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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决战脱

贫攻坚、决胜同步小康的关键之

年，又欣逢改革开放 40 周年。随

着振兴农村经济的深刻产业革

命的到来、“四场硬仗” 的打响，

作为全国脱贫攻坚主战场的贵

州，农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

这一年，贵州提出了坚决打

好易地扶贫搬迁、 基础设施建

设、 产业扶贫、 教育医疗住房

“三保障”“四场硬仗” ，来一场

振兴农村经济的深刻产业革命，

扎实推进以农村公路“组组通”

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黔

货出山的步伐， 形成了 “一路

通、百业兴”的发展景象。

金秋十月稻花飘香，我们再

次走进贵州乡村，和老乡们一起

喜算丰收账。

33万余人将过上“高配”生活

本报讯 记者从贵阳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获悉，即日起，该局

将与《贵阳晚报》合作，在《贵阳晚

报》 微信公众号上开展为期 10天

的“宪法及食品药品法律法规微信

有奖知识竞答” 。活动期间，每天将

抽取 20名参与者提供话费奖励。

据悉，本次活动是为了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

国理论，加强法律法规知识宣传教

育，结合贵阳市创建国家食品安全

示范城市的要求，贯彻落实新《宪

法》、《食品安全法》、《药品管理

法》等法律法规知识，深入普及新

《宪法》以及食品药品安全法律知

识，积极营造人人关注、人人参与

食品药品安全的社会氛围，确保公

众饮食安全。活动为期 10天，时间

为 2018 年 10 月 12 日至 2018 年

10月 22日。

本次活动以“学法用法守法”

