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流动人口多、人员结构复杂、

10 年以上的老小区……提起这

些， 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样的小区

肯定矛盾纠纷多、不好管理。

观山湖区观山社区景怡苑小

区就是这样一个小区。 但在景怡

苑居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

简称景怡苑调委会） 的努力下，

该小区五年来上千起矛盾纠纷

95%都就地化解， 为维护辖区和

谐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

居委会与物业联合调解纠纷

10 月 16 日上午 10 点， 记者

来到位于观山湖区黔灵山路上的

景怡苑小区， 景怡苑调委会主任

郭跃辉和同事们正准备到 2 组团

架空层查看之前堆积的杂物是否

已经搬走。

记者得知， 景怡苑调委会成

员既有景怡苑居委会工作人员，

也有景怡苑小区物业人员。

景怡苑小区在观山湖区属于

比较老的小区， 有 70 多栋楼、

3800 多户居民。 因为小区对面是

贵阳一中，陪读租房的人较多，加

上周围有超过 100 家电商企业，

流动人口多，矛盾纠纷时有发生。

“矛盾比较多，以物业纠纷

为主。 例如，因没有做好防水，楼

上漏水淹了楼下的地板、家具；旁

边的 KTV 影响居民休息等。 因为

居委会就在小区里， 很多居民来

居委会投诉， 我们再找到物业进

行解决或者调解。 ” 郭跃辉说。

基于这样的实际， 为解决好

辖区的物业纠纷，2015 年 4 月，

景怡苑调委会将景怡苑物业人员

纳入进来， 联合调解小区内的物

业纠纷。

摸清纠纷原由再对症下药

每周一， 景怡苑调委会都会

开例会， 分析总结一周来解决的

矛盾纠纷情况。 “人民调解工作

必须调查清楚矛盾纠纷的根源，

了解实际情况，再对症下药。 ” 郭

跃辉每次例会都会强调这一点。

2017 年， 景怡苑小区一居民

因安装防盗门影响到隔壁开门，

两家矛盾激化闹到居委会。 景怡

苑调委会工作人员赶紧到现场了

解情况。 投诉的居民表示邻居占

用一点楼道可以接受， 但希望不

要影响到自己的生活。

“随后，我们去找被投诉方，

让他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是对方

的防盗门影响到自己家开门，会

不会心里不舒服。 因为有缘分才

成为邻居，要和谐相处。 ” 郭跃辉

说，经过分析原因、换位思考，双

方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最终， 在景怡苑调委会的调

解下，双方达成和解，被投诉方向

投诉方赔礼道歉， 并调整了门的

位置，不影响对方家开门。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

言权，调解矛盾纠纷，首先要了

解 双方 的诉 求 ， 才 能 对 症 下

药。 ” 郭跃辉说。

解决好每一件矛盾纠纷

“我们看来鸡毛蒜皮的小

事，在居民那可能是大事。居民能

来找我们，说明信任我们。我们必

须把每一件矛盾纠纷解决好，服

务好每一个人。 ” 景怡苑调委会

工作人员杨芳琼说。

有一次，景怡苑居民周先生家

水管爆裂，害怕水流到楼下住户家

中，情急中拨打了景怡苑调委会的

电话。景怡苑调委会马上和物业联

系， 通知物业工程部人员来关水

阀、修水管等，很快就解决了问题。

“事后，周先生很感激，见到

我们都会打招呼。 只有全心全意

为群众服务， 才能获得他们的信

任。 ” 杨芳琼说。

在景怡苑调委会， 每个调解

员的手机 24 小时开机，并向群众

公开。

几年前， 景怡苑小区养狗居

民比较多， 常有狗在别人家门口

拉大便、遛狗不牵绳等现象。“后

来， 景怡苑调委会协助物业制定

了养犬规定， 要求住户文明养

狗。 ” 郭跃辉说，现在，景怡苑小

区居民养狗文明多了。

现在，“有事就找调委会” 在

景怡苑成了顺口溜。 “我们调委

会要做的就是全心全意为居民服

务，化解矛盾纠纷，提高居民的生

活品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 郭

跃辉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金毛毛

“只有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才能获得他们的信任”

