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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桐梓县纪委监委
紧紧聚焦群众身边痛点、难
点、堵点问题，在该县开展
侵害群众利益和侵占集体利
益问题专项整治，持续纠治
民生领域存在的腐败和作风
问题，切实维护集体利益、
群众利益，不断增强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具体工作中，该县纪委
监委坚持问题导向，针对巡
察监督、派驻监督、信访举
报、监督检查、审查调查和
有关职能部门开展工作中发
现基层侵害群众利益和侵占
集体利益问题仍然存在的现
状，研究制定了 《关于开展
侵害群众利益和侵占集体利
益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明确
该县纪检监察系统按照梳理
排查、集中核查、巩固提升
三个阶段，对侵害群众利益
和侵占集体利益问题开展专
项整治。

为确保整治工作直击痛
点，巡察办、信访室、党风
政风监督室、民生监督室等
部门结合职能职责，对涉及

“两侵整治”的信访举报、监
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及线索逐
个排查、清理，建立问题及
线索登记台账，由案件监督
管 理 室 围 绕 重 点 镇 、 重 点
村、重点人和重点事进行统
筹归类，分类建立领导包案

台账和重点督导台账，以协作区为单位，交班
子成员和联系室主任进行重点调度指导，开展
靶向治理。

排查梳理清楚问题及线索后，该县纪委监
委充分整合统筹派驻纪检监察组、纪检监察室
和乡镇纪委力量，以协作区为单位成立 5个专
项整治工作组，采取“室组”联动监督、“室
组地”联合办案机制，以问题及线索台账为基
础，坚持边治理边查找，通过驻点监督、明察
暗访、下访座谈等形式开展集中核查。并同步
公布投诉举报电话、设立信访举报专窗，广泛
征集问题线索，面向群众“开门治理”。

（李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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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
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
也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
之计和固本之策。

社会治理千头万绪，排忧解难千方百
计。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今年出台的 《关于
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的意见》 指引下，观山湖区立足“新城
区、中心区、窗口区、生态区和试验区”
的新区治理实际，围绕建设全省最平安的
城区之一的要求，探索创新举措，破解城
市新区社会治理难题。

建阵地 夯实治理基础
近年来，观山湖区始坚决贯彻落实中

央、省委、市委决策部署，抢抓贵阳市被
确定为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第一批试
点城市的契机，精准把握市域社会治理规
律，扎实推进“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基
层治理机制建设，全力打造城市新区社会
治理现代化标杆。

在具体工作中，一方面，观山湖区通
过围绕“八个统一”全面完成区、镇 （街
道）、村 （居） 三级综治中心实体化建设，
实战化运行。另一方面，扎实抓好“一中
心一张网十联户”基层网底建设。通过合
理划分网格、优化网格队伍、强化联户多
元共治、畅通为民服务渠道等方式加强基
层网底建设工作，全区 10个镇 （街道） 138
个村 （居） 共划分网格 1442 个；已建成网
格党小组 589个，配备网格长 138名，专兼
职网格员 1208 名；共组建联户单元 11860
个，配备联户长 11067名；建立网格工作群
141 个，网格联户群 1030 个，联户联心群
6141个。

小网格有大担当，在日常工作中，网
格员作为基层社会治理主力军，积极参与

创文创卫、宣传发动、环境卫生和文明行
为巡查整治等相关工作，这张“网”装了
群众柴米油盐的琐碎事，众多“格”记录
了所辖网格每个角落的所需、所期、所
盼，为新区基层治理夯实了基础保障。

与此同时，三级综治中心通过建立健
全基础数据库、强化矛盾纠纷分级分类排
查处置、加强 12345为民服务、加强科技智
能化支撑、开展疫情网格化排查等方式，
增强实战功能。目前，该区基础数据采集
录入 57万余条，录入率达 100%；排查收集
各类矛盾纠纷 2587条，结案率 99.76%；共
受 理 12345 群 众 诉 求 42872 件 ， 处 置 率
98.72%，群众满意率达 100%；目前接入视
频监控 36504 个，接入门禁系统 4794 台；
加强疫情网格化排查，共排查录入流出
（流入） 人员7.6万余人。

