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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宪法宣传活动 增强法治意识

出生于1948年的老党员袁应
桥，是习水县同民镇一名退休干
部。退休后，他仍关心同民镇的经
济社会发展，帮助群众纾困解难。

袁应桥常说：“人退休了，可
服务群众的心不能退休。趁着现
在身体还健康，就要多为同民镇
的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他
经常深入田间地头，了解群众的
所需、所盼、所想，收集群众的意
见建议，并及时向镇党委政府反
映。从 2011年退休至今，他的足
迹遍及全镇 8个村居 45个村民
组，走访农户1500余户，撰写记录
5本，收集意见建议 1200多条，向
镇党委政府提出工作建议 100余
个，为党委政府决策当好了参

谋。如在同民镇敬老院选址修
建、铜罐口水库征地、白酒园区建
设等重大项目实施过程中，他通
过走访获取民意，积极向镇党委
建言献策，有力地推进了项目工
程的建设。

袁应桥在了解到同民镇敬老
院建好了却没有人愿意入住的问
题后，积极开展走访，动员孤寡老
人、五保老人入住敬老院。为了
与老人们拉近距离，他主动请缨，
义务当起了敬老院管理员。在他
的努力下，30名空巢老人陆续入
住。为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
活，袁应桥在镇党委的支持下，在
敬老院成立了党小组，每月召开1
次院民会议、组织 1次集中学习。

为提高敬老院的生活质量，他还
在敬老院旁边建了养猪场、菜园
子，产出的猪肉和蔬菜，一部分用
于改善敬老院生活，另一部分出
售后补贴老年人的日常生活。

袁应桥除了是同民镇敬老院
的管理者外，还身兼同民镇关工
委常务副主任之职。“少年智，则
中国智；少年强，则中国强。”他时
刻将这句话挂在嘴上，更落实在

行动上，经常组织退休老同志到
同民镇各中小学开展“孝老爱亲”
宣讲活动；每年组织中小学生代
表到习水县公安局看守所开展
警示教育。此外，袁应桥还结对
帮扶了 2名留守未成年人，辅导
他们学习、关心他们生活。在袁
应桥的带动下，全镇 27名离退休
老同志结对帮扶了35名留守未成
年人。 （记者 黄立飞）

老有所为服务乡梓
——记同民镇退休干部袁应桥

本报讯 汇川区退役军人事
务局党组自“法律政策落实年”活
动开展以来，以“强依法办事普及
化、强联系走访常态化、强资源整
合规范化”，不断促进退役军人法
律援助服务在基层出质效。

强依法办事普及化。通过组
织139个村（居）开展集中学习宣
传、进（村）区入户宣传等，利用微
信群、公众号、宣传栏等方式普及

“法律政策落实年”活动，在全区
党员干部、退役军人、群众中营造
中出学习贯彻的良好氛围，提升
了退役军人学法、遵法、守法、用
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强联系走访常态化。通过在
全区持续广泛开展常态化走访和
关爱汇川籍官兵“四个一”活动全
覆盖工作，加强与现役军人及家

属、退役军人的互动频次，提升联
系服务对象遇事能及时联系、意
见能及时反馈服务水平。

强资源整合规范化。充分发
挥汇川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牵头作
用，强化统筹协调，纵向构建区、
镇（乡）、村（社区）三级服务保障
体系为基本骨架，横向协同多部
门构建服务网络，社会资源及退
役军人党员志愿者为有效补充，
组织开展法律咨询服务、进行法
律援助、参与矛盾纠纷调解，开展
法治宣传教育等。截至目前，汇
川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已提供退
役军人法律咨询 700余件，进行
法律援助 4人，调处化解矛盾纠
纷26件，法律援助其他非涉军领
域服务事项300余件。

（李娇）

汇川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多举措推进退役军人法律援助出质效

本报讯 （记者 丁有娟）近
日，贵州省委宣传部、省卫生健康
委、省教育厅、省科技厅、团省委、
省科协联合组织举办了“2021年
首届贵州省健康科普作品征集大
赛”，在全省737件作品中，由遵义
市卫生健康局、遵义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报送，遵义日报社医养遵义
融媒体平台联合制作的《抗疫防控

