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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 讯 员 朱华侨） 金秋时
节，海龙贡米迎来丰收。“今年种子改良后，
产量提升了，收入也更可观，我们的收成一
年比一年好，我很高兴。”海龙镇贡米村村民
母志才说。

“有合作社的支持，我们的蜂蜜都是正规
渠道销售，买蜜的人也买得放心。今年我养
了 48桶蜜蜂，预计能采收 300多斤蜂蜜，收
入 4万多元。”金鼎山镇后庄村苟甜蜜农民养
蜂专业合作社社员王仕忠说。

这些是红花岗区着力实施产业升级、结
构优化、质量提升，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取得的成效。
近年来，红花岗区依托良好的农业资源

禀赋，聚焦群众消费升级需求，推进现代农
业产业体系建设。该区以坝区产业发展为核
心，以城区的“菜篮子”“果盘子”为主攻方
向，连接休闲观光农业示范园、配套功能
区，压实“坝长主推、镇级主责、村级主
力”的工作责任体系，做大做强坝区产业，
通过坝区示范建设，辐射带动全区农业产业
稳步发展。截至目前，该区共有7个 500亩以
上坝区，2020 年平均目标亩产值达到 1.93 万
元，涉及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2.25 万元，

比非坝区农户高出30%。
同时，红花岗区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积极鼓励农民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十三
五”期间，该区共发展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 174
家，其中市级以上 17家、省级 6家；农民专业合
作社从业人员 1186 人，带动辖区农户 4168 户
就业增收，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1074户。

结合区位优势和种植业、畜牧业、乡村
旅游等主导产业，加快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示范带动作用。截
至目前，该区共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共
计 45家，其中省级龙头企业 8家、市级龙头

企业32家、区级龙头企业5家。
着力加强农产品品牌建设，以区块链技

术为依托，对农资销售、生产加工、销售流
通、品牌授权等各环节进行数据采集，不断
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增加绿色农
产品供给，促进特色优势产业做大做强。

接下来，红花岗区将坚持围绕“四新”
主攻“四化”，大力发展蔬果、畜牧、乡村旅
游观光农业等特色优势产业，以城郊型、科
技型、效益型、示范型“四型”现代农业为
发展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步伐，激发
乡村振兴的新活力。

产业升级 结构优化 质量提升

红花岗：聚焦农业现代化推进乡村振兴

本报讯 （通讯员 金斌）近日，凤冈县
检察院案件管理部门依法受理了公安机关移
送审查起诉的一起盗窃案，成为该院“单轨
制”办案的首例案件。

在该案办理过程中，公安机关与检察机
关通过政法办案系统完成了案件信息共享、
网上换押、案件移送、案件流转，实现了由原
来移送电子卷宗、纸质卷宗的“双轨制”向现
在仅移送电子卷宗的“单轨制”转变。

“单轨制”办案模式于今年10月启动，该模
式旨在通过充分发挥政法协作互联办案系统
的智能化作用，节约司法资源，提升办案效率。

下一步，凤冈县检察院将继续依托政法
机关一体化办案平台，加强与公安、法院等政
法单位之间的沟通协调，不断推动刑事案件
办理全过程单轨数字化运行，共享信息数据，
努力提升刑事案件办理的智能化、现代化、信
息化水平。

凤冈县检察院

办案系统智能化提升效率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今
年国庆前夕，遵义会议会址门前，一场“传承
红色基因献礼祖国母亲”的主题活动中，现场
的游客和市民一同高声唱起歌曲 《我和我的祖
国》，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和祝福。

唱红歌的场景，在遵义市各区 （市、县）
的党政机关、大中小学都时常能见到。以开展

“建党 100周年”庆祝活动为契机，遵义人通过
唱红歌，不断传承红色血脉，砥砺奋斗精神。

“我会唱的红歌可多了，在小区有志愿者教
我们唱。”搬迁到仁怀市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安
置点苍龙街道凤凰小区后，74岁的何素华老人
积极参加社区“新市民·追梦桥”老吾老驿站
组织的唱红歌活动。“在党的领导下，仁怀这些
年变化巨大，我是带着感动和感激唱，越唱心

情越舒畅。”何素华说。如今她不仅对 《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唱支山歌给党听》 等红歌
信手拈来，还常常和社区居民摆谈歌曲背后的
故事。

“遵义会议放光辉，全党全军齐欢庆……”
在红花岗区的红军街，71岁的罗光华老人穿着
红军服，头戴红军帽，和团队成员放声高歌，
不少路过的游客、市民、学生，听着熟悉的节
拍，跟着哼起来。