强党建 凝聚发展力量
贵州金融城，地处长岭街道贵阳数博

大道“中轴线”，矗立着 7 幢税收过亿的
“超级楼宇”，入驻企业 8322 家，传统金
融机构 45 家，准金融及金融中介服务机
构 300 余 家 ， 2020 年 区 域 企 业 税 收 总 额
65 亿元。

针对金融城商务楼宇，观山湖区发挥
党建引领作用，划片成立 5 个楼宇非公联
合党支部，筑牢商务楼宇“党建网”；整
合多方力量，构建“人防、物防、技防、
心防”四位一体防线建设新格局，筑牢商
务楼宇“治理网”；将贵州金融城楼宇划
分为 5 大片区，46 个专属网格，搭建信息
共享、互信合作、协同治理、人才交流的
经济网格共同体，持续拓宽科技治理商务
楼 宇 的 新 空 间 ， 筑 牢 商 务 楼 宇 “ 经 济
网”；整合区域资源设立“三心”驿站，
搭建互动、互助、自治交流平台，为企业

白领开展心理团辅、剧本推理等活动 20余
次，提供“线上线下”预约问诊、心理健
康咨询 27次。

西南商贸城商圈是观山湖区企业商户
最集中的区域，商圈占地 10 平方公里，总建
筑面积超 1420 万平方米，是一个集市场经
营、国际贸易、现代物流、电子商务、休闲娱
乐于一体的特大型国际商贸市场集群。

针对西南商贸城商圈，观山湖区通过
建设商圈党群服务中心，发挥党建指导、
营商服务、平台搭建功能，打造新时代文
明实践基地、非公党组织孵化培育基地、
流动党员管理基地、营商服务基地、非公
人才培训基地，全面提升“两个覆盖”质
量。同时，整合利用党建联盟资源，开展
理论宣讲、政策法规、志愿服务、文化活
动、榜样模范“五进商圈”，实现便民服
务“零距离”，并完善党员学习教育、党
建联席会议、流动党员管理、服务事项办
理、人才培育服务、志愿服务活动机制，
促 进 党 建 、 社 会 治 理 、 商 圈 发 展 同 频
共振。

观山湖区宾阳街道针对城郊结合部区
域，流动人口多，治理难度大的问题，通
过建强组织，提升治理效能。一方面，坚
持党建引领，把党建服务触角向基层、工
地、企业、高校延伸，并联动各方力量，
全力开展辖区共建共治，实现“民事民
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另一方面，强
化民生事项“一窗式”办理，实现群众办
事“只跑一次路，只进一次门”，今年以来
辖区便民服务中心办结率达 100%，辖区民
生实事受理率、办结率均达 100%。此外，
以服务为抓手，积极开展招商引业工作，
坚持和谐征拆安商，加快项目落地建设，
开展“店小二”走访服务，帮助企业解决

实际困难；强化精神文化建设，大力开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丰富群众文化
生活；强化公益志愿服务，积极开展“三
公益”活动，完成辖区志愿者注册 993人，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264次。

优服务 增强群众“三感”
在观山湖区长岭街道贵州金融城，通

过建立网格新体系、构筑网格新格局、拓
宽网格新空间，形成党建有引领、政府有
机制、服务对象有自治的社会综合治理良
好态势，最终实现商圈楼宇经济发展与城
市社会治理的有机统一；

在观山湖区金阳街道金元社区，以筑
牢网底、织密网格、共建三感社区为抓
手，通过“党建网、平安网、民生网”三
网融合，有效提升辖区治理能力和治理水
平，进一步增强小区居民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在观山湖区世纪城街道兰凯社区，以
组织结构科学化、网格队伍专业化、治理
模式多元化、运行机制流程化、民生服务
精细化等“五化”为抓手，着力提升网格
现代化治理水平；

