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党史学习教育

开展以来， 清镇市以自习课

堂、固定课堂、手机课堂、流动

课堂、红色课堂、互动课堂及

简史课堂为载体，推动党史学

习教育走深走实。

自习课堂，让党史学习教

育有深度。 全市统一发放《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学习问答》《论中国

共产党历史》《中国共产党简

史》等学习书籍，强化全市党

员干部的日常学习， 做到读

本经常翻、史料经常记，重点

经常圈， 让党员干部在重温

党的光辉岁月中学史明理，

学史增信。 各村党支部也将

党史学习教育列入农家图书

室， 开拓了党史学习教育的

新阵地。

固定课堂， 让党史学习教

育有密度。 将党史学习教育纳

入各级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内

容， 各党委 （党组） 按照

“411”（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

研讨不少于 4 次、开设专题读

书班不少于 1 期、 组织党课不

少于 1 次）的要求开展专题学

习；各基层党组织采取“三会

一课” 和主题党日等形式，结

合实际， 通过举办读书班、专

题培训、 心得交流活动等进行

学习， 形成一套全面对标深入

学、突出特色重点学、广泛宣讲

领头学、 统筹兼顾务实学的学

习模式， 确保活动持续开展，

学习不断深入。

手机课堂， 让党史学习教

育有广度。 依托 “学习强国”

平台、“筑红云” 平台、“党史

学习教育” 微信公众号以及抖

音、 党员微信群等载体， 为广

大党员提供指尖上的学习课

堂。 在 “清镇发布”“微观清

镇” 微信公众号、黔知道 APP

开设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

程” 总栏目，刊播“学党史、悟

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党史

百年天天读”“红色记忆” 等

学习内容。 以党史为重点，策

划系列理论网课微课， 持续推

出 “主播说党史”“主播说四

史” 栏目。 各乡（镇、街道）等

基层组织通过微信坚持每日推

送党史知识，集语音、视频、图

片和文字等到工作群， 让广大

党员干部职工 “随时学”“就

地看” 。

流动课堂，让党史学习教

育有温度。 邀请党校教师、优

秀党务工作者、 先进典型、离

退休干部等组建宣讲团，打造

“流动课堂” ， 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宣讲“六进” 活动，特别

针对年老体弱、行动不便无法

参加党支部集中学习的老党

员，采取“送学上门” 的方式，

将党史学习教育必读书目送

至党员手中，并聆听老党员的

故事， 达到双向学习的目的。

在定期深入基层单位开展“送

课到一线” 工作中，推出具有

特色的“小院课堂” 、坝坝会、

广场会等为群众领读学党史，

让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基层、深

入人心。

红色课堂，让党史学习教

育有力度。 充分用好清镇本

土丰富的红色资源 ， 组织广

大党员到麦格苗族布依族乡

观游村、卫城镇贺龙广场、鸭

池河红军战斗遗址等地参观

研学，在“行走” 中重温“千

人大会”“强渡鸭池河” 等红

色故事 ， 让党员干部身临其

境学党史。

互动课堂， 让党史学习教

育有亮度。 围绕清镇“一百两

千三区” 发展需求，切实把社

会期盼、群众智慧、基层经验充

分吸收到工作中来， 依托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站）、“新时

代农民讲习所” 等阵地，以“相

约星期三 民事大联解” 为载

体，广泛开展“四史” 学习研

讨、专题调研等，积极搭建党员

干部互动交流平台， 通过扎实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

活动，促进党员干部之间、党员

群众之间互帮互学、教学相长，

积极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实

效。

简史课堂， 让党史学习

教育有高度。 为更好地赓续

红色基因 ， 形成清镇独特的

党史课堂读本， 按照清镇党

史学习教育办公室的安排 ，

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织力量挖

掘本土红色资源 ， 进一步深

入探寻红二 、 红六军团在清

镇的红色足迹 ， 收集散播在

民间的红色故事 ，完善《红

军长征过清镇》文献 ， 面向

全市发行电子版 ， 供全市党

员干部学习， 不断增强党史

学 习 教 育 的 吸 引 力 和 感 染

力， 引导党员干部做到心中

有信仰 、 脚下有力量 、 前行

有导航。

（通讯员 陈娇）

本报讯 来自清镇市纪委市监

委的消息，今年，清镇市选取 13 个村

开展党组织书记、主任“提级监督”

