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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遵义市新蒲新区新蒲街道新华社
区一支 30 人组成的党员志愿服务队挨家挨
户上门走访，征求群众意见建议。这轮上门
走访工作已经开展3个多月。

今年 8月下旬，新蒲新区与红星美凯龙
控股集团签约，共同实施新蒲集镇 （老街）
城市更新项目。

“这代表着地处新区核心区域、历经百
年沧桑的新蒲老街，会在不久的将来迎来新
环境新生活，居住在这一区域的居民也将享
受到城市发展带来的红利。我们在模拟拆迁
工作启动后，就开始上门走访，听取群众意

见，为下一步工作打好基础。”新蒲街道党
工委书记李海峰说。

城市发展不是简单建房子，以人为核心
的新型城镇化，关键在于满足人的需要、促
进人的发展。完善功能，增强活力，特别在
聚集人气上，在提高城市人口增量上，新蒲
新区一直在努力“破题”。

办教育、兴医疗，是新蒲新区的“破
题”路子之一。

今年秋季，遵义四中实验初中（新蒲中
学）举行开学仪式。这是新蒲新区今年新建的
9所学校之一，现已投用8所，其余即将投用。

这些年，新蒲新区围绕教育、医疗等公
众最关心的话题，实施了一大批民生工程。
2014 年以来累计投入教育资金 80 多亿元，
截至 2020 年，除早期投用的大学城院校
外，辖区共有学校 174所，学位6万余个。

在打造硬设施的同时，新蒲新区还注重
软实力的打造。新蒲新区出台了推动高质量
发展人才保障 8条措施，对从北京师范大学
等全国 6所大学引进的免费师范生和特殊人
才，给予津贴补贴和人才保障住房等待遇，
留住了许多优秀人才。

新蒲新区还依托新蒲经开区、遵义综合

保税区和中国辣椒城等优势，建设金融商务
中心和大数据中心，引进优质服务类企业，
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夯实城市产业功
能。

历经十余年开发建设，如今的新蒲新区
高楼林立、路网完善、绿荫成行、山水融
合，一座容纳 100万人口的城市框架已然形
成，常住人口达 34 万，城镇化率从 2012 年
的 27.6％跃升至 2020年的 64.9%。未来，新
蒲新区将全力推进教育医疗康养集聚区、金
融产业集聚区、辣椒加工贸易集聚区、高新
装备制造集聚区、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

新蒲新区：打造新城新家新业新生活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王其伦 通讯员 李佳旭 韩晓

本报讯 （通讯员 沈天艳） 今年以来，凤冈县 119
名“人才专员”为全县各类人才提供“保姆式”的贴心服
务，确保各类人才工作安心、生活舒心、创业顺心。

凤冈县聚焦县内人才服务待遇、人才服务事项的落
实情况，安排 2名熟悉人才工作和人才政策的协调专员
全程督办，确保各类政策落实到位。聚焦各用人单位人
才服务需求，安排单位专员提供一对一服务，全程代办
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社保医保、项目申报、创新创业
证照审批等服务事项。

截至目前，该县 119名“人才专员”已办理各类人才项
目申报、职称评定、就医就诊、社保医保办理等事项350余
件，发放人才绿卡686张，办理人才子女入学事项8个。

凤冈

119名“人才专员”贴心服务各类人才

本报讯 （记者 钱诚） 遵义市红花岗
区深溪镇开展“党员帮帮帮”活动，列出民生实
事、服务企业、包保项目 3张清单，通过任务限
时、结对帮扶、组团接单等形式，挖掘报到党员
干部能力资源，把问题落地落实。

汇川区乌江恬苑社区成立党员帮扶队、
党员志愿服务队，开展进家入户的“敲门行
动”，搜集群众反映的急难事在报到党员的努
力下迎刃而解。

桐梓县西流水社区为居民提供“指南
针”15 分钟服务圈志愿服务，居民通过在

“西流水社区”微信公众号上反映问题，西流
水社区党总支在线上点单、派单、接单、评
单就能解决居民实际难题。

自遵义市探索建立社区共建共治联合党
委、“城市社区自治协助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自协委”） 等载体，大力开展“我为
群众办实事·社区报到做好事”实践活动以
来，遵义各地群众的大事小情被广大党员干

部放在心上，解决在一线。
遵义市建立由当地党委政府牵头、“关键

少数”带领普通党员社区报到，“单位党组
织”牵头、党员干部社区报到，“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 （所） ”牵头、党员引领志愿者社区
报到等载体，从城市社区到乡镇村居，遵义
市 15.6 万名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国有企事
业单位在职党员干部到居住地社区登记报
到，亮出单位党员、社区党员“双身份”，为
民服务解难题，获得群众认可的同时，推进
社区共建共治共享取得新突破和新成效。

