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 报 讯 （通 讯 员 李 金 苗 记 者 夏
民）“十三五”期间，七星关区大力引进企业建
设扶贫车间，同时鼓励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业
创业，带动群众增收。截至目前，七星关区已
建设 198 个扶贫车间，覆盖 31个乡镇 （街道），
吸纳就业6584人，其中贫困劳动力2600人。

走进长春堡镇清塘村扶贫车间，一台台绕
线机飞速旋转，50多名工人正在作业。该扶贫
车间是 2017年村民李春返乡创办的，主要从事
高频变压器生产，产品销往广东、湖南等地，
年销售额达 400万元，带动 150多人就业，工人
月均收入达3000多元。

“扶贫车间建设过程中，相关部门在资金、
场地、人员招聘等方面提供了很大帮助。”李春

说，在七星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帮助
下，车间在资金、土地等方面享受了许多优惠
政策，经过3年发展，扶贫车间扩大到 4间，成
为集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电子加工企业。

“上班时间灵活，还能照顾家庭，我很满
意。”长春堡镇清塘村村民汪永会说，以前，我
们靠种地为生，家中有 5 个孩子，经济十分拮
据。进入扶贫车间上班后，我每月有近 3000元
的收入，家里的日子宽松了许多。

新年伊始，柏杨林街道扶贫车间里的缝纫
机响个不停，40余名妇女正赶制一批家居服订
单。“工厂就在家门口，上班很近，计件算工
资，多劳多得。”38 岁的搬迁群众陶俊芬高兴
地说。

2020年，陶俊芬一家从七星关区阴底乡罗
雄村搬来柏杨林街道碧海阳光移民新城，搬来
后，陶俊芬积极参加街道组织的就业培训，培
训结束就进入扶贫车间从事服装加工工作，每
月收入有3000多元。

目前，柏杨林街道有劳动力家庭 5726 户
12755 人，已落实就业 5726 户 11798 人。其中，
街道建成的 6个扶贫车间，吸纳了 276人就业，
实现了户户有就业、人人有事做。

长春堡镇与柏杨林街道的扶贫车间只是
七星关区推进扶贫车间建设，促进群众就近
就业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为确保有劳动力
家庭一户至少一人稳定就业，七星关区优化
资源配置，变“输血”为“造血”，积极推动

就业扶贫车间建设，在业务范围、运营模
式、政策补助、收入保障等方面进行指导，
引导劳动密集型企业在村设立扶贫车间，鼓
励返乡创业人员、经济能人在乡镇利用闲置
土地、厂房建立工厂或加工点。在政策扶持
上，七星关区严格按照国家和地方有关政策
标准，全面落实扶贫车间奖补政策，确保认
定为就业扶贫车间的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可
以享受一次性奖补、免费技能培训、小额贴
息贷款、创业担保贷款、水电租金补贴、社
保补贴等优惠政策的同时，积极开展就业技
能培训，群众只要有就业意愿，参与培训并
获得从业资格证，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推荐
到相应的岗位。

七星关区198个扶贫车间吸纳就业6500余人

打响脱贫攻坚战以来，赫章县委组织部按
照“尽锐出战、务求精准”的要求，共选派
6680名驻村第一书记、下沉干部和结对帮扶干
部到脱贫攻坚一线。同时，组建了 26支挂牌督
战队，明确 910 名领导干部对 455 个村 （社区）
进行挂牌督战，通过村 （社区） 基层党组织引
领兴办合作社，有力引领带动产业发展，群众
增收。

“自从有了合作社，我们收入越来越多。想
想老一辈穷得连饭都吃不饱，再看看现在的好

日子，心里甜。”河镇乡海雀村村民王兴方笑得
合不拢嘴。

近年来，海雀村党委成立农民专业合作
社，大力发展产业。2020年，毕节海雀文朝荣
党性教育基地与合作社“联姻”，将村里 17户民
宿提标改造，作为基地学员住宿，采取“基地+
合作社+农户”组织方式，带动群众致富，15户
民宿共获得分红 21.21万元，参与民宿产业的村
民王兴方获分红 1.474万元。

曾经的古达乡三爱村，土地零散、产业发

展滞后、群众收入少。自从村党支部成立了合
作社，带动村民规模化种植杨梅、西瓜、四季
豆等作物，村民收入逐年提高。如今，该村合
作社又和贵州赖茅集团责任有限公司合作，兴
办洞窖酒厂，进一步助力群众增收。

