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赢两场战役群英谱

黔西南州招商引资推介座谈会

暨项目签约仪式在深圳举行

本报讯 （记者 杨 恒）

5

月

21

日，黔西南州招商引资推介座谈会

暨项目签约仪式在深圳市举行， 州委

常委、州委统战部部长罗春红，州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王丽蓉， 州政府副州长

王丽琼，州政协副主席、州工商联主席

莫武安出席。

会议指出， 黔西南州和深圳市有

着交流合作的深厚基础， 和深圳市许

多优秀企业长期保持良好合作关系，

此次到深圳市开展招商引资， 一方面

是学习深圳市改革发展的先进经验，

另一方面是推介黔西南的发展环境和

资源优势， 传递黔西南对外开放交流

的态度和诚意。 欢迎广大深圳企业家

到黔西南投资发展， 在新能源、 新材

料、高效农业、文化旅游等领域共同携

手发展富有成效的项目， 实现互利共

赢， 助推黔西南州按时高质量打赢脱

贫攻坚战。

会上， 与会人员观看了黔西南州

招商引资宣传片， 部分企业家作对接

交流发言；州投资促进局、州卫生健康

局就晴隆县光伏电站建设项目、 黔西

南州母婴健康管理项目、 黔西南州医

药健康产业项目与深圳市相关企业进

行签约。

“挂职县长”的帮扶担当

———记民进中央挂职安龙县副县长杨振敏

记者 肖 雄 通讯员 蒋 丹

“这是素有 ‘菇中之王’‘蔬菜之

冠’美称的香菇脆；这是‘维

C

之王 ’

刺梨原液， 每一瓶都是满满的浓缩精

华；这是‘十大仙草之首’的铁皮石斛，

益胃生津，提高免疫力······”

5

月

19

日上午

10

点

30

分，在义龙新区“大山

面貌”直播间，“黔货在京”扶贫产品走

进民进中央， 民进中央挂职安龙县副

县长杨振敏化身主播，直播带货。

2018

年

12

月

26

日，杨振敏从北

京来到我州安龙县， 开始两年的挂职

帮扶之路。

一

“到安龙的第三天，我就到万峰湖

镇坝盘村走访，一路上，从不晕车的我

吐得一塌糊涂。 ”杨振敏到安龙县报到

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脱贫攻坚一线，

但她没想到，去村里的山路弯曲颠簸，

让她吃不消。

作为从家门到校门到机关门的

“三门”干部，杨振敏心里不禁打鼓，以

后这样的路还很多，必须克服，不然怎

么开展工作。“那就多走走！”杨振敏暗

下决心后，开会、调研、走访，晕车吐了

就休息一会后又继续工作。

“现在，再弯再急的山路我都不晕

车。 ”杨振敏介绍，到安龙县

3

个月后，

她随民进广西省委会组织专家到坝盘

村开展百香果种植、 种桑养蚕现场培

训时，她倒着坐在车上，边走山路边给

大家介绍当地的风土人情 、 产业就

业······

通过无数次的排查、走访、工作开

展、 调度， 杨振敏对包保联系的坝盘

村、万峰湖镇，乃至安龙县的脱贫攻坚

基础数据有了更深刻了解。

到

2018

年底，安龙县还有贫困村

2

个，贫困人口

2592

户

6627

人。 杨振

敏深知，既然组织派她到安龙县帮扶，

就必须把责任扛在肩上。

二

“要是没有杨县长的帮助，我上学

就恼火了。 ”

2019

年

1

月，杨振敏争取

到

100

万元资金，按每人

5000

元的标

准资助安龙县

200

名贫困大学生，安

龙县考上南京邮电大学的罗朝凤就是

受益者之一。

说起杨振敏， 安龙县考上湖北工

业大学的周翠云也十分感激：“杨县长

人很好， 特别对我们贫困家庭的学生

很关心。 ”