遵义市各基层社区创新建立“自协委”
共 320 个，让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参与其
中，服务社区群众，有效解决基层资源不
足、人手紧张的难题。结合城市管理实际情
况，各地“自协委”结合党员干部居住楼栋
和个人特长等，同时全面梳理群众所需，分
设若干服务项目和服务岗位，划分网格或成
立功能型小组，把报到党员干部编入相应网

格、楼栋服务团队或者志愿服务团队，成为
社区的政治领航员、安全守望者、民意搜集
人，助推社区发展和基层治理能力提升。

遵义市探索建立的社区共建共治联合党
委，形成了以党建“联合体”引领城市基层
治理“共同体”的发展新模式和融合开放、
整体提升的为民服务新格局。为破解以往

“小”社区难以调动“大”单位难题，由社区
党组织牵头，与驻区单位、群团组织、新兴
领域党组织等共同协商组建联合党委，并以
联合党委为核心，构建“社区联合党委—驻
区单位党组织—网格党支部—小区临时党支
部—楼栋党小组”五级联动组织体系，促进
形成联合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一核
多元、区域联动”新格局，实行社区党组织
和联合党委双重领导，探索建立联合党委协
调议事、共驻共建、考核评价、经费保障四
项制度，精准划分网格或成立功能型小组，
用好党员、干部到社区报到机制。

遵义市各社区党组织牵头、“自协委”参
与，通过设置意见箱、走楼串户、召开群众
会等方式，让群众递出“需求清单”，确保在
职党员干部围绕居民诉求，及时有效办理，
精准有效反馈，切实做到服务加速度、问题
少兜圈。在职党员干部还通过公开向社区居
民承诺“服务时间、服务意向、服务内容”，
帮助化解社区在党建、发展、治理和服务群
众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实际困难和矛盾纠纷，
进一步拉近党员干部和群众的距离，推动遵
义和谐社区、幸福社区建设。

结合群众需求和报到党员干部服务意
愿，由社区党组织科学制定并派遣“任务清
单”，报到党员干部主动接单提供服务，确
保每名报到党员干部每年至少都能参与 1 次
社区公益服务。目前，遵义市各社区共组织
开展活动 6000 余场次，点对点、面对面解
决群众诉求 3000 余个，直接服务群众 20 万
余人次。

遵义市“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系列报道——

15.6万名在职党员社区报到做好事

本报讯 （通讯员 吴丽） 前不久，仁怀市
长岗镇纪委组织干部到该镇的红色旅游景点开
展监督检查，对发现的问题要求相关部门逐一进
行整改，有效改善了该镇的旅游环境。

长岗镇海拔较高，水压较小，储水量有
限，加之部分水管损坏未得到及时修缮，影响
来此游客的旅游体验。该镇纪委将发现的问题
及时反馈给该镇旅游发展办公室、水务站和堰
塘坎村支两委，要求细化工作措施，推动问题
整改落地落实。

收到问题反馈后，镇、村组织人员成立专班，
立即到现场查看相关情况，并进行分析研判，制
定整改措施。明确镇水务站负责向上级协调相关
资金，堰塘坎村负责做好辖区内损坏的水道管网
排查统计。同时，镇旅游发展办公室牵头对全镇
旅游景点基础设施情况进行全面自查。通过督
查，该镇缺水问题得到解决，游客旅游满意度明
显提升。今年中秋国庆“黄金周”期间，该镇累计
接待游客 1.1万余人（次），同比增长 8%，旅游总收
入25万余元，同比增长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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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甘勇 黄静） 今年以来，正安
县纪委监委结合“访村寨、重监督、助振兴”专项行动，采
取听取汇报、个别谈话、查阅资料、明察暗访等方式，对易
地扶贫搬迁安置点资金管理、产业项目、医疗教育等情况
开展监督检查。

正安

精准监督搬迁后续扶持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 李培松） 今年以来，
遵义市紧紧围绕“四新”主攻“四化”，按照“四
新一高”产业发展理念，全力推进以现代山地
特色高效农业为基础的农业现代化，农业经济
运行呈现良好态势。前三季度，全市农业总产
值641.98亿元，同比增长9.1%。

遵义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农业现代化
发展，召开会议对全市农业现代化工作进行
系统安排部署。市级层面一方面成立市农业

现代化专项组，并制定出台“1+6”文件，另
一方面把推进农业现代化工作纳入高质量专
项考核，以考核促工作责任落细落实。

在具体工作推进中，遵义市着力突出
“一县一业”，大力培育比较优势明显、市场
需求旺盛、发展基础较好的主导特色优势产
业，指导各县 （市、区） 加快构建“一县一
业”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目前，全市农业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粮食和农业生产获丰