“与企业合作，在我们村洞藏了 8 万斤酒，
采取‘合作社+公司+农户’组织方式，预计合
作社每年可分红 10多万元。”古达乡党委副书记
陈涛说。

安乐溪乡小河社区突出“产业联合”，建立

党支部领办的联合社，采取“一帮多”“强带
弱”方式，大力发展天麻产业。2020年增加村
集体经济积累 30余万元，带动全乡 200余户农
户增收致富。

打响脱贫攻坚战至今，赫章县成立了
929 个合作社 （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 456 个、
农民专业合作社473个），吸纳40余万人 （贫
困群众 21万余人） 入社，争取 3600万元资金
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实现村集体经济积累2
亿余元。

赫章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实现村集体经济积累 2 亿余元
通讯员 陈鹏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马丹

“太方便了，在大方县
政务大厅就把我的养老保
险从广州市天河区直接转
到大方，要是在以前，我
得两头跑。”近日，张才勋
通过“跨省通办”服务窗
口办理了自己的企业职工
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后，连
连点赞。

张才勋是大方县兴隆
乡人，在广州市天河区打
工时开始缴纳企业职工养
老保险，最近，回到家乡
的张才勋准备将自己的社
保关系转到大方县，在得
知 大 方 县 开 通 “ 跨 省 通
办”后，带上所需材料到
大方县政务大厅，顺利办
理了该项业务。

根据 《国务院办公厅
关 于 加 快 推 进 政 务 服 务

“跨省通办”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 〔2020〕 35号） 文
件精神和贵州省政府办公
厅印发的 《贵州省加快推
进 政 务 服 务 “ 跨 省 通 办 ”
工作方案》 大方县迅速设
置了“跨省通办”服务窗
口，在开通规定办理清单
事项服务的同时，大方县
政务中心积极与相关业务
部门集中研讨，在 2020 年
底提前完成下年度“跨省
通办”事项 16 项，并梳理

出涉及卫生健康、医疗保障等与群众密切相关的
清单外办理事项7项，进一步方便办事群众。

该县还在 2020年 12月与对口帮扶大方县的
广州天河区签订了“跨省通办”合作协议，开辟
政务审批服务“绿色通道”，形成政务服务创新
改革跨地域合作机制，最大限度方便广州市天河
区到大方县投资企业和大方县到广州市天河区企
业务工人员办理相关事项。

大方县与天河区还就“跨省通办”服务建立
会议商讨机制，对两地在“跨省通办”业务开展
过程中发现的困难和问题，及时组织相关业务部
门共同协商解决，并通过线上商讨、线下交流方
式，相互借鉴政务服务中好的经验和做法，营造
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协同发展良好氛围。

截至目前，大方县政务服务中心实现“跨省
通办”事项 60项，共办理“跨省通办”业务 49
件，方便了企业和群众。

大方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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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1月，黔西县居民小申因摔伤，致
踝部肿痛住进医院。在患者住院医保基金申报
中，医院申报2.9万余元。县医疗保障局业务审
核人员在抽审病人住院病历时发现，病人存在
超限制性用药、分解收费等问题，最终，县医
疗保障局给予扣减申报基金 2500元，并按抽审
比例倍数给予该院该次申报基金全面扣减。

这只是黔西县医疗保障局推进医保基金规
范使用过程中查处的案例之一。该局自 2019年
成立以来，按照“惩防结合、综合施治”要
求，建立健全更公平、可持续的基本医疗保障
体系，通过规范医疗基金使用及监管，维护基
金使用安全。

县医疗保障局通过聚焦住院人次、基金

支付金额、次均费用等核心指标，全面推进
监管制度体系改革。通过传统与信息化方式
相结合，开展靶向稽核和现场督查，采用云
储存、监控探头自动录像传输等技术手段，
建成了集监控、督查、取证等为一体的监管
体系。在对定点医药机构的监督中，该局采
取线上数据分析与线下检查相结合的方式，

通过对医疗机构每月申报数据进行分析，再
与业务审核股每月扣减内容进行比对，找出
医药机构疑似违规的项目或数据。“带着问题
再进行现场督查，就能有效规范医保基金规
范使用，确保将每一分医保基金都用在刀刃
上，减少或杜绝医保基金的不合理流失。”黔
西县医疗保障基金运行服务中心工作员邬丽
介绍。

2020年 1月至 9月，县医疗保障局针对县内
定点医院送审数据中药品使用超限制条件、不
合理检查、过度治疗、重复计费、高靠收费等
违规问题，对申报医保资金累计扣减 1223.39万
元，推进了医保业务审核工作的规范化进程。

