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5月下旬，州委书记唐德智赴平塘调研指导脱贫攻
坚和省旅发大会筹备等工作时，作出指示：平塘县要做到下
最大力气补齐脱贫攻坚“精准”上的短板，下最大力气积极筹
备全省第十二届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千方百计地破解实体经
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上的瓶颈，千方百计保持社会安全和
谐稳定。

“两个下最大力气、两个千方百计”的指示作出后，平塘
县委、县政府迅速行动，立即安排部署对州委书记唐德智指
示精神的贯彻和落实，围绕脱贫攻坚、筹备省十二届旅发大
会、实体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平安平塘建设等方面工
作，大力推进全县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呈现出一派欣欣向
荣的景象。

针对下最大力气补齐脱贫攻坚“精准”上的短板，平塘县
于 5月 31日召开推进“两学一做”常态化制度化工作部署会
暨脱贫攻坚“大比武”启动会，拉开了全县脱贫攻坚“大比武”
的序幕。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臧侃在启动会上强
调：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补齐短板、合力
攻坚，坚决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

为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平塘积极推进“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各级干部自觉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作
为推进脱贫攻坚“大比武”的动力，自觉对标，强化思想意识，
纷纷在“大比武”活动中把脱贫攻坚作为“大战场”、“大考
场”，通过比责任担当、比路径方法、比干部作风、比精神状
态、比群众获得感，全力把脱贫攻坚工作作为第一民生工程
来抓。

从 6月初开始，平塘县以各乡镇区域为单位，对全县机
关和镇乡干部进行了大规模的脱贫攻坚“大比武”干部政策
知晓率培训，并进行闭卷考试，有力地促进了全县干部对扶
贫攻坚相关政策的熟悉掌握。培训之后，平塘县的扶贫干部
们纷纷走村串寨，进入贫困户家中嘘寒问暖，交心谈心，问民
情、解民忧，共同向贫困宣战，用心用情用力地实施着“精准
扶贫”。

在发展产业上，平塘县大力发展“茶、菜、畜”等山地特色
农业产业。6月20日，平塘县启动了黑毛猪产业扶贫实施方
案，采取贫困户自养形式，计划在2017年全县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脱贫计划 3.3万人中，以每人喂养 2头的指标发展黑毛
猪养殖 6.6万头，以 10个月为一周期，每头黑毛猪喂养实行

定额补助1500元，仅此一项，就需要向全县贫困户发放补助
9900万元。

在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中，平塘各个易地扶贫搬迁点,正
在陆续建成启用。在位于平塘天文小镇的移民搬迁安置点
马鞍社区，从中国天眼核心区等地搬迁出来的387户人家已
经在这里落地生根，开始了全新而幸福的生活。在牙舟镇易
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富民社区，6月28日举行了隆重的搬迁入
住仪式，422户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喜拿“金钥匙”搬进了新房
子。

在平塘东部的县城，平塘天文小镇，天文时空塔、天幕商
业街、航龙政务酒店、星际家园……一个个项目工地上，塔吊
林立，工人忙碌，各种机器不停运转，各级干部为了发展而夙
夜工作，全县上下为了筹备贵州省第十二届旅游产业发展大
会而努力奋战。

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全省第十二届旅游产业
发展大会将于今年 9月在黔南州召开，平塘县作为主会场，
为把大会办成“求新、求特、求异、求真”和突出天文科普、地
质奇观、民族文化的一次盛会，全县上下按照“一切为了办
会、一切围绕办会、一切服务办会”的原则，围绕中国天眼景
区、交通基础设施、移民搬迁安置、旅游配套设施等六大类，
共启动了涉旅重点项目建设 91个，项目总投资近 260亿元，
完成项目融资授信141.46亿元，目前到位资金104.47亿元。

