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瓮安县珠藏镇羊关村，有一位以村为家、助民为乐
的人，他就是县国税局局派驻羊关村担任第一书记的赵正
松。

羊关村距离县城近 70公里，受地理环境限制，基础设
施落后，严重制约了该村的发展，是瓮安县最边远的省级
一类贫困村。赵正松驻村后，坚持吃住在村，和村干交心
谈心，了解村情，掌握民意，与群众座谈，宣传好党的扶贫
政策，鼓励困难群众要有脱贫决心。通过 2个月的进户走
访，对20个村民组的164户精准扶贫户、15户五保户、61名
党员、36位留守老人、7户致富能手户进行走访，摸清了贫
困户和低保户情况，重点了解致贫原因和群众需求。

在走访烤烟大户邓德强时，他了解到去年邓德强家种
了30亩烤烟，因连续下大雨一个星期，大水把泥路冲坏，道
路不通，错过销售黄金时间，直接经济损失 3万余元，平时
因山路打滑，2公里的泥巴路小拖拉机拉一车烤烟就得比
别的地方多付 50元运费，一年算下来成本多出 5万多元。
由于村里资金不足，这条路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为解决行
路难问题，他召集村干部、村民代表召开会议，奔走各部
门，依靠国税“娘家”人，争取到资金 8万元、获得一事一议
项目支撑，修建2公里长的水泥路。

羊关村兰窝村民组自身水资源缺乏，气候干旱少雨，
村民每天得从距离居住地2公里外的地方背水吃。为解决
村民饮水问题，他立刻与村民组长找水源、写取水协议，鼓
励村民自行投工投劳修建水池，向国税“娘家人”汇报情
况，取得支持，争取到专项经费 10万元，购买水管 1万 2千
米、协调玉山水泥厂捐助水泥 10吨，让清水流进了兰窝村
民组百姓家，切实解决了 4个村民组 82户 362人饮水困难
的问题，。

经济发展需要项目带动，项目实施依靠土地保障，为
改变羊关村土地堂、丘坝、坑底、老里坝四个村民小组土地
利用率低下，不合理的问题，他与村干部组织村民召开会
议征集意见，编制项目申请立项规划申报书，向上级汇报，
跑土管部门，于2017年初，获得199.1万元土地整治项目资
金，为 4个村民组维护整理土地 80.5公顷，硬化 3米宽的田
间道路3.8公里，整治沟渠3.7公里，更好地改善4个村群众
的出行和灌溉水源，为产业发展奠定基础，为村集体经济
积累了5万元资金。

为有效利用羊关村特色肉兔养殖协会的养殖经验，他
根据特色肉兔养殖带动会员多、解决劳动力就业多、种兔
存栏有量、有技术支撑的特点，主动到瓮安县科协汇报情
况，联系协调科技助力示范项目补助资金 10万元，用于普
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及科学方法。目前，羊关村采
取公司+支部+农户+量化贫困户的模式，发展肉兔养殖
8900只，上市后，每户年均可增收3000余元，实现村级集体
经济增收2万元。

羊关村夏天炎热，冬季平均温度高于全县2-3度，适合
特色蔬菜种植。他自掏腰包购买蔬菜种子，发展 4户贫困
户示范种植特色生态蔬菜，待蔬菜成熟后，利用微信联系
客户，免费用自已的小车整车整车地把蔬菜运往县城销
售，一季度下来，户均可增收3000元。通过引导，调动和激
发了群众发展产业的活力，促进了贫困群众依靠产业实现
脱贫致富。

脱贫攻坚发力 精准帮扶致富
——记珠藏镇羊关村第一书记赵正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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瓮安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不断适应新形势下对党
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紧紧围绕党建工作和城市管理根本，开
展“和谐城管、真情服务”党建品牌创建，取得了明显成效。