为主题， 以普及和宣传 《宪法》、

《食品安全法》、《药品管理法》等

法律法规为主，通过微信网上答题

形式开展。 活动期间，每天将抽取

20 名参与者进行奖励， 每人奖励

50 元话费。 同一电话号码不重复

中奖。中奖名单将在次日的活动文

章中公布，并在同一天对中奖的参

与者进行话费充值。

参与方法：关注《贵阳晚报》

微信公众号（扫下方二维码）点击

活动相关文章， 进入答题页面，或

者通过《贵阳晚报》公众号菜单栏

“有奖活动”—“有奖问答” 进入

答题界面。 （本报记者 张梅）

本 报 讯 昨 日 ， 国 培 计 划

（2018）———乡村幼儿园园长任职

资格培训项目在贵阳幼儿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开班， 来自全省各个乡镇

的 420 名乡村幼儿园园长或储备园

长， 将分为两期， 分别进行为期 15

天的集中培训， 通过考试方可获得

结业证书，拿到园长任职资质后，实

现规范全省幼儿园办学， 幼儿园园

长持证上岗。

据悉，2017年，全省幼儿园数量

为 11712 所， 专任教师数为 76210

人，其中公办教师 36000人。 本次国

培计划的 420 名学员来自全省八个

地州市的乡村幼儿园， 将集中培训

120个学时。

此次培训由贵州省教育厅主

办， 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在

培训中， 将邀请省内知名专家为学

员授课，穿插实践课程，组织学员到

优秀幼儿园观摩，并进行经验交流、

实操训练、政策解读等。

（本报记者 张梅）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贵阳市客

运公司获悉， 贵州省旅游集散中心

“奇域贵州”交旅运营站正式营运。

位于青岩的交旅运营站总面积

约 2万平方米， 其中运营站建筑面

积 2300 平方米、停车场 12200 平方

米， 停车场可容纳大小车型约 200

辆, 目前已开通 4 条景区直通车和

交通枢纽直通车， 每天可发送旅客

千人以上。

交旅运营站首批线路将开通花

溪区域四条旅游专线， 分别是花溪

旅游环线（青岩 -天河潭 -十里河

滩），青岩 -贵阳东站，青岩 -贵阳

市旅游集散中心， 青岩 - 大学城。

专线实行往返景区车票与门票一体

化销售。 （本报记者 王芳）

■开篇语

黔西南州发起新市民计划，“十三五”期间———

“种了一辈子的地，从来没想

过现在能住进这么好的房子。 ” 42

岁的陈召碧一家原是晴隆县安谷乡

的农民，2017 年 7 月， 他们一家作

为兴义市首批“新市民” ，搬迁到洒

金安置区的新房里。如今，她是一家

公司的保洁员，每月有着 1800 元的

固定工资，丈夫在安置区工地做工，

月工资有 3000多元。“真的是做梦

也没想到。 ” 陈召碧说。

陈召碧搬迁的洒金安置点是兴

义市规模最大、 最为集中的一个安

置点， 其搬迁对象主要为晴隆和普

安县的贫困群众。在安置点里，记者

看到这里毗邻兴义教育城， 周边有

十多所学校，园区内各种商城、商铺

林立， 开设有家电商场、 百货超市

等，物业、警务室也已设置完成，居

民生活便利。

洒金安置点是黔西南州开展

“新市民” 计划的缩影。 记者了解

到， 黔西南州属典型的喀斯特岩溶

山区，石漠化面积达 754.4 万亩，占

全州国土面积的 29.9%。 州内农村

贫困人口大多数居住在深山区、石

山区、石漠化严重地区，这些地方山

高、石多、土少、缺水。全州共有 3个

深度贫困县、4 个极贫乡镇、629 个

贫困村。 在“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

人” 的背景下，实施易地扶贫搬迁，

是帮助贫困群众斩断穷根、 实现脱

贫致富的最好选择。

2015 年 6 月 18 日， 习近平总

书记在贵州召开部分省区市扶贫攻

坚与“十三五” 时期经济社会发展

座谈会时指出：“通过移民搬迁安

置一批。 对居住在‘一方水土养不

起一方人’ 地方的贫困人口，要实

施易地搬迁， 将这部分人搬迁到条

件较好的地方， 从根本上解决他们

的生计问题。 ” 2015 年 11 月，习近

平总书记又再次强调， 要按照贫困

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具体情况， 实施

“五个一批” 工程。要根据当地资源

条件和环境承载能力， 科学确定安

置点，可以转为市民的就转为市民。

抓住党中央、 国务院以及省委

省政府实施易地扶贫搬迁的机遇，

黔西南州决定在“十三五” 期间规

划实施易地扶贫搬迁 33.85 万余

人， 这不单纯是一个搬迁脱贫的问

题，更是一个集政治、经济、文化、社

会、 生态等为一体的社会重建系统

工程。 2017年 10月，黔西南州提出

了新市民计划，2018 年 4 月， 黔西

南州又配套出台了 13 项推进措施。

新市民计划是一项系统工程，其政策

设计包含了新区规划、 新居建设、管

理治理、全面服务、资源资产、就业创

业、产业发展、民生保障、政策措施、

组织建设等 10个统筹计划， 确保易

地扶贫搬迁家庭“搬得出、稳得住、

有事做、能致富” 。

46岁的张周普原是普安县高棉

乡噶坝村农民，手部有残疾，妻子也

有肢体残疾，一家人生活贫困。 2017

年，张周普一家搬进了洒金安置点里

100个平方的新房， 子女也顺利在周

边学校就读， 并得到了相关就学补

助。 在政府帮助下，夫妻两人还找到

了新工作。 另外，他们一家人的低保

金也发生了变化：以前一家五口领的

农村低保金每月 800元，现在一家五

口领的城市低保金是每月 2200 元，

加上夫妻二人的工资，一家人每月的

收入有五、六千元。

据悉，在“十三五” 期间，贵州

省计划实施易地扶贫搬迁 188 万

人，占全国搬迁计划的 15%；整体搬

迁贫困自然村寨 10090 个， 同步搬

迁人口 38万人， 计划分三年实施。

截至目前，2016 年度搬迁建设任务

全面完成， 实际实施搬迁 45 万人；

2017年度搬迁任务基本完成， 实际

实施 76.2万人。

本报记者 李慧超 周欢

确保易地扶贫搬迁家庭“搬得出、稳得住、有事做、能致富”

洒金安置点的住房

课余时间，孩子们在安置点周边的学校里学习下棋

答“食安”题 长知识赢话费

贵阳市食药监局携手本报开展知识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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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条景区直通车

日发送旅客上千人

“奇域贵州” 交旅运营站

正式营运

国培计划培训项目贵阳开班

420名乡村“园长”

集中培训充电

本报讯 截至 2018 年 9 月底，

贵州已拓展受理云闪付 APP 便利

店 6673 家，其中贵阳市 1796 家，占

全省的 26%， 其余地市共拓展 4877

家，占全省的 74%。 覆盖全省各个社

区、商圈及街区，已累计实现云闪付

交易笔数高达 200万笔、3000万元。

“满 30立减 15当然实惠呀！全

省便利店基本都有活动。 ” 李女士

打开云闪付 APP 付款界面排队付

款， 这已是省内许多超市便利店的

常态。 去年 11 月，人行贵阳中心支

行、 中国银联贵州分公司组织省内

商业银行、 非银行支付机构等产业

各方启动了全省移动支付便民示范

工程。 超市便利店具备小额、高频、

即时的特点， 而且网点多、 人流量

大， 成为了全省移动支付便民示范

工程的重点场所。

贵州银联积极树立标杆示范商

户，省内大型连锁等行业 TOP 商户

主动要求改造 MIS 系统，接入云闪

付 APP 进行合作。 截至今年 9 月，

贵州银联已协同 MIS 连锁商户 15

个品牌商户， 改造了 2000 多台终

端， 预计年内省内至少 22 个大型

MIS 连锁品牌商户、约 3000 台终端

能受理云闪付 APP。

（本报记者 王蕾）

我省6673家便利店

接入云闪付 APP

■新闻速递

秋后喜算丰收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