为筹备好旅发大会，平塘县一是高起点建设，在餐饮和
住宿等要素保障上力求精致、细致，强力推进东部县城和西
部天文小镇的各大星级酒店建设，确保在旅发大会期间全部
投入使用。二是高标准设计，精心谋划县内观摩点。加速推
进平塘至罗甸高速公路（县城—牙舟段）的建设，对全县连接
掌布景区、京舟景区、六硐景区等旅游公路的建设强力推进，
确保旅发大会期间旅游观光的交通畅通。三是高标准规划，
打造独一无二的天文体验产品。委托了国际知名、国内一流
的、高水平的规划设计团队，对总投资约50亿元的天文时空
塔、天幕商业街、喀斯特生态公园、桃源洞静生活体验区、时
光“克”度、时光门、智能停车楼、霸王河观光体验带、360度飞
行球幕影院等新型天文旅游体验产品进行高标准的规划设
计，切实推动“旅游+天文”的新兴旅游发展模式，打造独一
无二、不可复制“观天探地，世界唯一”的天文科普旅游和地
质探秘旅游产品新业态，形成以天文科普旅游为“龙头”的贵

州特色旅游产业经济。目前，各个项目推进顺利，主会场项
目已经建成 6个，在建的 8个项目进展顺利；中国天眼景区、
平塘天坑群景区、桃源洞静生活体验区、牙舟陶文化产业园、
掌布景区、京舟养生乐园、六硐景区、玉水金盆等各个观摩点
的新建和改建项目进展顺利，可在今年7月底前全部完工。

要实现全面的同步小康，必须发展实体经济。为发展实
体经济，平塘县四家班子领导分别带队到挂帮企业开展帮扶
调研活动，千方百计地破解实体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上
的瓶颈。在 6月 25日召开了平塘县加快实体经济发展的实
施意见起草工作领导小组会，由副县级以上领导和县发改
局、工信局、工业园区管委会、县市场监管局、金融办、投资促
进局等经济部门相关负责人组成调研小组，紧锣密鼓地实地
调研和筹划，努力研究推动平塘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快速
发展。

经济快速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平安稳定。为保持平塘
社会的安全和谐稳定，平塘千方百计地加强了“平安平塘”的
建设。通过大力实施“136”工程，深化“社会治理七大行动”
体系建设，切实抓好政法、综治、维稳、防处邪教等工作，为全
县社会经济发展营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公平正义的法
治环境和优质高效的服务环境。

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工作中，平塘县加快推进“小
天网”工程建设，积极推进自然村寨、机关单位、住宅小区、商
铺超市、旅游景区五个“小天网”全覆盖。截止目前，全县“小
天网”已安装视频监控设备5751个，投入建设资金741万元；
到今年底前，全县 124个行政村每个村将完成 1至 2个自然
村寨“小天网”技防示范建设，同时协同推进其他“小天网”建
设全覆。

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特殊人群管理服务、综治宣传暨
群众安全感满意度“双提升”等工作中，平塘都开展得有声有
色，亮点纷呈，特别是平塘县政法机关通过组织开展旅游大
提升社会治安“百日攻坚”等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各种违法犯
罪。截止 6月 30日，实现了连续 181天的“零”发案，有力的
保障了社会的安全稳定。

如今的平塘，全县上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全力贯彻好
“两个下最大力气、两个千方百计”的指示，加速推进平塘经
济社会欣欣向荣发展，以迎接贵州省第十二届旅游产业发展
大会和党的十九大的胜利召开。

擦亮玉水金盆 书写崭新篇章
——平塘县全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综述

本报平塘记者站 孟景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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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 10日，黔南州脱贫攻坚工作调度推进会在
独山县召开，会议对全州近期脱贫攻坚开展情况进行总
结，安排部署下步工作。州委副书记、州委政法委书记罗
桂荣，副州长黎燕萍，州政协副主席张仁德等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召开此次脱贫攻坚工作调度推进会，主要
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6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主持召开
的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全省第三次大
扶贫战略行动推进会议精神；州直各责任部门要进一步主
动履职、主动作为，认真落实“一把手”责任制；州扶贫
开发局、州农委、州林业局、州民政局等脱贫指标牵头部
门要牵好头，积极协调联动，有效开展各项工作；宣传部
门要加大对脱贫攻坚工作政策、措施及成效的宣传报道力
度，充分调动广大群众主动参与支持脱贫攻坚工作的积极
性，充分激发贫困地区脱贫的内生动力；州扶贫开发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大统筹力度以及对脱贫攻坚工作督促
和精准指导力度，严格执行“一月一调度、一季一督查一
通报”工作制度；纪检监察部门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加大
对脱贫攻坚工作的问责问效力度，齐抓共管，迎难而上，
全力打好脱贫攻坚战。