为提升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服务民生的水平，瓮安县城市管
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开展了“和谐城管、真情服务”机关党建品牌
创建活动。他们结合创先争优活动，强化学习教育，着力塑造
一支思想好、作风正、纪律严，业务精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队
伍，充分利用各种会议加强政治理论学习，组织学习党员先进
事迹，并开展讨论；开展讲学活动，组织科室中层干部分享职责
范围内运用到的法律法规等业务知识；加强党风廉政教育，走
进党校参观警示教育基地，参观典型案例，走进北斗山监狱聆
听服刑人员献身说法，用真实案例教育党员干部。

瓮安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为契机，引导党员干部立足岗位创先争优，深入基层，联系
包保村与群众，结对实施“一对一”帮扶，不定期走访加强与群
众互通了解，抓党建助力脱贫攻坚。在“和谐城管 真情服务”机
关党建品牌创建方面深入诠释“三亮一创”，真抓实干，党员干
部自觉做到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上依靠群
众，建立与人民群众之间的鱼水关系，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先锋
作用，树立新时代城管新形象。先后配合上级部门协助打造瓮
水办事处中心社区，为社区栽植行道桂花树 39株，各类草花灌
木500余株，购置电脑办公设备一套。

瓮安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党支部以学习教育常态
化，服务民生亲情化，先锋行动群众化，岗位示范标准化的“四
化”为载体，树形象、当先锋，全面践行“两学一做”,发挥党员干
部学习主动性性，让干部职工沉下去、静下来。在规行入市工
作中，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示范作用，召开群众代表座谈会，收集
群众意见、建议，通过公平公正公开的统一抽签方式，成功安置
中心城区夜市经营户进入市
场，原文峰南路蔬菜批发摊位
搬迁至新建蔬菜批发市场，得
到人民群众极力拥护和各级
领导一致好评。通过不断创
新学习方法，逐步规范执法行
为，切实增强学习实效，促进
党员干部个人素养及业务水
平提升，提高了党员干部履职
服务水平。

“两学一做”强基础 党旗引领促和谐
——瓮安县城管局“和谐城管、真情服务”机关党建品牌创建纪实

王欣潞 王李艺

要实现2017年的脱贫摘帽，2020年的同步小康，关键在
支部，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党员。瓮安县抓住村级集体经济、
农村后进党组织整顿等农村党建重点工作的牛鼻子，创新举
措，在脱贫攻坚“大比武”中主动“亮剑”，认真贯彻落实全国
基层党建工作重点任务推进会精神和省委组织部赴黔南州
开展基层党建工作要求，强力推进重点工作开展，为决战脱
贫攻坚，决胜同步小康筑牢基层基础。

上下“一盘棋”齐心协力抓推进
力量在基层汇聚，工作在基层开展，成效在基层检验。

瓮安县根据省、州关于农村党建重点工作的安排部署，结合
重点工作推进实际，召开了“瓮安县党建工作推进会”，组织
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副书记、组织委员学习省、州关于
农村党建重点工作安排部署和通报文件精神，统一思想，强
化对农村党建重点工作紧迫性的思想认识。同时，深化认
识，找准结症强业务。在党建工作推进会上，通报第一、二季
度督查中农村党建重点工作存在的问题，剖析存在问题的原
因，找准问题的结症，指明工作的方向。针对换届后乡镇（街
道）具体抓党建工作的组织委员业务不熟，思路不清，推进不
力的实际，由县委组织部分管领导就农村党建重点工作开展
业务培训，现场答疑，让组织委员在沟通中掌握业务知识，在
交流中进行工作安排，在互动中掌握工作方法。他们还举办
抓党建促脱贫攻坚示范培训班，对第一书记进行专题培训，
强化脱贫攻坚业务知识，“走出去”学习安顺“塘约”党建工作
经验，筑牢党建扶贫工作基础。各乡镇（街道）结合省、州、县
重点工作安排部署召开专题学习，组织村党组织书记、驻村
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学深学透相关精神，形成县、乡、村一盘
棋抓农村党建重点工作的局面。