———观山湖区景怡苑居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用爱心耐心责任心化解矛盾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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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 月 20 日，记者从

2019 中国（贵州）国际民族民间

工艺品·文化产品博览会组委会

获悉， 民博会期间将举行多个主

题展览，涵盖我省民族民间工艺、

非遗文化、少数民族服饰、多彩贵

州水、文创产品等内容，集中呈现

近年来我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

新成果、新亮点。

展览以“壮丽 70 年·奋斗新

时代” 为主题。 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贵州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成果展

分为旅游发展、文艺创作、文化惠

民、文化遗产保护、文旅融合五个

部分， 通过图片反映和展示新中

国成立 70 年来贵州文化旅游产

业发展取得的成就。

文化创意及非遗作品展围绕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和决战

脱贫攻坚主线，聚焦全省“大扶

贫、大数据、大生态” 三大战略行

动、 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以及贵

州文化改革发展新成就等， 分为

文创扶贫、文创大赛、文创十佳、

非遗作品四大板块， 将展现文产

扶贫、文化魅力、非遗风采、技艺

传承等成果。皮纸制作、苗族银饰

锻造、苗族蜡染、水族马尾绣、玉

屏箫笛、砂陶、安顺木雕等几十位

贵州非遗传承人，将在“黔地守

艺” 非遗作品展上聚集，现场演

绎我省丰富多彩的非遗技艺。

贵州民族民间手工艺术精品

展设置了银器银饰区、刺绣区、蜡

染区、雕刻雕塑区、庆祝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主题作品区、优秀龙头

企业区、综合类区七个展区，将集

中展出从全省各市（州）、手工艺

人、个人收藏家、龙头企业中征集

的约 500 件手工艺术精品。 这些

展品具有鲜明的贵州特色、 较高

的工艺价值和文化价值。

作为民博会的固有项目，贵

州民族民间工艺品旅游商品展已

成为我省民族民间工艺品、 文化

产品交流交易的重要活动， 目前

已有省内 127 家文创企业报名参

展，内容涉及工艺品、旅游商品、

特色食品及健康医药等。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刘辉）

本报讯 记者 10 月 18 日从

省总工会获悉，今年 7 月我省各

级工会开展金秋助学活动以来，

全省共筹集助学资金 3482.1 万

元、发放 3466.1 万元，资助困难

职工和农民工（含易地扶贫搬迁

在档困难工会会员） 家庭子女

8992人入学。

今年， 各级工会积极动员

爱心企业 、爱心人士等社会力

量捐资助学 ，形成多元化助学

力量 。 据不完全统计 ，金秋助

学活动开展以来，全省共筹集

各级党委政府投入资金 、各级

工会投入资金 、社会捐赠资金

和其他方 面筹 集的 助学 资 金

共 计 3482 . 1 万 元 ， 发 放

3466 . 1 万元 ， 剩余的资金 将

注入助学基金中，用于困难职

工（农民工）家庭学生的日常

救助 。

在金秋助学活动中， 各级

工会创新助学机制， 推动助学

金发放从每年一次性资助向持

续助学救助、协议式助学、爱心

企业捐赠资金合作助学、 设立

助学奖学金等模式发展。 除发

放助学资金外， 各级工会为在

读困难职工（农民工）子女勤

工俭学和社 会 实践 联系 单位

111 家 、提供岗位 419 个 ；开展

困难职工（农民工）家庭高校

毕业生阳光就业行动， 提供就

业岗位 68292 个、 就业技能培

训 1207 人次 ， 帮助实现就业

918 人次。

（朱美云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庭静）

本报讯 10 月 18 日，2019

年全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科普宣

传月活动贵州分会场启动仪式在

多彩贵州城极地海洋世界举行。

记者从启动仪式上获悉，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 长江流域贵州段

20 个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