作为土生土长的遵义人，罗光华从小接触
红色文化，喜欢唱红歌，退休后，与许多爱唱
红歌的朋友组成合唱团，经常在红军街演唱，
这一唱就是 17年，合唱团也从最初的十几个人
发展到如今 170 余人，演唱的红色歌曲也从几
首增加到上百首。

在凤冈县进化镇沙坝村，数百名村民齐聚
一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村民们自
编自演了诗朗诵 《那一面党旗红》、合唱 《幸福
生活在眼前》《唱支山歌给党听》 等节目，用淳
朴的歌声表达自己的爱党爱国之情。

在桐梓县，150余名干部群众在娄山关齐声
唱响 《唱支山歌给党听》。该县还以“传承红色
基因，讲好遵义故事，引领童心向党”为主
题，面向全国征集“红色童谣”，掀起一股“红
色童谣”创作和传唱的热潮；组织开展“红色
经典传唱暨第五届娄山合唱节”，60 支队伍参
赛，在歌声中激发奋斗热情。

习水县以开展 《长征组歌》 音乐会和“永
远跟党走红歌大家唱”活动，四渡赤水艺术团
民乐队带头深情唱响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唱支山歌给党听》 等经典红歌，饱含着对
党的无限深情。

在各大中小学，《我的祖国》《团结就是力
量》《遵义我心中永远飘扬的旗》《遵义红又
红》 等爱党爱国爱家乡的主旋律歌曲，被融入
课堂、研学实践，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和传承红
色基因的生动载体。

同唱一首歌，同温一段史。仅今年七月，
遵义就开展“唱支山歌给党听”等群众性主题
活动200多场次。

结合“永远跟党走”等群众性主题宣传
教 育 活 动 ， 一 首 首 或 悲 壮 沧 桑 、 或 慷 慨 激
昂、或直抒对党和国家热爱之情的红歌，传
唱在红城遵义的大街小巷，让红色精神变得
可听可感。

遵义：红色歌曲 唱响大街小巷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徐春燕

本报讯 （通讯员 涂顺菊 王莉群）眼
下，正是秋冬种关键时节，仁怀市茅坝镇以机械
操作、技术引领，积极引导群众开展秋冬种工作。

为确保秋冬种顺利高效开展，茅坝镇农
业服务中心农技人员深入田间为农户送技
术、送服务，向农户传授羊角菜的田间管理、
病虫害防治技巧。此外，该镇还积极引导农户
使用农机开展土地轮作，安良村 4050亩订单
红高粱收储结束后，农户在土地轮作种植蚕
豆、小麦、羊角菜等，面积预计达 3000 亩。安
良村秋冬种预计在 11月中旬全部完成。

仁怀市茅坝镇

“机”“技”并重抓好秋冬种

本报讯 （通讯员 徐启俊）争取 1879万元
解决乌杨田园坝区配套设施建设，实施上里社区
各村民组亮化美化工程，协调规划 3个项目解决
搬迁人员就业……10 月 30 日，翻开余庆县乡村
振兴局抓实党支部联系点的工作台账，一桩桩补
短板、纾民困、解民忧的实事，赢得群众赞誉。

这是余庆县实施“三带头三提升”机制取
得的成效之一。今年来，余庆县牢固树立大抓
基层、大抓支部的导向，坚持把抓实党支部联
系点作为推动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的有效抓
手，推行党委书记和班子成员带头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提升“政治三力”、带头参加党组织生活
会提升质量效果、带头协调解决难题提升群众
幸福感为主要内容的“三带头三提升”机制，
切实把基层党支部建成推动乡村振兴、改革发
展的坚强战斗堡垒。

带头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提升“政治三力”。余
庆县除党员领导干部所在党支部不作为联系点
外，全县 14个党（工）委、36家县机关单位的 240
名党委（党组）书记和班子成员建立支部联系点
248个，督促指导所联系党支部认真开展好党史
学习教育。创新“支部三定、领导三讲、党员三评”

机制，党员领导干部采取专题集中讲、现场观摩
讲、云端辅导讲等方式，带头讲百年党史、讲法规
政策，不断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
执行力。截至目前，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上党课
656场（次）、覆盖 13360人，录制优质党课 20部，
开展政策宣讲525次。