黔西县医疗保障局：织牢医保基金使用“安全网”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翟培声 通讯员 刘雨昕 焦月

贵州曦卡传媒有限公司负责人吴佳明是七星关区海子街镇人，在省外工作期间，这位 90 后积累了丰富的直播经验。2020 年，她回家乡
成立公司，带货毕节农产品。截至目前，她的直播已吸引消费者近百万人 （次）。目前，该公司已购入加工设备，招聘员工 80 余人，计划规
模化生产辣椒制品、萝卜干等毕节特色农产品。同时，还规划了占地 1000平方米的带货直播间，培训更多年轻人成为直播带货人。

直播带货 黔货出山
文/图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冯相清

本报讯 （通讯员 龙华） 近日，省
生态环境厅发布的信息显示，2020 年 12
月，全省 9个中心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平均
优良天数比率为94.9%，同比上升2.1个百
分点。依据《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排名技术
规定》，按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进行排
序，2020 年 12 月，毕节市在全省 9 个中
心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排名中位列第一。

此外，2020 年 12 月，88 个县 （市、
区） 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相对较好的前 10
名中,毕节市赫章县、大方县、威宁自治
县位列其中。

毕节
上月空气质量全省第一

本 报 讯 (记者 黄 杏 通讯员 管
彦博)2020年以来，赫章县纪委县监委采
取分办在先、核实在先、处置在先的方
式，有效推进涉纪网络舆情处置工作。

在发现和收到上级主管部门转办的网
络舆情后，当天提出处置意见，报分管领
导或主要领导审批，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转
办核实。责任单位收到转办件后，按照转
办要求和处置时限，第一时间抽调人员进
行核实处理。对不属实的，加强对相关人
员思想教育，消除影响；对问题属实的，
经进一步调查后，按照执纪监督“四种形
态”，视情节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理。

赫章县纪委县监委
“三个在先”处置涉纪网络舆情

本报讯 （通讯员 李横 记者 闵
建华） 日前，大方县纪委县监委在进行集
体约谈时，向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部
门单位主要负责人发出的作风建设“定向
提示单”，提醒其切实履行“一岗双责”，
充分发挥“头雁”作用，营造崇廉拒腐、
尚简戒奢氛围。

针对“四风”多发易发问题，大方
县纪委县监委坚持“严”字当头，紧盯
关键人、关键事、关键处，强化教育提
醒。2020 年，大方县纪委县监委共开展
集体谈话 43次，“点对点”下发“定向提
示单”158份，发送廉政短信 6批次 6500
余条。

此外，该县坚持问题导向，统筹纪委
监委、财政、审计、交通等部门，聚焦违
规滥发津贴补贴、电子红包、私车公养等
问题，对全县各乡镇和部门单位进行专项
监督检查。2020 年以来，查处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22起，处分 23人；发
现、处置“手腿嘴”作风问题 127起，党
纪政务处分 44人、诫勉谈话 1人、批评教
育6人。

大方县纪委县监委
深入推进“关键少数”
作风建设

本报讯 （通讯员 雷茜） 为切实加
强易燃易爆场所消防安全监督管理，杜
绝 易 燃 易 爆 场 所 火 灾 事 故 的 发 生 ， 近
日，纳雍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县应急管
理局，深入辖区易燃易爆场所开展消防安
全专项检查。

检查中，检查组人员深入该县董地加
油站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重点对场所
消防值班巡查记录和消防安全管理制度是
否建立健全，消防疏散通道是否畅通，消
防设施、器材是否保持完好有效，重点部
位是否违规使用非防爆电气设备，沙箱配
备是否齐全及是否存在违规加油等情况进
行详细检查，并查看加油站的消防安全制
度是否齐全，以及紧急疏散预案是否制
定、是否开展演练等内容。

检查发现，该场所存在配电房、发电
机房及厨房尚未设置防火门，发电机房电
气线路未穿管保护等隐患。针对检查中发
现的问题，检查组人员督促其立即进行整
改，对不能立即整改的依法下发《责令限
期改正通知书》。同时，要求单位负责人
高度重视消防安全工作，认真查找自身在
消防安全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严防死
守，切实保证场所消防安全。

通过此次联合检查，进一步增强了辖
区易燃易爆场所负责人的消防安全意识，
有效提高了易燃易爆场所的自查、自防、
自救能力，为稳定辖区消防安全形势奠定
了坚实基础。

纳雍
开展易燃易爆场所
消防安全专项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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