区将无限期实行全面禁捕。

本次活动由农业农村部渔业

渔政管理局、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

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统一部署和

指导，贵州省农业农村厅、贵州省

渔业局主办，主题为“保护水生野

生动物·共建和谐美丽中国” 。活动

中， 来自全省的渔政执法人员、高

校志愿者、社会水生生物保护人士

等 400 余人一起学习了有关水生

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法规。

在本次活动中， 贵州省农业

农村厅、 贵州省渔业局将携手相

关单位开展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科

普宣传进学校、进景区、进社区、

进渔区活动， 并面向社会广泛开

展以“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科普宣

传” 为主题的摄影、征文、绘画等

活动，吸引群众关注、参与水生野

生动物保护科普宣传工作。

据了解，近年来，我省不断加

大执法检查力度， 严打非法破坏

水生野生动物栖息地及资源的行

为。我省将持续推进禁渔工作，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长江流域贵

州段 20 个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

保护区将无限期实行全面禁捕。

对于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以外的

长江重要支流乌江、清水江、牛栏

江等， 将实行渔民退捕、 转产上

岸， 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10 年禁捕。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郭然 罗林）

10 月 16 日，下着细雨，清镇

市流长乡马陇村党支部书记王

亮华满脚沾泥，带着结队帮扶村

里的贵阳公交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陈兵和贵阳公交集团驻村

帮扶队员邝一鸣，查看村里排污

沟的修建情况。

“别看只有 700 多米，这可

是流长乡 26 个村中第一个修

排污沟的村寨， 对于村民生活

环境的改变作用可大了。 ” 王

亮华说。

王亮华说，以前马陇村属于

国家级二类贫困村。 村民的生活

习惯差， 村里到处污水横流，有

些地方还要用石头垫着走路才

行， 导致村寨的生活环境脏乱

差。 村支两委班子涣散，等靠要

思想特别突出。 半数以上村民靠

种植传统农作物为主要经济来

源，贫困户增收困难，村里多数

年轻人在外打工。 那时，马陇村

是典型的“后进村” 。

“从 2017 年起，我们村开始

有了变化。 ” 王亮华说。

驻村队员深入了解马陇村

的现状后，贵阳公交集团拟出了

帮扶计划，并挨家挨户做村民的

思想工作， 动员村民养生态猪，

并由公交集团打通销售渠道 。

2017 年， 只有十多户村民同意

养生态猪， 当年出栏生态猪 40

多头被全部收购，养殖户户均增

收 4000 元。 村民尝到甜头后扩

大养殖，2018 年，出栏的生态猪

达到 172 头，养殖户户均增收约

5200元。 到 2019 年， 村里有 90

多户村民养生态猪。

“现在，村民养殖的积极性

非常高。 ” 邝一鸣说，今年预

计出栏 280 多头生态猪， 全部

由公交集团协调销售， 并高于

市场价。

52 岁的村民杨念兵乐呵呵

地站在猪圈旁指着一群小猪说：

“以前送我的猪都下了 10 多头

小猪崽了， 现在我家养了 20 多

头猪。 ”

如今，贵阳公交集团帮助马

陇村在村口立起了“生态猪养殖

点” 的宣传牌，并免费提供店面

供马陇村生态猪销售宣传。

村里的产业项目在发展，基

础设施也在发生变化。

“2018 年初，村民要到较远

的地方挑水用，有时会因为用水

发生矛盾。 ” 王亮华说，在贵阳

公交集团的帮扶下，村里新修建

了 11 个蓄水池，满足了 12 个村

民组的用水需求。

“现在正在修建的马陇村卫

生室年底就可以完工，党建文化

长廊已修建完成。下一步将继续

开展‘手牵手、爱心一百’ 公益

活动， 结队帮扶 6 户贫困户，争

取各部门支持，帮助村里硬化 3

公里村寨道路……” 陈兵列出

了下一步贵阳公交集团的帮扶

计划。

如今，马陇村发展了生态猪

养殖、中药材种植等产业，不仅

村集体有收入，村民增收也有保

障。 “今年底，建档立卡的 41 户

贫困户将全部脱贫，马陇村将变

成‘后劲村’ 。 ” 王亮华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薇

让“后进村”变成“后劲村”