左右“舞长弓”精准发力强指导
为有效推进农村基础党建工作，瓮安县创新举措，左右

开弓，精准指导，确保工作成效。一是建立党建工作指导制
度。结合省、州抓党建工作的要求和重点工作任务，制定党

建工作季度指导要点和任务清单，明确各乡镇（街道）工作任
务。将县委党建办领导干部按照职能职责对各乡镇（街道）
进行“一对一”联系。分管领导按照片区进行挂帮，统筹片区
党建工作。每个乡镇（街道）明确一名党建工作指导员，定期
指导所联系乡镇（街道）党建工作，主动收集问题，积极反馈
困难，共同解决难题，搭建起县委党建办和各乡镇（街道）工
作推进的桥梁。二是利用瓮安党建大数据平台和手机APP
互联网工具，强化对农村党建重点工作的监督检查，即时掌
握工作推进详情。对各乡镇（街道）党建工作在大数据平台
上长期不上传，工作无反映，内容不具体，成效不明显的，要
进行全县通报，通报结果纳入年终目标考核。

内外“兼修”完善机制抓落实
良好的机制是推进工作的“尖兵利器”。瓮安县从督查

调度机制入手，内外兼修，打造工作推进利器，促进农村重点
工作有序开展。一是县委党建办制定党建工作督查工作方
案，建立重点工作“一月一督查、一月一通报、一月一检验”工
作制度，加强对村级集体经济、同步小康驻村和党建扶贫等
重点工作的督促推进。通过月调度，层层传导工作压力，时
时关注工作重点，协调解决推进难题，为农村党建重点工作

“舔砖加瓦”。二是要求各乡镇（街道）要建立工作调度制度，
对照工作要点和资料目录清单，明确专人负责抓推进，逐项
对照，逐项清理，逐项完善，确保工作推进成效。各乡镇（街
道）对日常工作的调度，每月形成工作调度总结，定期上报县
委党建办备案，接受随机检查，通过党建联络员及时反馈存
在问题，有县委党建办定期研究，帮助协调解决，确保乡镇
（街道）党建工作推进有序。三是完善相关考核制度。修改
制定村干部绩效考核办法，将重点工作推进情况纳入乡镇
（街道）党建工作考核内容，考核结果与乡镇（街道）分管领导
的目标绩效考核挂钩。将村级重点工作的考核结果纳入村
（社区）干部绩效考核内容，进一步明确了镇、村领导干部工
作职责，为推进农村党建重点工作筑牢基础。

对比“找不足”现场观摩促成效
工作推进好不好，拿出来遛一遛就知道，这是检验工作

成效最直接的方式。瓮安县为有效检验工作推进成效，建立
了党建扶贫、集体经济和同步小康驻村工作等重点工作观摩
制度，定期召开重点工作的现场观摩会。通过在观摩会上交
流发言，强化业务指导，让各乡镇（街道）、各村（社区）在观摩
中学经验，在观摩中找差距，为推进农村党建重点工作提供
动力。一是分层级、分类别展示重点工作。对同步小康驻村
工作、村级集体经济和农村后进党组织整顿等重点工作，每
次观摩会，都要明确乡镇（街道）派出一名代表进行业绩展
示，通过制作PPT，现场讲演工作推进方式方法，与会人员交
流互动，共同推进。二是末位发言提认识。对重点工作措施
不实，推进不力，成效不佳的直接责任人，在现场观摩会进行
表态发言，主动作出工作承诺，定期接受工作检查。并对于
末位发言的单位和个人，承诺不兑现，督查出问题的年终考
核一律定位“不合格”。

