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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部的督战队到村里，看完

问完查完，才和我们见面。 ” 贵阳市

花溪区高坡苗族乡批林村第一书记

安正祥清楚记得，今年以来，市委和

区委两级组织部门的督战队已来过

3次。“进村看、入户访和我们一起思

考下一步工作，从‘督’ 到‘战’ ，融

入一线，全力巩固脱贫成效。 ” 安正

祥说，“虽然脱贫工作扎实， 但组织

部门的督战队依然抓得很紧。 ”

确如安正祥所言，今年贵阳市紧

盯“按时高质量打赢” 目标，围绕市

内巩固脱贫成效、市外对口帮扶两大

任务，深入开展抓党建促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双线”挂牌督战。

为确保脱贫攻坚“双线” 挂牌督

战不走样、取实效，2 月 21 日，贵阳

市委组织部制定出台 《全市组织系

统抓党建促脱贫攻坚成效巩固提升

挂牌督战工作方案》，将有脱贫攻坚

任务的区（市、县）、乡镇、村和承担

“3+9” 对外帮扶任务的单位全部纳

入挂牌督战范围。 4月 20日，贵阳市

组织部下发 《关于深入推进抓党建

促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挂牌督战的通

知》，紧盯脱贫攻坚力量队伍、态度

作风和能力素质“三个到位” ，持续

开展实地督战。

此外，贵阳市还在市级和 10 个

区（市、县）均成立了由组织部长任

队长、 部务会成员任副队长的督战

工作队和巡回督导组， 全市共组建

由市县两级部务会成员领衔的督战

分队 74 个。 7 个市级督战分队定点

联系督战 7 个区（市、县）、11 个乡

镇、33 个村和承担“3+9” 对外帮扶

任务的 7 家市属单位、6 个区（开发

区），剩余乡镇、村和本地对外帮扶

部门由相关区（市、县）督战队负责

督战， 实现了脱贫攻坚成效巩固提

升任务较重的 64 个乡镇、405 个村、

6 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和所有对

外帮扶单位挂牌督战全覆盖， 持续

压实疫情防控、脱贫攻坚责任，确保

中央、省委、市委各项重大决策部署

落实落地。

“感谢领导关心，我家门口路坎

缺损了这么小的事情， 都有人管” ，

近日，清镇市市委组织部在流长乡开

展第四轮挂牌督战时，发现王院村二

组建档立卡户杨明义家门口入户道

路路坎存在缺损情况，有一定安全隐

患。通过多方协调资金、物料，组织人

员对贫困户杨明义缺损路坎进行了

维修。

而这只是贵阳市通过挂牌督战

中查改问题的一个例子。

“围绕压实攻坚责任、配强攻坚

队伍、建强攻坚堡垒、提升攻坚能力

等 6个方面内容，贵阳市坚持市内脱

贫成效巩固和市外对口帮扶两大任

务一起抓、两条战线同步督。 ” 市委

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以来，

贵阳市督战分队采取座谈访谈、测评

暗访、查阅资料等方式，积极深入一

线、责任单位、农户家中开展实地督

战，全面了解“两不愁三保障” 、饮水

安全、 集体经济发展等短板弱项，深

入查找抓党建促脱贫攻坚、产业革命

和对外帮扶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截止 5月底，市县两级督战队共走访

农户 2594户、 访谈乡镇领导班子成

员和村“两委一队三个人” 2917 人，

发现问题 127个。

针对实地督战发现的问题，贵阳

市各级督战队深入分析根源，建立整

改台账，将问题聚焦到组织、队伍、干

部上来，推动问题见事见人，整改落

实具体到人，全程跟踪、逐项销号。同

时， 加强与本地脱贫攻坚指挥部、工

作专班的协同配合，系统分析上级部

门考核督查反馈问题和市直部门综

合督查、行业督查发现问题背后的原

因，将涉及攻坚责任、攻坚队伍、攻坚

能力方面的问题纳入组织部门挂牌

督战同步推进整改落实。 截至目前，

前三轮督战发现的 127 个问题已整

改完成。

此外，在对外帮扶方面，贵阳市

加强相关单位推进落实 “六大帮扶

工程” 的督促检查、跟踪调度，推动

政策、资金、项目等精准向贫困村和

贫困人口倾斜，确保 6 月底前助推对

口帮扶县剩余贫困人口达到脱贫标

准，在按时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中

体现省会担当。 据统计，今年贵阳市

共安排财政资金 2.457 亿元、整合各

类投资 12.35亿元，在对口帮扶县重

点打造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生猪养

殖等产业项目 19 个， 全市一级批发

市场省内农产品供给率将达 75%以

上，带动就业 35万人。充分发挥贵阳

大市场带动作用，依托贵阳市的农产

品物流园、生鲜超市、电商平台等设

立本省农产品扶贫专区，今年 1 至 4