据介绍，杨振敏到安龙县后，截至

目前， 协调开明基金会捐赠

16

万元资

助

200

名贫困生，明伦公益基金会捐赠

100

万元资助

100

名贫困家庭普通高中

学生，捐赠

200

万元资助

200

名品学兼

优的家庭贫困高中学生，协调中国儿童

少年基金会五月天春蕾计划通过县妇

联每年资助安龙县

300

名贫困学生，协

调民进湖北省委会向万峰湖镇捐赠

29.3

万元物资，协调民进广东省委会向

安龙县捐赠价值

45

万元物资。

发挥民进组织的资源优势， 牵线

搭桥，深化组团式教育帮扶，助力教育

全面发展。

杨振敏根据民进中央制定的深化

“同心·彩虹行动”定点帮扶工作方案，

针对安龙县教育发展不均衡、队伍弱、

技能培训力量薄弱等问题， 发动民进

全国

29

个省级组织结对帮扶安龙

11

个镇（街道）

12

所初级中学，明确目标

任务，强力推进深化彩虹行动之“彩虹

结对”“彩虹励志”“彩虹关爱” 三项行

动内容。

协调优质教育资源， 帮助突破教

育改革瓶颈， 促成浙江镇海中学与安

龙一中签订

6

年对口帮扶协议， 开展

“名校带头校”的教育帮扶工作，在安

龙一中开设

4

个“镇海中学班”，推行

奖教、奖学激励措施，定期开展支教和

教师交流培训， 着力推动安龙县高中

教育迈上新台阶。

助推师资培训，提升师资水平。 在

民进中央的支持下，杨振敏先后协调安

龙县中小学校长、班主任、骨干教师到

北京、上海等地培训，

400

余名教师“走

出去”参加民进各级组织举办的能力提

升培训。 同时，统筹全国各级组织选派

上海、四川、浙江等地教育专家、教学能

手到安龙县开展“请进来”专题讲座、示

范课等支教活动。

2019

年培训安龙县教

师及教育工作者

2510

人次。

支持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办学条

件。 协调民进江苏省委会资助安龙普

坪中心小学建设同步课堂、 标准化心

理咨询室、走廊图书馆并捐赠图书。民

进北京市委会为安龙特校建设价值

9

万元的康训室， 民进福建省委会为安

龙特校捐赠

5

万元， 用于购买教学辅

具。

“安龙县教育基础设施相对滞后，

同步课堂、 标准化心理咨询室等为学

生学习提升和身心健康增添了助力。 ”

杨振敏认为，扶贫先扶智，教育也是脱

贫攻坚的重中之重。

三

“产业扶贫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办

法，也是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帮助

群众就地就业的长远之计。 ” 杨振敏

说，脱贫致富产业是关键，而帮扶工作

是否到位、是否有成效，就看群众的腰

包鼓不鼓。

到安龙县挂职伊始， 杨振敏就关

注安龙县的产业发展情况。近年来，安

龙县坚持把产业扶贫作为增收致富的

主要抓手， 依托资源禀赋探索形成了

以食用菌为主，温氏养猪、中药材、花

卉为辅的“一主三辅”产业扶贫体系，

创新探索出食用菌“

1210

”等一批利益

联结机制，推进产业覆盖全县贫困户。

在民进中央主要领导的关心，在杨

振敏和几任挂职干部的争取协调下，总

投资

8.3

亿元的温氏

50

万头生猪养殖

项目在安龙落地并发展。“

2019

年年底，

温氏养猪已实现产业分红

847.4

万元，

扶持合作社

132

个，建档立卡精准贫困

1875

户

4873

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饲

养管理员 ）

320

多人 ， 实现人均增收

2500

元。 ”杨振敏说。

白天要走村入户、学习研判、完成

各种工作任务， 晚上要对工作进行梳

理、总结。 杨振敏说，参与脱贫攻坚的

时间越长，就越知道基层工作的艰辛，

十分荣幸能有这样一段宝贵的经历，

与基层干部共同打赢脱贫攻坚这一伟

大“战役”，成为其中一员。

“回想一年有余的挂职过往，是辛

苦的，是幸福的，也是收获最多的。 脱

贫攻坚，自己荣幸参与其中！ ”杨振敏

表示， 全国上下都在向脱贫攻坚发起

最后总攻， 坚决打赢消灭绝对贫困的

收官战，这个时候，新时代“民进人”更

义不容辞。

加强地震应急演练

提高抗震救灾能力

兴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运用“四步工作法”创新退役军人领域社会治理

本报综合消息 为进一步加强社会

治理创新， 加快推进退役军人事务领域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兴义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充分发挥职责职能，