联盟》，经专家组评选，获此次大赛
视频类一等奖。

据悉，大赛共计收到全省卫
生健康、宣传、教育、科技、共青
团、科协等部门以及个人投稿作
品 737件，评选出视频类获奖作
品 14件、图文类获奖作品 14件、
音频类获奖作品 6件、表演类获
奖作品 10件、网络账号类获奖作

品 14件。同时，根据组织参与、
作品报送和获奖情况，大赛评选
出优秀组织。

由遵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报送，遵义日报社医养遵义融媒
体平台联合制作的《接种疫苗苗
苗苗》获视频类作品三等奖、遵义
市湄潭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报送
的《新冠疫苗接种快板》获视频类

作品优秀奖；《医养遵义》《赤水微
健康》获得网络账号类作品二等
奖三等奖；遵义医科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报送的《高血压营养餐厅》
《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和《食管
受难记》分别获表演类二等奖、三
等奖；遵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遵义市妇幼保健院评为优秀组织
单位。

首届贵州省健康科普作品征集大赛

遵义多个作品和网络平台获奖

本报讯 （记者 杨刚）今年
以来，余庆县围绕“四新”主攻“四
化”，着力构建引才、育才、服才、管
才的全链条一体化机制，探索实施
振兴倍增、素质提升、服务品牌、作
用评价“四大行动”，切实激活人才
振兴助力乡村振兴新动能。

余庆县紧扣茶叶、生猪、果
蔬、食用菌等省级十大生态特色
产业，实施人才振兴倍增行动，实
现人才大汇聚。目前，余庆县建
立了“人才+”“人才向内流动”“校
地合作”等工作机制，引进 5个博
士团队 32名专家人才、12个农业
特色产业专家组，推动高层次创
新创业人才倍增。实施“智汇余
庆”人才引进计划，采取“揭榜挂
帅”“领课创办”“线上+线下”等方

式，引进 47名乡村规划、文化旅
游、市场营销等方面的急需紧缺
人才。

余庆县统筹县委党校、县中
职学校、“县校合作”师资力量和
培训资源，成立“乡村振兴人才培
训基地”“乡村振兴实训基地”“乡
村振兴流动技校”等，分主题、分
时段、分批次开展“乡村振兴千人
培育计划”，进一步提升乡村振兴
人才素质，强化人才全培养。聘
请“土专家”“田秀才”“农创客”，
积极推行专业技术人才“双培养”
导师制、乡土人才“订单培育”模
式，实施“人才智力支持扶贫行动
计划”，激发本土人才的积极性。
今年来，余庆县累计派遣 670名
县域人才赴东部发达城市学习深

造，培训各类人才10000余人次。
余庆县聚焦人才创新创业环

境优化，创新推出“领导干部联系
专家人才”“一卡一册一员”等人才
服务机制，围绕经费资助、安居保
障、医疗保健、子女就学等出台人
才服务清单 30项，切实构建全周
期服务环境。以贵州省红色美丽
村庄试点、贵州省乡村振兴示范点
创建为载体，常态化开展“专家服
务团队聚力乡村振兴”“优秀人才
向乡村振兴一线流动”等活动，建
立乡村人才表彰、“人才贷”等制
度，全面打造人才服务品牌，努力
营造尊才、重才、爱才、护才的良好
氛围。

针对人才现状、需求匹配实
际，余庆县围绕“综合建设、分类管

理”思路，探索建立高层次人才、企
业经营管理、专业技术、农村实用
等 8类人才管理库，并推行“用人
单位点单+组织下单+人才团队接
单”的人才供求机制，确保人岗匹
配、人尽其才。同时，持续深化专
家人才承诺践诺制、人才进入退
出制，将人才落实承诺事项作为
年度考核重要内容，对于在乡村
振兴中表现突出的，在申报高、
中、初级职称时优先考虑。采取
以赛代评、以奖代评、推荐评价等
方式，开展农村实用人才分级分
类评定，发放初、中、高级农村实
用人才技术职称资格证书，不同
资质人员的可享受不同的创新创
业优惠政策，进一步激发乡村振
兴人才的内生力。