试点工作，推行“543” 工作法，以精

准有力地监督护航乡村振兴。

“543” 工作法即建立“5 项清

单” 、规范“4 措并举” 、畅通“3 个渠

道” 。 “5 项清单” 即：建立试点村党

组织政治监督活页；“三重一大” 事

项备案台账；村集体“三资” 台账；村

党组织书记、主任权力清单；村党组

织书记、主任个人廉政档案。 规范“4

措并举” 即：严格落实联席会议制度；

项目备案制度；问题移送制度及制定

“三重一大” 备案制度；“提级监督”

实施细则。 畅通“3 个渠道” 即：制作

“线索直报明白卡” 、 开通线索直报

专线；张贴“提级监督” 公告栏、设置

举报信箱；畅通“提级监督” 线索举

报渠道，制作并发放“提级监督连心

卡” ，鼓励群众积极参与监督。

截至目前，清镇市 13 个“提级监

督” 试点村共收到问题线索 19 个，立

行立改问题 9 个，责令部门整改问题 5

个， 直报市纪委市监委问题线索 5

个。 （通讯员 王婷）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许发顺统筹

清镇市纪委市监委———

试点村级“提级监督”

推行“543” 工作法

清镇市———

开设“七类课堂”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清镇市———

推进旅游产业化 助力高质量发展

强化规划引领

推动全域旅游建设

全域旅游的发展让清镇

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近年来，

清镇市先后编制了 《清镇市

“十四五” 文化旅游广电发展

专项规划 （初稿）》《清镇市

现代都市农业总体规划》《清

镇市文物保护方案》等，明确

了清镇市旅游发展的总体要

求、 主要目标和主要措施，旅

游业发展的思路不断完善和

成熟。

同时， 清镇市还制定了

《清镇市全域体育规划》《新

店镇乡村旅游发展规划》《清

镇市麦格乡旅游产业布局规

划》《暗流河风景区总体规

划》等旅游专项规划，绘制旅

游发展蓝图。

按照规划发展方向， 清镇

市紧紧围绕全景式规划、 全季

节体验、全社会参与、全产业发

展、全方位服务、全区域管理的

发展目标，结合乡愁文化、历史

文化、科普文化、生态文化、养

生文化、运动文化等，推进“四

个贵州” (时光贵州、四季贵州、

乡愁贵州、寻味贵州 )、茶马古

镇、恐龙小镇、贵阳市文化体育

公园、红枫湖中国（国家）农业

公园等重点旅游项目建设。

“通过项目的投资建设，

使全市文旅产业体系更加完

善，设施更加完备，服务更加优

化，综合效益显著提高。 ” 清镇

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说， 清镇

市将以“贵州系列” 市场为主

体，采取“政府主导 、企业运

作、多元投资、合理分配、规范

管理” 的方式探索开发景点，

并通过包装整合、整体营销，形

成全市整体一盘棋的旅游营销

格局。

实施“旅游 +”

