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阳贵安农村“五治” 示范演出暨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 集中示范活动现场。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周永 郑宇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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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4 日，2021 年度市（新区）管国企党委书记抓党建

述职评议暨 2022 年全市国企党建工作部署会召开，市委常委、

市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国有企业党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滕伟华

出席并作讲话。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省、市有关会议精神，深入实施“筑固工

程” ，聚焦强党建、强使命、强队伍、强监督，全力抓实抓好国企

党建和国企改革发展各项工作，以国企高质量发展助推“强省

会” 行动。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衣琼）

▲1 月 11 日，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郑国宁主持

召开市纪委市监委、贵安新区纪检监察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2022

年第一季度集中学习研讨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从百年党史

中汲取奋进力量，严明纪律规矩，强化作风建设，在服务保障“强

省会” 行动中交出新的优异答卷。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伍华）

▲1 月 14 日，市委副书记陶平生出席贵阳贵安农村“五治”

示范演出暨 2022 年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 集中示范活动并讲

话。 他强调，要聚焦“强省会” 深入推动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农村

“五治” 工作，把民生实事办好办实，真正办到群众心坎上。 要切

实推动“三下乡” 活动常态化、制度化，有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更好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孙绍雪，市政

协副主席杜正军为“强省会、利民生，爽爽贵阳我先行” ———“五

治” 志愿服务队授旗。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樊荣）

根据贵阳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四次会议授权，经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 116 次主任会议决定：贵阳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2 年 1 月 26 日在

观山湖区贵阳会议中心召开。

关于召开贵阳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的决定

2022年 1 月 11 日贵阳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 116 次主任会议通过

本报讯 1 月 14 日，贵阳市两

会新闻发布会召开，宣布市十五届

人大一次会议将于 1 月 26 日上午

开幕、1月 29日下午闭幕。

市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应出席

会议的市十五届人大代表 365 名，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工作需

要，列席全体会议人员约 520名。

市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建

议议程有八项：听取和审议贵阳市

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贵

阳市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2 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报告，批

准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 审查和批准贵阳市 2021 年全

市和市本级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2 年全市和市本级财政预算

（草案）报告，批准 2022 年市本级

财政预算；听取和审议贵阳市人大

常委会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贵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听取和

审议贵阳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选举产生贵阳市第十五届人大常

委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委员，

选举产生贵阳市人民政府市长、副

市长和贵阳市监察委员会主任、贵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贵阳市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通过贵阳市第十

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

组成人员名单。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肖达钰莎）

本报讯 1 月 14 日， 我市召

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政协第十三

届贵阳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 1

月 25 日上午开幕、1 月 28 日下午

闭幕，会期 4 天。

政协第十三届贵阳市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的建议议程共七项：听

取和审议政协第十二届贵阳市委

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听取和

审议政协第十二届贵阳市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提案工作情况的

报告；选举政协第十三届贵阳市委

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

员；审议通过政协第十三届贵阳市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

政协第十三届贵阳市委员会第一

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关于政协

第十三届贵阳市委员会第一次会

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列席贵阳

市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听取并讨

论《贵阳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及

其他有关报告；其他。

据悉， 政协第十三届贵阳市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出、 列席人员

440 人，其中应出席政协第十三届

贵阳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市政

协委员 368 人。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衣琼）

贵阳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1 月 26 日开幕

政协第十三届贵阳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1 月 25 日开幕

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有关规定，根据政协第十二届贵阳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授权，经政协第十二届贵阳市委员会第七十四次主席会议决定：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贵阳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2 年 1 月 25 日在贵阳召开。

关于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

贵阳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

（2022年 1月 14日政协第十二届贵阳市委员会第 74次主席会议通过）

正值隆冬时节， 开阳县禾丰

乡却生机勃勃，处处是景、步步皆

画， 令人心旷神怡。 宽阔的水东

文化广场上， 年味渐浓、 喜气洋

洋，一张张笑脸幸福满足，同心同

喜、共迎盛会。

1 月 14 日，由市精神文明建

设指导委员会主办，市委宣传部、

市精神文明办承办的贵阳贵安农

村“五治” 示范演出暨 2022 年文

化科技卫生“三下乡” 集中示范

活动如约而至。

寒风阵阵， 挡不住村民的热

情。 午饭一过， 周边村民就早早

赶到广场，看展板、听政策、学技

术，现场热闹非凡。

活动开始，舞台上，表演者全

情投入，舞台下，观众们看得喜笑

颜开，掌声经久不息。

这是一场群众家门口的文艺

盛宴，一个个接地气的节目，走进

群众心里，把文化“种” 在这片充

满希望的土地上。

歌声飞扬，舞姿翩翩。 歌舞

《万疆》《不忘初心》，用热情的

旋律， 唱响乡村振兴的时代赞

歌，唱出文明新风，唱出新生活；

舞蹈《竹鼓声声》，高扬着时代

的主旋律， 舞出幸福快乐新生

活 ；情景剧《振兴之路》、小品

《明日新风》、歌曲《布依“五

治” 山歌》有声有色，让“五治”