截至目前，瓮安县82个驻村工作组共走访群众47690人
次，培训党员干部群众1735名，召开群众座谈会498场次，帮
助谋思路出点子891条，解决困难问题953个，办理实事好事
1586件次，化解矛盾纠纷1291件次。申报驻村工作“十件实
事”825件，涉及资金 2.67亿元，受益群众 37.6万余人。截止
7月，完成实事 380余件，涉及资金 1.2亿元。打造党建扶贫
示范点 7个（其中乡镇 2个，村 5个），投入资金 400余万元。
党建扶贫带动发展茶产业 20.16万亩，种植辣椒 20.09万亩，
养殖生猪 62.9万头，肉兔养殖 2万只，实现贫困人口 8400人
就业。打造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党建工作示范点 2个。其
中，猴场镇木瓜河移民安置点和玉山镇玉山社区移民安置点
基本打造完毕。全县建立移民安置点党支部5个，安置移民
2595户，涉及贫困户 1235，涉及人数 8395人。2017年以来，
98个村（社区）均产生集体经济收入，盘活土地 36712亩，盘
活办公用房 21450平方米，创办村级企业 31个，总投资 1260
万元，争取政策支持 684 万元，实现村级集体经济积累达
1491.8万元，为村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抓重点 出实招 求实效
——瓮安县围绕脱贫攻坚“大比武”强力推进基层党建工作

张林春

本报讯 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瓮安县猴场镇凝心聚
力，多措并举，积极带领贫困户脱贫致富。

猴场镇积极实施金融精准扶贫，去年办理了“特惠
贷”745户，发放贷款 3648.94万元。同时，对建档立卡户
贷款发展农业、旅游等产业的进行贴息补助，先后有 70
户申请贷款，贴息资金0.76万元。同时，该镇大力实施易
地扶贫搬迁。去年实施易地扶贫搬迁 314户 1386人，其
中贫困人口285户1214人。镇政府还与辖区内农业产业
园区、文化旅游景区和邻近的省级工业园区等劳动密集

型企业签订就业意向协议，为搬迁群众提供就业岗位100
余个，与县就业局联合开展就业创业培训班，引导搬迁群
众在县内实现就业 180人，外出务工 400余人，户均就业
率达1.7个。

猴场镇还以发展集体经济为抓手，全力推进精准扶
贫工作。去年，全镇实现五个贫困村全部出列，贫困发生
率降至2.9%，村级集体经济均超过5万元，通过发展集体
经济和保本分红的收益，为五个贫困村的贫困户增加了
稳定收入。 （孙鲜）

猴场镇凝心聚力探索脱贫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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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国家民政部人事司副司长、直属机关纪委书
记郭玉强一行前往瓮安县珠藏镇桐梓坡视察灾情，助力灾后重
建工作。

今年 6 月 22 日至 6 月 30 日，珠藏镇接连遭受特大暴雨袭
击。桐梓坡由于地势较为平坦，桂花河从中心腹地横穿而过，
此次降雨持续时间长、雨量大，导致桂花河漫溢开来，沿河两边
农作物受灾严重，桂花河河坎一坝一片狼藉。郭玉强一行在考
察桐梓坡桂花河沿岸灾后农作物重建示范点时强调，党员干部
要充当群众的主心骨，用党心凝聚民心，让党旗高高飘扬在灾
后重建的主战场。充分鼓励群众要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鼓足
勇气，撸起袖子加油干开展自救工作。目前，珠藏镇掀起了灾
后重建热潮。 （何霞）

国家民政部工作组到

珠藏镇视察指导灾后重建

本报讯 为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瓮安县天文镇在“做”上下功夫，积极开展壮大村级集体
经济大比武活动，在比学赶超中激发干部干事创业工作
热情。

乌江村是天文镇唯一的贫困村，把发展壮大村级集
体经济摆上了重要位置，在此次“大比武”中最先亮出壮
大村级集体经济的实招，坚持三措并举、联动发力，推动
集体经济走上发展快车道。一是用活项目资金。2015年
乌江村争取到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专项资金100万，以保本
分红的方式入股瓮安县华福超市，2016年和2017年共得
红利 23万元；二是发展示范产业。为了发动老百姓种植
辣椒，乌江村带头通过流转土地示范种植 200余亩，与瓮
安冬秀孃泡椒有限公司签订保本收购协议，2017年预计
收入 30万元；三是开设农资服务店。乌江村在包保部门
县供销社的大力支持下，租用门面开设农资服务店。从
2015年起，共计销售各种肥料 93吨，获利 2100元。今年