在观山湖区观山街道金海域，切实将
综治中心统筹引领作用发挥，稳抓线上线
下两块阵地建设，落实公安、网格员、联
户长三支队伍建设，狠抓四项措施、确保
落实网格入户、辖区安全、人民调解、宣
传发动的工作开展有效提升辖区社会治理
能力；

观山湖区各街道立足做好辖区企业和
群众的服务工作，不断拓展网格升级、网
格工作、现代化工作，全面提升基层社会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增
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董佳星）

观山湖区：下足绣花功夫 做优基层治理
为进一步深化农村假冒伪劣食品问题治理，严厉打击生

产、经营环节假冒伪劣食品违法行为，瓮安县市场监管局、
县农业农村局、县人民检察院、县公安局、县商务局及县供
销社共六家单位开展农村假冒伪劣食品联合执法专项检查行
动，确保农村市场食品质量安全，不断提升农村居民食品安
全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联合执法检查组按照“严执法、重实效、零容忍”和
“四个最严”要求，重点检查集贸市场、食品生产企业、食
品生产小作坊/小食品店 （食盐经营户、小超市）、小餐饮
店、猪肉经营户等地，重点对生产经营添加非食用物质食
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未经检验检疫或检验检疫
不合格的肉类、宣称特殊功能的普通食品、“三无”食品、
将工业盐、饲料添加剂氯化钠和其他非食用盐作为食盐销
售、“山寨”食品、商标侵权食品、劣质食品、过期食品等
违法行为进行打击。

通过本次联合执法，在意识层面上提升了瓮安县农村食
品生产经营企业的责任意识，提升了消费者维权意识及参与
意识，积极引导农村商品市场经营者和农村食品批发户建立
健全进货查验、进销货台账和不合格商品退市等；并在市场
监管方面，强化了市场开办者和场内经营者自我管理、自我
约束、自我规范，进一步消除了瓮安县食品安全隐患，增强
了农村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心。（张涛 卢泰铭 陈绍福）

瓮安

开展治理假冒伪劣食品联合执法

保障农村市场食品安全

2021年，对于松桃苗族自治县大路镇桂芽村来说是个喜
庆年，原本是一个贫困边远的山村，如今也迈入了小康。村民
生活变好了，桂芽村“脏兮兮”的样子已经不见踪影，老百姓
逐渐养成了爱卫生的好习惯，家家房前屋后干净整洁，水清
亮了，村庄清爽了。

桂芽党支部书记杨昱感叹说：村子干净了，缘于 2018年
松桃公路管理段派来驻村第一书记何文轩和工作队，驻村帮
扶解决了一个接一个具体困难。

桂芽村有一条穿村而过小沟渠，过去河岸上的村民向
河沟丢垃圾，河水总是又脏又臭，现在沟渠两侧砌起堡
坎，淤堵杂物、垃圾等村民都已习惯放入垃圾池，定期运
到镇上垃圾回收站集中处理。小河比以前变得干净了许
多，小河附近的村民又可以洗衣、洗菜了。

现在，16个村民组都规划建起了垃圾池，村民开始缴
卫生费，生活垃圾集中到垃圾池十天、半个月时间就会被
集中清运到镇垃圾中转站集中处理。

2018年，何文轩驻村任桂芽村第一书记，开会时村民
代表提意见说：村民缴了卫生费，垃圾不能及时清运。原
因是村民交来的卫生费，不够清运垃圾的运费，村委会又
拿不出这笔开支。

为了解决问题，何文轩及时向所在单位松桃公路管理段
反映了困难。2019年，松桃公路管理段资助 2万元，补齐了清
运垃圾运输费出现的缺口，使全村垃圾得到全部及时清运。
2020年，松桃公路管理段又出资 2万元，为村里买了一辆三
轮摩托，帮助村委会转运生活垃圾。

