至全省经济发展的中央商

务活力区，以辖区商贸业的全面

振兴助推现代服务业能级提升，

增强中高端消费对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推动云

岩经济发展迈向城市价值链更

高端。

根据《方案》，按照“一核三

片” 的产城空间布局，云岩区将以

培育核心商圈壮大商圈经济、大

力发展夜间经济、 加强产业培育

提升中高端消费供给、 培育中高

端消费商街新特色、 支持存量商

业载体提档升级等为具体措施，

通过商贸业的快速振兴助推辖区

现代服务业规模扩张与质态提

升， 构建中央商务区现代服务业

集聚发展体系。

在培育核心商圈壮大商圈经

济方面， 云岩区将以人民大道为

主轴， 打造中部中华中路延安路

核心商圈， 并联动西部数博大道

建设，坚持高标准、高水平、高品

位，聚集中高端消费品牌、提升商

业能级、彰显繁荣繁华，在三年内

完成以人民大道为主轴的中央商

务活力区核心区建设， 延伸扩展

建成中部中华中路延安路核心商

圈， 实现中高端消费新地标的迭

代升级。

在大力发展夜间经济方面，

云岩区将结合城市功能与品质改

造提升， 充分挖掘贵阳老城记忆

与历史文化资源， 在现有的商业

街或老旧厂房基础上培育建设一

批高品位的文体休闲、小众美食、

购物娱乐美食街、酒吧街，培育打

造一批夜旅游、 夜消费的拳头产

品和消费项目， 形成夜间消费新

地标和“打卡地” ，促进市民和游

客从“夜间游玩” 向“夜间消费”

转变， 构建城市夜市商贸繁荣的

窗口。

在加强产业培育、 提升中高

端消费供给方面， 云岩区将依托

人民大道、 数博大道的载体建设

契机， 通过招引一批优质中高端

商贸建设主体， 大力引进一批国

内外知名卖场， 打造一批高品位

特色商业街区， 聚集一批国际知

名科技、教育、总部经济、金融、

品牌酒店、 休闲旅游业、 医疗保

健、文化娱乐、咨询信息、创意设

计、IT 资讯、高端商业酒店业、专

业中介等中高端生活性服务业企

业。

在培育中高端消费商街新特

色方面 ， 云岩区将大力推动阳

明祠历史街区、 省府路特色街

区等省级特色商业街区的规划

建设和改造升级，启动谋划“名

酒街区”“欧美风情街 ”“地铁

商业街 ”“贵阳特色美食一条

街 ”“地方特色酒吧一条街 ”

“贵州特色伴手礼一条街 ” 等

高品位步行街 。 大力打造滨河

文化休闲体验带， 以未来方舟

为主体， 南明河七公里岸线为

主轴 ，形成集休闲 、文化 、度假

为 一 体 的 滨 河 文 化 休 闲 体 验

带， 将东片区打造成为西南首

席滨河名片 ， 成为消费商业休

闲时代的成功典型。

在 支 持 存 量 商 业 载 体 提

档升级做大做强方面 ，云岩区

一方面将围绕 “市场引领、贸

易先行 ” 的原则 ， 助推国贸等

存 量 商 业 载 体 提 质 改 造 现 有

物业或完成规范化运营建设 ；

积 极 配 合 其 引 入 一 批 国 内 外

知名品牌直营店或旗舰店 ，实

现 存 量 商 业 载 体 的 提 档 升 级

与跨越发展。 另一方面 ，支持

“黔萃行” 等云岩特色工艺美

术 行 业 开 发 传 承 黔 中 文 化 和

代表城市形象的产品 ，加强与

国内外知名品牌合作，发展高

级 定 制 等 中 高 端 服 务 ； 推 动

“乡下妹 ” 等“云 岩 制 造 ” 消

费品增品种 、提品质 、创品牌 ，

加快向价值链高端迈进，努力

形成一批中小型商贸品牌 ，提

高 “云岩制造 ”“云岩品牌 ”

市场竞争力。

按照《方案》，云岩区中高端

消费振兴三年行动力争 “一年取

得突破、两年延伸拓展、三年规模

成型” 。 其中，到 2020 年底，云岩

区力争实现全区商贸综合体体量

达 70 万平方米，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完成 404 亿元； 到 2021 年

底， 新开工建设 2 至 3 个中高端

消费品集聚的商业综合体，建成 1

条高品位特色商业步行街， 商贸

综合体体量达到 100 万平方米，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435 亿

元；到 2022 年底，随着人民大道

沿线棚户区改造基本完成， 一批

高端商贸综合体及高端酒店、高

端商务楼宇逐步建成运营， 全区

商贸综合体体量达到 150 万平方

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489

亿元。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秋月）

《云岩区中高端消费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专项方案》出台，计划到 2022 年———

商贸综合体体量达150万平方米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489亿元

村里有个“和事佬” 调解纠纷有妙招

———记乌当区东风镇头堡村人民调解员殷登明

贵州启动第十一届“中华慈善奖” 推荐工作

推动纪检监察档案

科学化规范化管理

全市纪检监察机关档案业务培训会举行

贵阳孔学堂

举行敬老礼活动

图为敬老礼活动中，孩子为长辈奉上桂花糕。

2019贵州省湿地保护

宣传周系列活动启动

本周贵阳多阴雨天气

本报讯 10 月 12 日，记者

从贵州省交通运输厅取消高速

公路省界收费站工作指挥部获

悉，10 月 30 日前， 贵州将完成

各条高速公路收费站人工收费

车道调整为 MTC 混合车道和

ETC车道的工作。

按照我省高速公路出入口

车道设置的原则及现场实际，我

省主线收费站、 重要收费站、环

城高速及各区 （县） 主要收费

站， 原则上设置不低于车道数

70%的 ETC 专用车道， 其余车

道全部设置为混合车道。其余收

费站，设置 2 条 ETC 专用车道，

其余车道设置为混合车道。根据

以上规则，我省需要对 3 千余条

收费车道进行改造。 截至 10 月

10 日，已改造完成千余条。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薇）

10月 30 日前———

贵州将完成高速公路收费站

车道调整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