宣传深入人心……

“好！ ” 一阵阵喝彩声在现场

响起。 村民宋志伦开心不已：“在

家门口看到这么高水平的演出，

还能了解‘五治’ 政策，真是开眼

界了，希望这样的活动常有。 ”

“春节马上来了，衷心祝你

们新春快乐、幸福吉祥，一年更比

一年好。 ” 书法家们将刚刚写好

的春联送给村民。 健康义诊、“五

治” 宣传、农技知识宣传、公益电

影放映……一系列宣传活动同步

开展，把温暖送到群众身边，送到

群众心中。

温情传递， 幸福接力。 即日

起，“强省会、利民生，爽爽贵阳

我先行” ———“五治” 志愿服务

队将走进千家万户，宣传“五治”

政策与知识， 传递党的声音和关

怀， 为更多基层群众送去温暖与

信心。

“禾丰乡将以此次活动为契

机，扎实推进农村‘五治’ 工作，全

面改善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努力打

造绿色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禾

丰乡党委副书记彭洪江说。

“广大文化、 科技和卫生工

作者深入基层，服务广大群众，不

仅为我们带来了丰富实用的科学

技术、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健康

有益的卫生知识， 更给我们带来

了党的关怀和温暖。 ” 禾丰乡马

头村村民周碧芬说。

“享有丰富多彩的文化生

活 是广 大农 民 群 众 的 殷 切 期

盼。 我们将切实落实文化惠民

工程 ， 深入开展送电影下乡活

动， 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

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 促进乡

村文化振兴。 ” 贵阳影业集团总

经理詹立说。

“我们将结合市第十一次党

代会精神的贯彻落实，以等不起、

慢不得的作风， 加快推进农村

‘五治’ 工作，打赢消灭旱厕攻坚

战，全面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

不断增强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 贵阳贵安农村

“五治”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

主任张林俊说。

凝聚力量，共创未来。 当下，

全市上下践行为民宗旨、 厚植民

生情怀，扎实推进治房、治水、治

垃圾、治厕、治风“五治” 工作各

项重点任务， 把民生实事办到群

众心坎上， 让乡村成为生态宜居

的美丽家园，绘制“产业兴旺、生

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 的乡村振兴画卷。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樊荣

“五治” 聚能 共创乡村美好明天

———贵阳贵安农村“五治” 示范演出暨 2022 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 集中示范活动侧记

1 月 14 日， 开阳县禾丰乡

典寨村村民周训芬早早就起了

床，穿上一身民族盛装，赶到水

东文化广场，和村里的志愿服务

队一起维护环境卫生。 这天，是

村里的大日子 ， 贵阳贵安农村

“五治” 示范演出暨文化科技卫

生“三下乡” 集中示范活动在这

里举行。

现在，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宣

传“五治” 等已经成为周训芬生

活的一部分。每天吃完晚饭，她总

要约上伙伴，到村里的广场跳舞，

跟邻居们聊聊天，宣传“五治” 政

策，聊聊村里的变化。

“以前，村里的环境卫生差，

我们根本不爱出门。 现在， 大家

的生活好了，环境也越来越宜居，

发展的信心也更足了。 ” 周训芬

说，现在走在村寨中，道路干净整

洁， 河流清澈见底， 两岸绿树成

荫，步步皆美景。

让周训芬感触最深的 ，还

是乡风之变。 “过去，村里滥办

酒席现象严重。 现在，除了必要

的红白喜事， 其他酒席大家都

自发拒绝 ， 有更充足的精力和

精气神去发展产业了， 文明蔚

然成风。 ”