平时三轮摩托留在村委会，给老百姓运送物资，或运
送上级发放的救济物资 （粮油） 到村民组，第一书记何文
轩和村干部有摩托车驾照，他们就当起了义务运货司机，
村委会不再另外花钱找车拉货，这样一来，每年都会为村
委会省了一笔开销。

2018年起，贵州省松桃公路管理段派驻三名干部驻村
帮扶三个村，解决帮扶资金 48.5万元，办实事 25项，群众
实打实的感受到了帮扶的好处。

（杨仕光）

驻村帮扶办实事

乡风文明开新花

11 月 4 日，普安县检察院“四大检
察”护航“十大产业”定点服务企业
在普安县金龙石业有限公司挂牌，这
是普安县检察院运用检察职能，为辖
区 企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贡 献 检 察 力 量 的
举措。

普安县金龙石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年 12月，目前，该公司加工厂在白
沙石材园区占地 40亩，主要进行石材生
产、加工、销售。该公司带动附近居民
就业 30余人，其中包含建档立卡贫困户
10 余名。生产的装饰石材 （大理石） 处

于石材行业的中高端位置，销售范围为
全国各地，产品深受顾客喜爱，市场需
求量大，是为普安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
支柱产业之一。

普安县检察院检察长国刚在“四大
检察”护航“十大产业”定点服务企业
挂牌仪式上表示，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
体，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更
与民生就业息息相关，检察机关将充分
发挥检察职能，全力保障企业合法权
益，普安企业若遇到法律方面的问题，
随时可以向检察机关求助，普安检察院

将发挥民事检察、刑事检察、行政检
察、公益诉讼等四大检察职能，做企业
高质量发展的护航者。

今年以来来，普安县检察院始终
坚持“维护民营企业权益，优化企业
营商环境”，深入企业走访调研，积极
开展“送法进企业”“检企共建”等活
动。下一步，该院将进一步加大走访
力度，加强与民营企业的联系，为企
业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护航民营企
业高质量发展。

（刘蓉霞 蒋芸）

普安检察院

定点服务企业 护航十大产业

党史学习教育以来，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充分发挥
党建引领作用，结合“双提升”暨“明德遵法进农家”活
动，组织党员干警进集市、进小区进行法治宣传，增强人
民群众法治意识和法律知识，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
意度，推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走深走实。图为
汇川区人民法院党员干警在板桥街上进行“普法”和“双
提升”宣传。 赵雅玲 摄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人民币金额单位：万元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拟对持
有的贵州兴伟兴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等 3户债权资产进行公
开处置，现予以公告。

一、债权情况

截止 2021年 5月 21日，债权总额 2，512，686，566.67元，
其中本金 2，151，029，191.72元、利息 361，657，374.95元。担
保方式为抵押和保证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具体情况请投资者登录资产公司对外网站查询或与资
产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网址 http://www.gwamcc.com。

二、交易对象及条件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
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
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原债务企业管理层以及
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
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
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原债务
企业管里层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
关系的人员除外）。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三、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

公告发布日期：2021年 11月 11日，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有效。

四、处置方式：单户或整包处置。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不良资产
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
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
关法律资料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滕女士、杨先生
联系电话：0851-86507178 86510484
邮政编码：550003
通讯地址：贵阳市云岩区枣山路 11号港天大厦4楼
受理举报事项

分公司纪检审计部门联系人：陈女士
联系电话：0851-86515427
财政部贵州监管局电话：0851-88417052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
2021年 11月 11日

序号

1

2

3

债务人名称

贵州兴伟兴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杭州华龙印刷品有限公司（原
名：杭州华龙印务有限公司）

宏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本金

2,117,000,000.00

5,680,733.28

28,348,458.44

利息

344,965,368.94

6,905,610.29

9,786,395.72

所属行业

非金属矿采选

批发业

道路运输业

企业性质

民营

民营

民营

所在地区

毕节市织金县

浙江省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

担保情况

抵押+质押+保证

保证

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