促进多产业融合发展

在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

清镇市实施多项融合工程，将

旅游产业融入文化、 商贸、农

业、教育、体育、文创、餐饮娱

乐、主题住宿等方面，推动旅游

产业的多业态发展， 实现旅游

业的高品质融合。

6 月 8 日，记者在红枫湖

中国（国家）农业公园项目现

场看到，该项目北大门处的虎

山彝寨已经基本改造完成。 清

镇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项目的公共设施、 附属设施、

停车场、智能化设备 、花卉及

苗圃种植等各项建设正在有

序推进。

“我们依托红枫湖镇得天

独厚的生态优势 ， 各具特色

的农业产业 ， 深厚的文化底

蕴和星罗棋布的旅游资源 ，

打造出保护与开发融合、景

观和田园融合、 文化与体验

融合、 建设与运营融合的创

新融合型国家农业公园。 ” 清

镇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说 ，

红枫湖中国 （国家） 农业公

园项目就是清镇市旅游多产

业融合发展的一个缩影 ，该

项目将打造创建生态综合治

理先导区 、 农业产业升级示

范区、红枫农耕文化体验区 、

休闲活力旅游度假区 ， 项目

的建设还将推动红枫湖镇加

速乡村振兴的步伐。

此外， 清镇市深度挖掘历

史文化、工业文化、三线文化、

民族文化、 红色文化内涵，重

点打造卫城文化古镇、 麦格观

游长征文化公园、 新店鸭池河

村红色美丽村庄建设等项目；

在农旅融合上， 重点打造以环

红枫湖乡村旅游带、 麦格乡村

旅游区、 卫城乡村旅游区、暗

流河乡村旅游区、 新店乡村旅

游区等为龙头的乡村旅游示范

基地； 在体旅融合上， 通过举

办亚高原精英越野挑战赛、清

镇半程马拉松赛、 欢乐跑、旅

游环线自行车赛等赛事， 树立

清镇健康体育 + 生态旅游融

合发展的典范。

打造精品线路

提供多元化选择

为全面提升清镇的知名

度， 近年来， 清镇市加大对

辖区旅游的宣传推介力度，

编制了 《清镇市旅游地图》

《清镇市旅游手册》， 系统

地对重要旅游景区 （点）、

旅游项目 、 特色美食 、 特色

宾馆酒店 、 旅游线路等进行

宣传推荐； 积极参与省内外

旅游推介活动， 介绍清镇便

捷的交通优势 、 丰富的旅游

资源 、 良好的生态环境等，

提升对外知名度及美誉度。

清 镇 市 利 用 旅 游 “避 暑

季 ” 、各种博览会、东盟教育

周等活动， 配合贵阳市文旅

局做好精品旅游环线线路规

划 、 产业业态布局发展谋划

等相关工作。

为了满足不同群体的旅游

需求， 清镇市根据实际适时推

出休闲轻松、康养时尚、生态茶

文化、农业体验、生态乡村、峡

谷探险等多条精品旅游线路，

将健康、养生、养老、休闲、旅游

等多元化功能融为一体， 为游

客提供多元化和精准化的出行

选择。

在休闲康养游中， 游客可

以到时光贵州聆听贵州故事、

体验海派生活，到非遗文化街

区体验贵州蜡染、陶艺文化制

作工艺， 到归元山居品尝美

食，到四季贵州山地温泉水世

界泡泉放松，到清镇中环烙锅

广场体验清镇烙锅餐饮文化；

在农业体验游中，游客可以到

芦荻哨村的中华茶博园品茶，

到向黔冲农场进行生态农村

观光、趣味午餐 、体验采摘的

乐趣，到右二村网红桥拍照留

念，到兴隆度假村体验正宗乡

村农家乐； 在生态乡村游中，

游客可以到贵州省森林康养

基地吸氧洗肺，到洗马村登鑫

农场体验打糍粑，到卫城古镇

寻找西卫文化古迹，品尝卫城

八大碗和卫城辣子鸡等美味；

在峡谷探险游中，游客可以到

鸭甸河露营、垂钓，乘船游化

屋基、 笋子岩、 鸭池河大桥，

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

旅游产业是交流文化、增

进友谊的桥梁， 更是助民增收

致富、 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

力。 清镇市旅游产业的发展正

向质而行， 其力已聚、 其势已

成，未来可期。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许发顺

图片由清镇市文旅局提供

本报讯 近期，清镇市以庆祝建党

100周年为契机， 开展 “忆党史 颂党

恩” 为主题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活动，引

导各族干部群众知史爱党、知史爱国。

活动中，清镇市以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组织汉族、苗族、

布依族、彝族、仡佬族等群众代表，围

绕回顾党的光辉历程、讴歌党的丰功

伟绩、铭记党的恩情等，结合当地经

济社会发展和各族群众生产生活发

生的重大改变，自编自创自唱民族民

间山歌，用歌声表达对中国共产党和

伟大祖国的热爱之情。

（通讯员 杨厚信）

清镇市———

开展“忆党史 颂党恩”