上半年，乌江村集体经济收入已达8.99万元，预计年底收
入可达40万元。

为了进一步壮大集体经济，玉屏村充分利用白泥坝
优质大米优势，大力发展产业项目助推水稻花开遍地香，
目前已建成 360平方米大米加工厂 1个。通过收购当地
群众稻谷，加工大米销售，从而积累集体经济收入。截止
2017年6月，玉屏村本年度经营性收入已达3.8万元。

天文社区积极探索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新模式，通过
找婆家、拉赞助的方式，拟建设汽车维修美容服务中心，
形成有后劲可持续发展的集体经济经营实体，为村级集
体经济的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目前，天文社区累计
投入36万元完成了汽车维修美容服务中心的征地及场平
工程。2017年 5月，通过房管局牵线搭桥，福明置业、碧
桂园、锦美、润安房地产、大地等12家房地产企业携手出
资23万元，专门资助天文社区壮大集体经济建设项目。

（曾祥松）

天文镇开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大比武”活动

作为江界河镇龙塘村与贵阳银行、贵州农经网合作的村级集体经济实体，江界河镇龙塘村贵阳银行、电子商
务服务站正式开业，村民代表、企业代表等40余参加了开业活动，贵阳银行工作人员当场办理福农卡等业务。

张洪建 摄

本报讯 7月19日，瓮安县林业局机关党工委书记李旭带队
到中坪镇水耳村二道河林伐区进行“两学一做”宣讲。

在讲堂上，他们认真学习了党的林业政策，阐述了如何围绕
“两学一做”落实党的政策。随后，林政科科长晏定坤就林伐区
相关作业要求向当事人王舟国、方应菊进行讲解，要求当事人必
须做到按伐区作业设计进行采伐，要严格按照木材运输程序进
行运输，不得跨设计区域采伐，如果跨区域采伐，就按相关法规
进行查处，情节严重的依法移交司法部门，在规定时间内采伐完
毕后，抓紧清理现场，预防发生森林火灾，在春季要按要求种植
拟定的树种，经验收合格后，按规定退还更新造林保证金。

在伐区现场，李旭结合“两学一做”对当事人及现场陪同人
员进行宣讲，强调当事人一定要按照要求作业，积极配合当地林
业站工作，认真按照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切实按照《党章》要求
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真正做到让领导放心，群众满意，工作落
到实处，做一个真正合格党员。 （田茂祥）

瓮安县林业局

“两学一做”生态讲堂走进林区

本报讯 为了进一步提高扶贫干部的能力水平，提升扶贫工
作效率，推动脱贫攻坚出实效。7月中旬，瓮安县岚关乡组织全
体乡、村干部、驻村第一书记集中进行扶贫知识大联考。

考试采取闭卷考试，题型分为不定项选择题、判断题和简答
题和论述题，考试内容以扶贫政策为主，涉及教育资助、易地扶
贫搬迁、健康扶贫、产业项目、金融扶贫以及建档立卡识别与退
出程序等政策，内容贴近日常工作实际。通过考试可以检验出
帮扶责任人对扶贫政策了解情况以及掌握自己所帮扶贫困户的
实际情况，及时找出差距，补齐帮扶短板，向先进典型学习，发现
自己存在的问题，及时回炉进行再学习、再帮扶，并有针对性的
加以补足扶贫政策，让扶贫政策落实到位，宣传到位，服务到位，
确保精准扶贫政策“最后一里”不走偏、政策落实不走样，从而达
到以考促学，以学促做，把扶贫惠农政策落到实处，更好地帮助
贫困户脱贫致富。

（刘正文）

岚关乡开展精准扶贫知识大联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