农村“五治” 工作启动以来，

禾丰乡持续打好移风易俗持久

战，提倡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其

他不办，坚决整治大操大办、厚葬

薄养、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促进

乡风持续改善。

“农村‘五治’ 工作的难点

是‘治风’ 工作，个别村民违规

办酒席，采取‘化整为零 ’ 分散

办、‘掩人耳目’ 异地办等方式

进行， 致使违规办酒花样翻新、

层出不穷。 ” 禾丰乡党委副书记

彭洪江说。

聚焦这一难点，禾丰乡进一

步健全文明乡风管理机制，截至

目前，已完成 6 村 1 居的《村规

民约》修订和完善，设立了 20 块

红黑榜， 评选 “身边好人”“好

媳妇”“最美家庭” 等， 通过典

型带动扬德善。 同时，大力开展

“治风” 宣传，通过党员大会、村

民代表大会、村民小组会、坝坝

会等，让“婚事新办、丧事简办、

其他不办” 观念进家入户、入脑

入心，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认可和

支持。

点滴之间 ，乡风蝶变 ，文明

之风处处洋溢。 村民们惊喜地发

现，随着“治风” 深入推进，新时

代乡风文明新风尚加快形成，乡

风民风、人居环境、文化生活日

益向好，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持续增强。

践行为民宗旨、厚植民生情

怀，禾丰乡“五治” 齐发力，全面

改善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把民生

实事真正办到群众心坎上，绘出

一幅乡村兴旺美丽的崭新画卷，

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

园。

在基础设施补短上，禾丰乡

重点围绕治房 、治水 、治厕 、治

垃圾， 在穿洞村示范点完成 24

个项目 ， 在马头村实施水头寨

安全隐患长廊维修工程 、 马头

寨污水收集和处理工程， 在王

车村实施麻窝土组人居环境整

治项目等。

在村寨清洁绿化上 ， 围绕

“三清一改、两拆三化” ，禾丰乡

各村建立了“周六环境卫生大扫

除日” 制度，每周六由各村民小

组组长组织群众开展环境卫生

大扫除、房前屋后大整治，以村

（居）为单位每月或每季开展一

次美丽庭院评选，部分村已建立

长效机制。

产业兴旺、环境整洁、乡风文

明， 禾丰乡一个个村寨焕发新

颜，“颜值” 与“气质” 俱佳，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

续提升。 群众的精神新风貌、乡

村的文明新气象， 正在为禾丰

乡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注 入 强 大 力

量。

“禾丰乡将以国家级旅游度

假区建设统领全乡的农村 ‘五

治 ’ 工作，围绕既定目标 ，在群

众主体作用发挥、乡村振兴示范

点建设、政策落实、社会力量整

合等方面下功夫，发动广大农村

群众积极参与，全力推动村寨绿

色 生态 宜 居 和 向 旅 游 景 点 转

变。 ” 彭洪江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樊荣 唐子昂

把民心工程办到群众心坎上

———开阳县禾丰乡深入开展农村“五治” 工作扫描

聚焦农村

“五治”

“五治”

在开阳县禾丰乡举行的贵

阳贵安农村“五治” 示范演出暨

2022 年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

乡” 集中示范活动现场，精彩的

文艺演出、 实用的农业科技、细

致的健康检查，一项项实实在在

的利民、便民、惠民举措，受到了

群众的热烈欢迎。 这生动地表

明： 我们脚上粘的泥土越多，与

群众的距离越近，群众的获得感

就会越强。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今天

的幸福凝聚着昨天辛勤的汗水。

对比今昔的禾丰乡各个乡村，旧

貌换了新颜，群众的脸上洋溢着

幸福的笑容，折射出贵阳贵安农

村经济社会的巨大变化，令人无

限感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

抢抓机遇、决战决胜，坚持用辛

苦指数换幸福指数，让贵阳贵安

广大农村的村容村貌发生翻天

覆地的变化，群众的生活“芝麻

开花节节高” ，让群众对未来有

了更高的期待。

站在“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

标的历史交汇点上，时间的指针

已经来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扎

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市

委、市政府着眼于当前农村发展

的实际，出台了农村“五治” 重

要举措。 农村“五治” 是保障和

改善农村民生的关键抓手，是实

打实的民生工程、 民心工程 。

“五治” 工作各项重点任务既立

足当前， 又着远长远。 治房、治

水、治垃圾是当前农村迫切需要

解决的难题，治厕、治风将对农

村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开展“五治” 志愿服务活动，目

的就是要推动贵阳贵安志愿服

务精准聚焦治房、治水、治垃圾、

治厕、治风各项重点任务，加快

把实事办实、好事办好，在广袤

的农村大地上书写助力乡村振

兴的新篇章。

真正融入农村，才能做好农

村各项工作。我们要像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一样，卷起裤腿深入农

家，将调查问卷送村入户，将沟

通会开在田间地头，努力与农民

群众打成一片，将农民群众真正

当成自己的亲人，了解到真实的

民情民意，精准找到难点、痛点

和堵点。 同时，在和农民群众的

交谈中，我们深刻感受到，最懂

农村的还是农民。 做好农村“五

治” 工作，要充分发挥群众的主

体作用，真正把话语权、监督权、

评判权等交到群众手上，激发群

众共治共享的强大合力，努力创

造更多看得见、感受得到的共同

富裕。

今天，贵阳贵安“三农” 问

题已经从过去的交通不便、信息

闭塞等向生态环境保护、移风易

俗等转移。 让我们聚焦“五治”

精准发力、真抓实干，有序推进、

久久为功， 把乡村变得更美，让

群众生活得更好。

紧盯“五治” 重点任务

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本报评论员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有关规定，经政协第

十二届贵阳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 36 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

梁恒同志任政协第十二届贵阳市委员会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

会副主任。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十二届贵阳市委员会

关于梁恒同志任职的决定

（2022 年 1 月 14 日政协第十二届贵阳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第 36次会议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