唱支山歌给党听活动

本报讯 党史学习教育启动以

来， 清镇市红枫湖镇大冲村党支部

依托农家书屋， 通过建立党史学习

教育阅读平台、开展特色阅读活动、

做好服务保障， 让党史学习教育入

脑入心。

据了解 ， 红枫湖镇在 16 个村

（居）的农家书屋开辟了红色党史名

著阅读专区，党员群众可自由选择学

习时间，选择适合自己的党史书籍进

行学习，实现及时“加油充电” 。 此

外，该镇党建、党政、文化三部门定期

组织开展读党史、 学党史主题活动，

推动了党史学习教育在农村的全覆

盖，带动了村民群众积极参与，共同

将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传承好、

发扬好，助力乡村振兴。

（通讯员 张薇）

红枫湖镇———

农家书屋变身“红色加油站”

� � � � 清镇市环保志愿者在红枫湖镇芦荻哨村芦荻哨一组污水处理站查看污水

处理情况。 通讯员 耀家昌 摄

本报讯 6 月 4 日， 贵阳市生态

环境局清镇分局携手贵阳市公众环

境教育中心、清镇市生态保护联合会

开展环境日主题宣传活动，进一步提

高群众生态环保意识，推动社会各界

和公众参与生态环境建设。

活动中， 贵阳市生态环境局清

镇分局在清镇市人民广场展出 13

块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展板， 充分展

示近年来清镇市在水污染防治 、农

村环境综合整治、 社会共治等方面

取得的环保成果， 并由生态保护志

愿者对展板内容现场答疑； 组织志

愿者开展生态环保知识有奖问答活

动， 进一步增强广大市民对环境保

护相关知识的了解， 号召市民参与

到环境保护工作中来； 清镇市生态

保护联合会还组织环保志愿者深入

红枫湖沿湖村寨、 学校开展环保知

识宣传，并实地查看污水处理情况。

此次活动共发放污染防治、 垃圾

分类等宣传手册 1000 余份， 发放环

保小礼品 123 份。

（通讯员 龚晓宏）

清镇市多部门携手———

开展“世界环境日” 宣传活动

近年来，清镇市紧紧围绕建设“一百两千三区” 总目标，按照“打造山水园林特色的商贸文旅新中心” 的要

求，以运动休闲体验度假为重点，主打贵州牌，建设时光贵州、四季贵州、乡愁贵州、寻味贵州、茶马古镇、恐龙小镇

及贵阳市体育文化公园等一批重点休闲康养旅游项目，积极探索旅游 + 发展思路，形成文化、旅游、体育三位一体

的特色生态之旅品牌，加快推进旅游产业化，助力清镇市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恐

龙

小

镇

效

果

图

。

本报讯 连日来，清镇市自然资

源局坚持以汛前排查为基础、汛期巡

查为重点，扎实开展地质灾害防治工

作，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工作中，该局成立地质灾害应急

技术服务中心，为地质灾害防治技术

提供支撑。 建立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制

度，明确应急处置、预警预报、值班值

守、会商演练等原则和要求。 建立健

全市、乡、村、组（点）四级包保责任

队伍体系，将隐患点防治责任落实到

市、乡镇、村组和监测人。

针对部分地区山区较多，地质灾

害具有高位、隐蔽性强的特点，运用

天空地一体化进行“三查” ，即卫星

平台及雷达为主要观测手段进行“普

查” ， 航空平台及无人机摄影测量为

主要测绘手段进行“详查” ，地面人

工调查复核 + 监测进行 “核查” ，由

面到点，准确查出地质灾害隐患。

截至目前， 已完成重点区域详查

项目 273 平方公里， 一般区域详查项

目 1114.06平方公里，农村道路沿线排

查 647.777平方公里。落实地质灾害隐

患点监测员 228 名， 隐患点监测设备

安装 108 处，进一步强化“人防 + 技

防” ，最大限度杜绝地质灾害发生。

（通讯员 田旭娇）

清镇市自然资源局———

地质灾害一体化“三查”

筑牢汛期“安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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