———贵阳公交集团助推清镇市流长乡

马陇村脱贫一瞥

民博会将举行多个主题展览

集中呈现我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新成果、新亮点

金秋助学活动开展以来———

贵州工会筹集三千余万元

助八千余名学子圆求学梦

贵州加强水生野生动物保护

长江流域贵州段 20 个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明年起无限期全面禁捕

图为大学生志愿者在启动仪式上观看海豚表演。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郭然 摄

新华社贵阳 10 月 20 日电

（记者 潘德鑫） 素有“江南煤

海” 之称的贵州，将加快煤矿企

业智能化、机械化（“两化” ）升

级改造，确保到 2020 年底，生产

煤矿采煤机械化率达到 96%、机

械化改造实施覆盖率达到 100%，

辅助系统智能化、 信息化服务管

理和监控覆盖率均达到 100%。

记者从贵州省能源局获悉，

截至 9 月底， 贵州煤矿数为 922

处，其中公告生产煤矿 428 处，建

设煤矿 74处，其他停产、停建煤矿

420处。 生产和建设煤矿中有 326

处已实施辅助系统智能化升级，

129处已实施综合机械化改造。

贵州将把尚未实施 “两化”

的 30 万吨 / 年及以上生产煤矿

作为升级改造重点。此外，贵州将

加快以煤矿智能化系统为数据来

源和基础支撑的“能源云” 综合

应用平台建设， 在实现煤炭生产

运行实时调度监测的基础上，加

大数据挖掘力度，开展统计分析、

预测预警、 决策支持等功能板块

的研发，推进行业现代化进程。

贵州将加快煤矿企业

智能化机械化升级改造

本报讯 10月 27 日至 29

日，2019国际山地旅游联盟年会将

在贵阳举行， 届时将有来自 29个

国家和地区的 400余名嘉宾出席。

本届年会的主题为“携手构

筑可持续山地旅游命运共同

体” ， 出席嘉宾将聚焦生态、绿

色、环保、减贫、创新等议题，深

入探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山地

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与方法，

为可持续山地旅游实践提供案

例参考和理论指导。

本届年会的主体活动有国际

山地旅游联盟理事会会议、国际山

地旅游联盟总部落成揭牌仪式、

2019国际山地旅游联盟年会开幕

式暨主题论坛等，其他相关配套活

动包括专家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

议、“一带一路” 山地旅游交流合

作对接会、山盟年会展、山盟之夜、

双龙生态公园和生态体育公园徒

步体验活动。

国际山地旅游联盟年会是中

国第一个以山地旅游为主题定位

的国际组织年会。该联盟由世界主

要山地国家和地区的旅游机构、团

体、 企业和个人自愿组成的国际

性、非营利性民间社团构成，拥有

来自世界五大洲 29个国家和地区

的 142个团体和个人会员。

贵州是该联盟的发起方和

总部所在地，依托得天独厚的山

地旅游资源， 提出打造国内一

流、世界知名山地旅游目的地和

山地旅游强省的目标，将致力于

加快转变旅游业发展思路，优化

旅游发展战略布局。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陈问菩）

2019国际山地旅游联盟年会

10月 27日至 29日在筑举行

本报讯 10 月 19 日，贵阳

市第一届“甲秀杯” 业余网球

团体邀请赛在金阳网球中心

开赛，来自省直机关、省网协、

贵阳市网协、 六盘水市网协、

毕 节 市 网 协 等 12 支 球 队 的

144名网球爱好者参赛。

本次比赛分为男子双打、

女子双打、常青男双、劲松男

双及混合双打五个组别 ，赛期

两天，分为两个阶段进行。 第

一阶段为小组单循环比赛 ，第

二阶段为淘汰赛，每场比赛采

用 6 局决胜制和平局决胜制 ，

即比分 6 比 6 时抢 7 决胜。 举

办本次比赛，旨在通过邀请全

省各地高水平网球运动员参

赛 ，带动提升贵州省网球爱好

者的水平，促进贵州省各市州

网球爱好者深入交流，促进全

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

发展。

本次比赛由贵阳市委宣传

部、贵阳市体育局主办，贵阳市

网球协会、贵阳市网球运动管理

中心承办， 贵阳日报传媒集团、

贵阳广播电视台协办。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彭刚刚）

贵阳市第一届“甲秀杯”

业余网球团体邀请赛开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