月采购本省农产品约 37.9 万吨、销

售金额 52.5亿元。

按照配强攻坚队伍、建强攻坚堡

垒的要求，今年以来，贵阳市开展市

县行业部门和县乡领导班子分析研

判，调整充实 48 人；对个别区（县）

主抓扶贫工作的党政班子成员分工

安排进行调整，确保有足够时间和精

力抓脱贫攻坚；目前全市有脱贫攻坚

任务的乡镇“一把手” 已经全部配备

到位。 同时，对有脱贫攻坚任务的乡

镇党政正职近期提拔且没有合适接

替人选的，明确其继续负责抓好相关

工作，确保脱贫攻坚不受影响。

据了解，今年贵阳市对脱贫攻坚

任务较重的 274 个村 563 名 “两委

一队三个人” 开展分析研判，437 人

研判结果为 “优秀” 、124 人研判结

果为“称职” ，2名研判结果为“不称

职” 的村委会主任已分别给予诫勉

谈话、停职处理。 按照“大稳定小调

整” 原则，对 92 名因身体健康原因

不能正常履职、家庭有特殊困难的村

第一书记和驻村队员进行调整轮换；

根据攻坚需要增加 4 个驻村工作组，

目前全市共 249 个驻村工作组、1245

名驻村干部。市县两级选派农技人才

400 多人， 组织开展农业技术服务

4500余次。

同时，贵阳市还聚焦脱贫攻坚领

域工作任务，以落实“一达标两不愁

三保障” 政策、巩固提升饮水安全质

量、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村集体

经济、 开展劳务输出等内容为重点，

采取线上培训、实战训练、以老带新

等方式， 完成 245 名新选派第一书

记、驻村干部和新任乡村干部全员轮

训。各区（市、县）结合实际举办培训

班 53期，培训第一书记、驻村干部和

乡村干部 4800 余人次， 帮助进一步

理清工作思路，提升攻坚能力。

在建强基层战斗堡垒方面，贵

阳市进一步完善村“两委” 干部县

级联审机制， 全面落实村党组织书

记县级党委组织部门备案管理制

度，深入推进村“两委” 交叉任职、

村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

委会主任。 截至 5 月底，260 个行政

村实现村党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任

“一肩挑” ， 占全市总数的 28.5%；

深入实施 “双培工程” ， 将致富能

手、外出务工经商返乡人员、本乡本

土大学毕业生、 退役军人等纳入重

点培养对象， 储备村级后备力量

2500 多人。 结合脱贫攻坚队伍分析

研判， 将村党组织书记或主任研判

结果均为“不称职” 的村纳入软弱

涣散村党组织整顿， 开展 2019 年

134 个软弱涣散党组织村整顿工作

“回头看” ，巩固提升整顿成效。

今年，贵阳市还通过发挥基层组

织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战斗堡

垒作用，督促指导各地因地制宜建立

“村社合一”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以

“龙头企业 + 合作社 + 农户” 为组织

形式，完善利益联结机制，让群众在

产业发展中增收致富，今年以来在产

业链、合作社建立党组织 59个。

端午小长假，对已进入战斗状态

的贵阳广大党员干部而言， 依旧紧

凑、忙碌。

6 月 26 日早上 9 时， 开阳县政

府党组成员、副县长段红莲与城关镇

石头村的村干部碰了个头，然后开始

下组走访，对脱贫攻坚整改情况进行

实地督查指导并走访了石头村贫困

户李贻贵，了解到李贻贵户下雨天饮

用水存在杂质、浑浊现象，在村委会

和驻村工作组的协调下， 重新铺设

1.8 公里水管， 增设一处取水点后，

又请该村委会干部持续关注李贻贵

家情况。

“不能辜负组织的信任。 ” 。 段红

莲说，看着自己制作的脱贫倒计时间表

上日期一天天减少， 就会不断告诫自

己，已经到了关键节点，一定善始善终。

对于啃 “硬骨头” 的一线干

部” ，贵阳市全面落实脱贫攻坚一线

干部待遇保障、关心关爱、安全防范

等措施， 按时发放驻村干部工作补

贴，为每名驻村干部购买 100 万元保

额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元旦春节期

间按照第一书记每人 1000 元、 驻村

干部每人不低于 500 元的标准开展

专项慰问。 全市各级党组织和派出单

位与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谈心谈话

3500余人次，组织开展驻村干部和村

干部安全教育 9000 余人次。 今年以

来， 提拔重用脱贫攻坚一线干部 105

人、职级晋升 37 人；推荐 43 名党员、

19 个先进党组织参加省脱贫攻坚

“三优一先”评选；今年“七·一” ，全

市还将评选表彰脱贫攻坚优秀共产

党员、 优秀党务工作者各 100 个，先

进党组织 100个。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衣琼