按照组织谋划、宣传发动、综合整治、风

险化解的“四步工作法”做好退役军人领

域社会治理工作。

加强组织谋划，严格落实责任。 按

照中央 、省 、州 、市关于加快社会治理

现代化建设相关工作要求 ， 将退役军

人领域社会治理工作与业务工作同谋

划 、同部署 。 建立完善协调机制 ，成立

退役军人领域社会治理工 作领导小

组 ，局党组书记 、局长为组长 ，党组班

子成员为副组长 ，机关股室 （中心 ）负

责人为成员 ， 明确专人专职负责退役

军人领域社会治理工作 。 定期召开局

党组会议 ， 研究退役军人领域社会治

理工作 ，传达学习中央 、省委 、州委和

市委有关社会治理 、 平安建设等工作

的部署要求。

加强宣传发动，提高群众知晓。 依托

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办公窗口，摆放法治建

设、扫黑除恶、禁毒宣传资料，对前来办理

业务的广大退役军人群体进行宣传，提高

退役军人群体的知晓率。 充分利用微信公

众号宣传平台进行网上宣传，将法治建设、

扫黑除恶等发布到该局微信公众号，用好

宣传窗口。充分发挥乡镇（街道）、村（社区）

两级退役军人服务站优势，加强对退役军

人的宣传教育。把宣传工作与悬挂光荣牌、

优抚对象慰问走访、脱贫攻坚等工作相结

合，广泛宣传宪法、刑法等，形成创建平安

兴义的强大声势，营造广大退役军人积极

参与的良好氛围。

依法综合整治，解决突出问题。 扎实

开展禁毒“大扫除”专项行动，制定禁毒“大

扫除”攻坚方案，设立专项行动举报箱，明

确专人负责查看，发现举报线索及时移交

公安部门。深化突出违法行为整治，加强日

常监管力度，对退役军人领域突出治安问

题和行业乱象问题进行系统排查。

深化矛盾化解，维护社会稳定。 坚

持领导带班接访工作机制 ， 确保每位

信访对象可以按意愿与领导沟通交

流。 充分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全

面摸清底数的基础上 ， 创造性地研究

制定具体措施办法 ， 妥善解决历史遗

留问题 ， 带着责任和感情扎实做好退

役军人信访稳定工作 ， 切实维护退役

军人合法权益。

义龙新区“三聚焦”做好工业经济服务

本报讯 （通讯员 曹黎明） 今年

以来， 义龙新区把工业经济全面恢复作

为致力实现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

胜利的主攻方向，主动服务、靠前服务、

精准服务、优质服务，制定出台了复工企

业疫情防控指导、“一企一策” 保障服务

等“一揽子”帮扶政策，帮助工业企业解

决难点、打通堵点、缓解痛点，力促工业

经济逆势上扬。

聚焦政策服务。 制定

16

条措施支持

企业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出台《义龙新

区关于辖区内企业复工复产工作实施方

案》《义龙新区中小企业疫情防控手册》

等政策，从优化审批服务、支持企业项目

申报、降低中小企业房租、加大入园企业

扶持等

16

个方面精心做好企业服务，推

动重大项目、 重点工程和具备条件的行

业企业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复工复产。

聚焦生产服务。对新区所有规模以上

企业加强跟踪调度，实行“一名县级干部、

一个工作专班、一套服务方案、一抓到底”

的工作推进机制和全要素保障机制，及时

帮助企业解决生产中用工、原料产品运输

等难题。 目前已帮助金稻粮油、燃二玻璃

瓶等辖区

116

家企业协调解决

84

消毒液

4365

公斤、 口罩

68730

个、 袋装口罩片

19091

等。 同时帮助骏江实业、飞龙雨、中

信大锰等

160

余家企业解决原材料及相

关货物运输难、职工出行难、新增生产线

审批上报等困难和问题

200

余个。

聚焦资金服务。 针对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困难，新区积极摸排企业资金需

求，形成清单反馈至金融机构。并组织召

开政企银融资服务座谈会， 为企业和金

融机构牵线搭桥， 对各大中小型企业实

施个性化的精准金融服务。截至目前，共

摸排出贵州飞龙雨、德良方、心意药业等

32

家企业

2.7

亿元的贷款需求， 已协调

区内银行支持骏江实业等医药企业发放

贷款

2539

万。

近年来， 兴义市洒金街道坚持把发

展产业作为脱贫致富、 稳定收入的根本

出路，努力探索产业发展模式，通过土地

流转，采取“公司

+

农头企业

+

合作社

+

贫

困户”的利益联结模式，在洒金村毛栗坪

组和大坪子组大力发展林下菌药项目。

目前， 林下菌药项目已开始实施 ，

1100

亩土地全部流转完成， 规划种植灰

树花

500

亩、红托竹荪

500

亩、仿野生石

斛

100

亩， 每天都有

400

余人在除草平

地，为后续的种植工作做准备。

图为村民在分拣菌棒。

特约记者 刘双琳 摄

大山镇老里旗村：

养殖乌金鸡带来致富新“鸡”遇

本报讯 （通讯员 方家菊 王

颖 田雨涵 ） 大山镇老里旗村是兴

仁市的深度贫困村，去年以来，在公安

部的结对帮扶下，该村结合实际，采取

“村委会

+

合作社

+

致富带头人

+

贫困

户”的模式 ，大力发展营养价值高 、适

宜当地养殖的乌金鸡，增加村民收入，

巩固脱贫成效。

走进老里旗村乌金鸡养殖园 ，放

眼望去， 一只只全身乌黑发亮的乌金

鸡在山坡上、树林里四处觅食。 家住老

里旗村二组的秦文毕正在林中给乌金

鸡喂食。

秦文毕告诉笔者 ：“鸡场在建设

时， 我就在里面务工了， 建设完成之

后，我在这里负责喂鸡、打扫路面和办

公室卫生。 ”