会议强调，脱贫攻坚是全党一项极其重要、严肃的政
治任务，全州各县市必须要将其放在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的战略地位来抓，进一步增强意识，长持攻坚克难的信
心和决心，自觉对标看齐，扛起责任、勇于担当，把脱贫
攻坚工作部署好落实好；要坚持问题导向，加强工作调
度，按照中央“六个精准”要求，进行大梳理，大排查，
列出问题清单，弄清扶贫对象，针对不同地区、不同贫困
情况和贫困对象，因地制宜，逐项施策，精准施策，抓好
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抓实产业和项目，算好脱贫攻坚账，
做到心中有数，把各项工作抓得更精、更准、更实；要切
实履行职责，补齐短板，建立科学的奖惩机制，巩固脱贫
攻坚基础，扎实开展各项工作，共同推进脱贫攻坚工作，
确保打赢年度脱贫目标攻坚战。

（本报独山记者站 莫宇 朱俊洁 本报记者 龙毓虎）

全州脱贫攻坚工作
调度推进会在独山召开

本报讯 近年来，产业扶贫在黔南脱贫攻坚主战场上持
续发力，助农增收成效显著。

在农业产业扶贫中，我州围绕打造“山地特色高效农业
示范区，实现农业‘接二连三’和产业扶贫的总体要求”，
以“户户有增收项目，人人有脱贫门路”为目标，突出抓好

“一村一品”产业发展，大力发展生态畜牧业 （两鸡、两
蛋）、蔬果、茶叶、刺梨等特色优势产业，加强科技投入和
项目扶持力度，农业产业扶贫成效显著。

今年，我州农业产业扶贫目标任务是，通过农业产业扶
贫覆盖贫困人口 25 万人，截止 5 月底覆盖贫困人口达到
42.16万人，完成任务目标计划的1.5倍，其中，种植业已覆
盖贫困人口27.91万人，养殖业已覆盖贫困人口14.2万人。

全州种植业完成 632.32万亩 （贫困户种植 96.87万亩），
其中：水果面积 114.84万亩，茶叶种植面积 161.8万亩，蔬
菜种植面积 225.75 万亩；全州养殖业完成 6780.8 万 （头、
只、尾），其中贫困户养殖742.46万（头、只、尾）。

截至 5月，全州种植业扶贫资金投入 35765万元，养殖
业扶贫资金投入35493万元。

今年初，州农委拟定了 《2017年农业产业扶贫工作要
点》，要求每个县 （市、区） 明确 2 个以上的优势扶贫产
业，创办2个农业产业扶贫示范点。截止目前，全州共计创
办农业产业扶贫示范点 26个。同时，州县均成立了黔南州
蔬菜、家禽工作专班，形成了技术服务到位、资金落实到
位、工作督查到位、责任明确到位、多部门联合一体 “四
位一体”的工作机制。成立农业产业扶贫督查组，并于5月
16日开始，对各县（市）进行督查。

州农委还成立了农业产业扶贫技术服务队，以服务好、指
导好、培训好、统计好“四好”为宗旨，以强创新、作示范、促引
领、兴产业为己任，先后到 13个县（市、区）28个乡（镇、办事
处）开展农业技术指导 16次、开展农业技术培训 5次、开展农
业政策宣传6次。 （本报记者 刘雪红）

产业扶贫持续发力
助农增收成效显著

本报讯 连日来，作为黔南州第十二届旅发大会承办
地的长顺县，随处可见火热的建设场面。作为大会承办
项目之一的天灯坡公园，为确保工程如期完成，施工方倒
排工期，挂图作战，进行 24小时轮流作业，确保项目建设
快速推进。

州十二届旅发大会拟定于 9月举行，长顺县委、县政
府高度重视，力求通过此次旅发会全面展示长顺的旅游

亮点，吸引更多游客来长顺休闲度假，借承办旅发大会的
东风，把主要精力放在项目建没上，通过项目实施带动，
推动长顺加速发展。

据悉，长顺天灯坡公园投资5亿元，规划面积93600平
方米，规划有公园广场、地下停车场、公共健身休闲场所
等设施。图为工人正连夜施工。

（本报长顺记者站 曾乙珊 刘正华 摄影报道）

长顺加速州旅发大会承办项目建设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州人社局
了解到，为认真贯彻落实2017年全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工作会议精
神，该局积极推进职称制度改革，
不断健全完善人才评价机制。