今年以来， 贵阳市以抓党建促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挂牌督

战为抓手，坚持以“督” 促“战” ，聚焦主责主业、压实政治责

任，不断建强脱贫攻坚力量队伍、农村基层战斗堡垒，提升农

村党组织的组织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为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

振兴有机衔接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挂牌督战

巩固提升脱贫成效

砥砺作风

补齐“短板”

尽锐出战

提升攻坚能力

组织关怀

让干部干劲十足

本报讯 记者从贵州省民政厅

获悉， 第五届贵州省文明旅游志愿

者形象大使大赛于 7 月 1 日正式开

启，广大大学生、社会青年等可通过

微信公众号 “文明旅游志愿者形象

大使大赛” 报名参赛，报名时间为 7

月 1日至 31日。

自 2016 年开始，大赛至今已经

是连续第五年举办。 前四届大赛，共

有省内外 15000 余人报名参加,网

络总浏览量达 890 万余人次, 吸引

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大赛培养

了杨西音子、徐嘉遥、阿音坊组合、

杨思宇等一批专业过硬、素质过硬，

且具有志愿服务精神的优秀选手，

充分展示了我省丰富多彩的旅游文

化资源和志愿者风采， 为助力脱贫

攻坚做出了积极贡献。

大赛以“文明旅游·志愿黔行”

为主题， 旨在响应贵州省全域旅游

工作发展要求， 牢牢把握提供优秀

产品和服务这个中心环节， 推动文

旅深度融合发展， 推进文化旅游志

愿服务在新时代取得新突破； 树立

贵州旅游品牌形象公信力， 让更多

人了解贵州、认识贵州、走进贵州。

这次大赛将设立三个赛区，分

别为网络赛区、 省外赛区和省内赛

区。 省内赛区又分别在九个市

（州）、省属高校设 12 个市（州）级

赛区，设置海选、初赛、赛区决赛、半

决赛、《成长之路》 真人秀节目、总

决赛等 6个环节。

本届大赛的奖项设置也很吸引

人。 获奖选手将被授予“贵州省文明

旅游志愿者形象大使” 称号，成为贵

州文明旅游形象代言人，将参与我省

文化旅游推介、文明旅游志愿服务实

践活动、“新市民·追梦桥” 、 脱贫攻

坚、慈善公益等活动的宣传推广。

大赛更有高达 20 万元的文明

旅游宣传基金奖励， 获奖者将获得

5000元到 6万元不等的奖励。

广大热爱旅游、 多才多艺的大

学生、 社会青年可通过微信公众号

“文明旅游志愿者形象大使大赛”

报名参赛。 （曾秦 衣琼）

第五届贵州省“文明旅游志愿者形象大使大赛” 明日开启，总奖励金 20 万元

图为往届大赛比赛现场

来参赛，为贵州文明旅游形象代言

贵阳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

向社会广泛

征求意见

本报讯 6 月 29 日， 记者从市

公安交管局获悉，目前，《贵阳市道

路交通安全条例 （征求意见稿）》

已形成，现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

据了解，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

道路交通安全服务管理， 解决新形

势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维护道

路交通秩序，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

提高道路通行效率和交通综合治理

能力， 按照市人大常委会和市政府

2020 年立法计划的安排，在全面修

改地方性法规《贵阳市道路交通安

全管理办法》的基础上，现已形成

了《贵阳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征

求意见稿）》。

据介绍，为进一步修改完善，广

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目前，征求意

见稿已在贵阳市政府、 贵阳市司法

局、 贵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网站全

文刊登， 欢迎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

登录上述网站查询征求意见稿，并

提出宝贵意见建议。

市民可通过贵阳市司法局电话

87989297 （ 传 真 ）， 邮 箱

75188626@qq.com

；

贵阳市公安交

通管理局电话 86795782， 邮箱

fzc@guiyan.gov.cn 在 7 月 23 日前

提出宝贵意见。 （李强）

党建引领，以“督”促“战”

贵阳全力巩固提升脱贫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