老里旗村位于大山镇东面， 是大

山镇最偏远的村子，共有

1024

户

4386

人，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360

户

1625

人。 在公安部的帮扶下，

2019

年

6

月，

经长期考察研究，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决定投资

80.87

万元，帮助老里旗村发

展乌金鸡养殖产业，并由村民委员会、

村级合作社与致富带头人合作， 圈定

林地

15

亩进行饲养。 目前，第一批养

殖的

500

多只鸡已全部卖完， 今年

3

月投放的

1000

羽鸡苗长势良好。

老里旗村村主任邓明金说：“第一

批鸡主要是销给公安部的实验室和职

工，第二批鸡正在饲养，现在养殖园年

出栏是

9000

羽。 ”

老里旗村以 “村委会

+

致富带头

人

+

合作社

+

贫困户”的扶贫模式，通过

乌金鸡产业发展的利润分红， 既巩固

了脱贫成效，又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促

进了乡村振兴。 下一步该村还将发展

50

户贫困户参与养殖， 计划一年分三

个批次养殖，每次每家

100

只。

大山镇党委副书记、 镇长余邦贵

说：“通过养殖乌金鸡， 真正带动老百

姓在今后的产业发展中逐步走向规范

化规模化，有效促进群众增收致富。 ”

热线电话：

0859-3195186

邮箱：

qxnrb-xw@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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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2020

年

5

月

23

日 编辑

/

董海韵 校对

/

周 伟 版式

/

袁万霞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京开幕

（上接第一版）根据说明，草案共

7

编、

1260

条，各编依次为总则 、物权 、合

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

以及附则。 说明还介绍了草案的主要内

容。

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 王晨作关

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

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

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说明指出，香港回归以来，国家坚定

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的方针，“一国两制” 实践在香港取得了

前所未有的成功；同时，“一国两制”实践

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面

临着新的风险和挑战。当前，一个突出问

题就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国家安全风险日

益凸显。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香

港目前形势下， 必须从国家层面建立健

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

制度和执行机制， 改变国家安全领域长

期“不设防”状况，在宪法和香港基本法

的轨道上推进维护国家安全制度建设，

加强维护国家安全工作，确保香港“一国

两制”事业行稳致远。

说明指出， 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

观，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把

维护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

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

来， 加强维护国家安全制度建设和执法

工作，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确保“一国

两制”方针不会变、不动摇，确保“一国两

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 必须遵循和把

握好以下基本原则： 一是坚决维护国家

安全，二是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

体系，三是坚持依法治港，四是坚决反对

外来干涉， 五是切实保障香港居民合法

权益。

说明介绍， 决定草案分为导语和正

文两部分， 导语部分扼要说明作出这一

决定的起因、目的和依据，决定草案正文

部分共有

7

条。 说明还对决定草案的具

体内容作了介绍。

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 丁薛祥、刘

鹤、许其亮、孙春兰、李希、李强、李鸿忠、

杨洁篪、杨晓渡、张又侠、陈希、陈全国、

陈敏尔、胡春华、郭声琨、黄坤明、蔡奇、

尤权、魏凤和、王勇、王毅、肖捷、赵克志、

周强、张军、张庆黎、刘奇葆、帕巴拉·格

列朗杰、董建华、万钢、何厚铧、卢展工、

王正伟、马飚、陈晓光、梁振英、夏宝龙、

杨传堂、李斌、巴特尔、汪永清、何立峰、

苏辉、郑建邦、辜胜阻、刘新成、何维、邵

鸿、高云龙，以及中央军委委员李作成、

苗华、张升民等。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

娥、 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诚列

席会议并在主席台就座。

出席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政

协委员列席大会。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 解放军

有关单位、 各人民团体有关负责人列席

或旁听了大会。

外国驻华使节旁听了大会。

（上接第一版）查艳代表表示，要宣传贯彻

落实好会议精神，履行好一名医务工作者

职责，为防止疫情反弹，决战脱贫攻坚，决

胜同步小康贡献力量。 左文学代表说，近

年来，塘约村以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产业扶

贫，实现了新时代新农村的新变化，将卯

足劲甩开膀子干，带领全村群众创造越来

越幸福的日子。陈少波代表认为，遇大事、

办急事、解难事，一定要快字当头，牢牢抓

住第一时间。面对疫情，省委、省政府坚持

快中求胜、以快制胜，以多个“第一时间”

牢牢把握了疫情防控阻击战和脱贫攻坚

战的主动权和制胜权。 郑传玖代表说，新

冠肺炎疫情是危机也是机遇，经历疫情更

加坚定了创立自主品牌的决心，要在党委

政府的帮助下，开发自主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