收。全市 241 个坝区开展适度规模化种植，
部分产业实现全程机械化。播州区、习水
县、凤冈县成功创建农产品质量安全县；湄
潭县再次荣登“全国茶业百强县”榜首；“湄
潭翠芽”入选 2021中国品牌价值评价农业区
域品牌；遵义朝天椒获全国“最有影响力品
牌”称号，列全国十大名椒之首。

不断延链补链强链是增强农业现代化建
设成效的重要抓手。遵义市始终立足资源禀

赋、发挥比较优势，切实加大培育经营主
体，积极拓宽销售渠道，持续优化产业链
条，大力开展茶叶、辣椒精深加工，方竹笋
保鲜技术、中药材饮片开发等关键技术研
发，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前
三季度全市农产品加工总产值 471.79 亿元，
同比增长4.3%。

此外，该市还强化保障体系建设，不断
夯实农业现代化建设基础。市级层面组建 15
个技术帮扶组，通过“田间培训+生产指导+
市场对接”“送教下乡、进村办班”开展农技
服务。同时，加快农业机械化服务体系建
设，培育农机合作社 59 个，投入农机 70 万
台，机械耕作率 45%，已建设高标准农田
36.19万亩，任务完成率94%，居全省前列。

前三季度农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9.1%

遵义市241个坝区部分产业实现全程机械化

本报讯 （记者 李杰） 今年以来，道真自治县纪
委监委开展“领导坐班接访”，由县纪委监委主要领导坐
班，开门接访，及时搜集和处理涉及惠农惠民资金、扶贫
政策落实、重点项目建设等领域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线
索，解决群众烦心事、操心事、急难事。

该县纪委监委综合运用定点接访、重点约访、带件下
访、上门回访等形式，面对面、“零距离”倾听民声、访察民
情。截至目前，该县共受理群众信访件 114 件，问题线索
78件，立案3件。

道真自治县纪委监委

坐班接访解决群众急难事

本报讯 （通讯员 李雪） 近日，桐梓县纪委监委
在全县纪检监察干部中开展改进理念、改进作风、改进方
法的“三改”专项整顿提升工作，以深化作风建设为主线，
着力强化队伍建设。

在整改中，该县纪委监委结合近年来查办纪检监察
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及日常监督情况，分析研判纪检监察
干部队伍现状及存在问题，系统梳理了理念、作风、方法
三个方面存在的 12 个共性问题，针对性制定《关于进一
步“改进理念改进作风改进方法”的工作方案》，明确全县
纪检监察系统按照“查、改、建”三个步骤开展专项整顿工
作，推动补短板、强弱项，实现自我革新、自我提升。

为全面检视漏洞和薄弱环节，该县纪委监委督促全
县纪检监察干部结合自身和工作实际，通过互查互评、自
我反省、自我剖析等方式，进一步查摆自身存在问题。

该县纪委监委办公室、干部室对查摆出的问题进行
梳理汇总，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和整改清单，经常委
会专题研究，逐一制定整改措施。目前，共排查梳理问题
38个，制定整改措施 12项。

桐梓县纪委监委

“三改”整顿提升纪检监察干部能力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遵义市认真贯彻落实中
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紧密联系实际，扎实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按照“调研贯穿全年、台
账动态管理、逐项对账销号”要求，以“我为群众办实

事·乡村振兴解难事”“我为群众办实事·社区报到做好
事”“我为群众办实事·助推民企排忧事”为抓手，紧扣

“三件事”推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出实效，真
正做到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本报讯 （通讯员 李金霞 沈待恒） 为推动全面
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余庆县纪委监委结合党史学习教
育，在全县开展党风廉政建设警示教育系列活动，通过参
观警示教育展、观看警示教育片和召开警示教育会等方
式，筑牢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余庆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警示教育活动以
党风廉政建设警示教育为主题，通过案例展示、现场解
说、观看警示教育片等方式，集中通报了职务违法犯罪、
纠治“四风”、群众身边腐败和不正之风、违反国家法律法
规等 4 个方面 62 个典型案例，来自县直机关、国有企事
业单位共计2100余人次接受了警示教育。

余庆县纪委监委

开展党风廉政建设警示教育

课后服务丰富多彩
通讯员 陈颖 摄影报道

“双减”政策落地后，正安县充
分发挥课堂教学育人作用，丰富学校
课后服务，让学生们学有所乐、学有
所长。

→正安县第四小学学生参加课后活动。

↑正安县第五小学学生演奏乐
器。

正安县纪检监察干部了解瑞濠搬迁安置点乡村振兴
产业项目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