带头参加党组织生活会提升质量效果。紧
扣会前、会中、会后三个关键环节，创新推出
以组织生活通知单、组织生活报告制度、组织
生活通报制度为主要内容的“一单两制度”，实
现上下联动、全程监管，高位推动联系支部组

织生活提质增效。将领导干部参加组织生活情
况纳入基层党建工作成效考核评价体系、领导
干部政治素质考核重要考评内容，细化分值、
量化考评，提升党组织生活质效。

带头协调解决难题提升群众幸福感。聚焦
乡村振兴、软弱涣散党组织和后进村整顿、村
（社区）“两委”换届等工作，帮助党支部分析
查摆问题症结，理清工作思路，细化责任措
施，共同破解发展难题。各级党委 （党组)每年
专题研究所联系支部建设工作至少 1次。聚焦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带头深入基层一线了解
民生需求，把“问题清单”变成“履职清单”。
目前，各级党委 （党组） 书记及班子成员帮助
各支部联系点解决短板问题 306 个，为群众办
理实事609件。

余庆：建强基层党支部 提升办实事质效

开足马力赶制订单
通讯员 王永娟 摄影报道

临近年底，余庆经开区内的各大中小企业正科学制定生产任
务，合理安排作业时间，开足马力保生产、赶进度，呈现一派热火
朝天的繁忙景象。图为工人在余庆福源鞋业加工厂流水线上工作。

遵义市围绕遵义市围绕““六个红六个红””开展红色宣讲系列报道开展红色宣讲系列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刘强 吴应贵） 近
日，务川自治县冉渡滩水库枢纽主体工程建
设完成，正式下闸蓄水。

冉渡滩水库工程枢纽地处洪渡河务川自
治县丰乐镇马村坝河段，库区位于凤冈县绥阳
镇、土溪镇和新建镇。水库最大坝高69米，坝顶
长181米，总库容5470万立方米，年总供水量达
9120万立方米，是集城镇及工业供水、农村饮
水、灌溉和兼顾发电功能为一体的中型水库。

据了解，冉渡滩水库工程由枢纽、供水和
灌溉输水三部分组成，建设单位为遵义灌区
管理局，批复概算投资 15.89 亿元，分两期实
施，2017年 4月开工建设。目前，正在推进大坝
尾工和输水一期工程建设，工程全部完工后，
将解决务川自治县中心城区 18万城市人口、
镇南和大坪工业园区及 5.36万亩农田灌溉和
农村0.92万人、15.92万头牲畜饮水问题。

务川

冉渡滩水库下闸蓄水

本报讯 （通讯员 张琼丹）为进一步激
励纪检监察干部履职尽责和担当作为，今年
年初，正安县纪委监委制定非领导职务公务
员（参公管理人员）日常考核实施方案，以纪
检监察干部平时工作表现、工作成效和工作
小结为依据，对干部德、能、勤、绩、廉全方位
进行综合考核。

正安县纪委监委以季度为周期，从政治
素质、工作能力、工作纪律、个人品德、廉洁自
律等五个方面，由干部所在部门主管领导结
合平时表现、个人小结、民主测评等情况，按
照好、较好、一般和较差 4 个等次，提出考核
建议后提交平时考核领导小组审定，确保考
核结果公平公正公开。考核结果以公示、会议
通报等形式，及时向干部本人反馈，肯定成
绩、提出不足。

为深化考核结果运用，正安县纪委监委对
日常考核一贯表现优秀的干部，在选拔任用、
职务职级晋升、评先评优等方面优先考虑。对
考核结果为“一般”等次的干部，由分管领导及
时谈话提醒。对考核结果为“较差”等次的干
部，及时批评教育，必要时进行诫勉，达到“工
作实绩促考核，考核结果推实绩”的目的。

正安县纪委监委

强化日常考核

锤炼过硬队伍

本报讯 （通 讯 员 王小菊）
近日来，播州区铁厂镇以“网络安
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为主
题，采用多种形式开展宣传教育活
动。

活动期间，该镇党员干部、关
工委“五老”人员、青年志愿者以
每周一赶集为契机，在西花街上向
群众普及网络安全防范知识。

“以后在网上购物、转账，都要
多注意，以防上当被骗。”志愿者们
的宣传，得到群众积极回应。

志愿者还向群众宣传网络安全
法律法规，普及如何预防网络电信
诈骗、辨别网络虚假信息、抵制网
络谣言等安全知识。同时，铁厂镇
还组织干部职工群众参加网络安全
线上知识竞答活动，传播网络安全
理念，引导群众防范网络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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