该局将突出市场评价，重点评
价创新成果转化效益及对经济社
会的推动作用。淡化论文数量要
求，重点考察研究成果和创作作品
质量。对实践性、操作性强、研究
属性不明显的职称系列和乡镇专
业技术人员，可以用具有一定专业
水平的专利成果、项目报告、工作
总结、工程方案、设计文件、教案、
病历等成果代替论文要求。

从今年起，不再将外语水平和
计算机应用能力作为职称评定申报
的必备条件。确实需要评价外语水
平和计算机应用能力的，由行业主
管部门或用人单位根据专业和岗位
需要自主确定相关要求。对在艰苦
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工作的专业技
术人才，以及对外语和计算机水平
要求不高的职称系列和岗位，不作
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要求。

凡国家职业资格有关规定中明
确可聘用到专业技术岗位工作的，
取得职业资格即可视同具备相应的
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可作为申
报高一级职称的条件。符合条件的
高技能人才，可参加工程系列相关
专业职称评审。初级、中级职称实

行全国或者全省统一考试的专业，不再进行相关的职称评
定或者认定。

继续实施基层专业技术人才倾斜政策，对扎根基层、
从事本专业工作、年度考核连续合格以上等次的专业技术
人员，放宽职称评审条件，基层认定的职称在基层单位有
效；提高基层专业技术人员的评聘中高职称机构、岗位比
例、对乡村教师、基层医务人员和农技推广人员专业技术
岗位比例给予重点倾斜。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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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10日至11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飞跃率
执法检查组到我州就民族区域自治“一法两规定”开展执法检
查，重点检查我州贯彻落实《中共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关于支
持民族自治州脱贫攻坚同步小康的意见》情况。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委员、省人大常委
会原党组书记、副主任龙超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
民族委委员、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唐世礼，省人
大民宗委主任委员吴军、副主任委员钱晓鸣，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委员、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人大民宗委
委员罗亮权，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人大民宗委委员、州人大常
委会主任罗毅，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人大民宗委委员杨正万，
省人大民宗委委员梁承祥，以及部分省人大代表参加检查。

检查组一行实地检查都匀市坪阳易地扶贫搬迁项目、鸳鸯
湖建设项目、总阳民族村寨建设情况后，召开座谈会听取我州
贯彻落实情况汇报。州委书记唐德智出席座谈会并讲话，州委
常委、常务副州长黄伟汇报我州贯彻落实“一法两规定”及《中
共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民族自治州脱贫攻坚同步小
康的意见》情况，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蓉出席座谈会。

李飞跃对我州贯彻落实“一法两规定”所取得的成效给予

充分肯定。李飞跃指出，贯彻落实“一法两规定”是加快民族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法律保障，黔南在“一法两规定”的贯彻
实施、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明显。州、县两级要把

《中共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民族自治州脱贫攻坚同步
小康的意见》作为贯彻落实“一法两规定”的重要抓手，进行再
学习、再认识、再领会。

州委书记唐德智对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到我州开展
“一法两规定”执法检查表示欢迎。唐德智表示，省人大常委会
执法检查组到我州开展“一法两规定”执法检查，不仅是对我州
贯彻落实情况的一次“体检”，也是帮助黔南梳理发展思路给予
更大的支持。黔南将进一步贯彻落实“一法两规定”和省委、省
政府有关文件精神，在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上，用好改革创新
关键一招，不断探索，先行发展，出亮点做示范。

7月 11日，检查组还检查了三都县高硐民族村寨项目、大
塘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项目，听取了三都县贯彻落实“一
法两规定”的工作情况汇报，对下步工作提出了建议意见。

省民宗委副主任张和平，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黄伟，州委
常委、都匀市委书记吴丹，州委常委、副州长郭青，州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张蓉陪同检查。 （本报记者 张航进）

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到我州开展“一法两规定”执法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