余庆县

“四大行动”激活乡村振兴人才新动能

日前，务川自治县开展“国家宪法日”宣传活动。活动当
天共发放各类普法宣传资料2万余份，环保手提袋1000余
个，现场解答群众法律咨询20余人次。

（邹洪丽 杨威 邹丽莎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肖文）近年
来，市科协积极推进基层科协组
织“3+1”（“3”指基层医院院长、
学校校长、农技站站长“三长”进
入同级科协领导班子兼挂职，“1”
指上级科协对下级科协的业务指
导）试点工作，增强基层科协组织
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取得良
好效果。

市科协将建立健全基层科协
组织纳入《遵义市科协系统深化
改革实施方案》统筹部署，各县
（市、区）科协找准难点、痛点、堵
点，提出科学意见建议，向同级党
委领导汇报，得到大力支持，有力
推动建立健全了全县基层科协组
织；坚持市级先行，加强示范引
领，多次深入基层调研，指导推进

“3+1”基层科协组织建设工作，
从市直部门选举出5名兼职副主
席、1名挂职副主席；搭建平台载
体，配备“三长”兼挂职副主席，制
定兼职副主席履职计划，明确履
职内容，保障履职尽责。

截至目前，全市已有 9个县
（市、区）科协按“3+1”模式建立
了镇（乡、街道）科协201个，逐步
健全完善的镇（乡、街道）科协、企
业科协、园区科协、学校科协、医
院科协等，已成为县级科协的触
角，初步实现了从“终点”到“枢
纽”，有效助推了全市公民科学素
质稳步提升，“十三五”时期，我市
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
7.8%，超额完成目标任务。

市科协

积极推进基层组织建设

日前，汇川区大连路街道航天社区党委，组织党员干部走上街
头开展“国家宪法日”普法宣传活动。 （记者 张婷 摄）

道真自治县三桥镇凤山村大山、汪家寨组人饮工程管道破损严
重，道真自治县营商环境建设局党支部与三桥镇凤山村党总支部了解
情况后，开展结对共建工作，迅速组织工作人员维修更换人饮管道800
米。图为管道维修更换现场。 （记者 陆邱珊 摄）

本报讯 （记者 杨义霞）为
传播和普及职业生涯规划的理
念，引导高校学生树立正确的成
才观、择业观和就业观，近日，遵
义市第四届大学生职业生涯规
划大赛在遵义师范学院举行。
此次大赛在全市高校（含技工院
校）范围内共有 110名同学报名
参加，通过各大院校初赛选拔推
荐，大赛主委会评审，在全市高校
范围内优选了 18名选手晋级市
级决赛。

此次大赛由遵义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主办，遵义师范学
院、遵义市众劦人力资源集团有
限公司承办。比赛分本科组、高
职高专组及技工院校组进行，通

过提交各院校参赛报名汇总表和
职业生涯规划设计方案的方式报
名，每个高校选拔出 2名优秀选
手参加市决赛。

选手们根据抽签顺序依次
上场，通过 PPT演讲的方式针对
《职业生涯规划设计》方案进行
展示并回答评委提问。比赛结
束后，根据评委现场打分，评选
出技工院校组一等奖 1名，二等
奖 1名，三等奖 2名，优秀指导教
师 4名；高职高专组一等奖 1名，
二等奖 1名，三等奖 4名，优秀指
导教师 6名；评选出本科组一等
奖2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3名，
优秀指导教师8名。

我市举行第四届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

本报讯 近日，道真自治县林业局党支部组织部分党员干部，在县城
北兴天街华府广场举行了宪法知识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该局工作人员发放了《森林法》《野生动物保护法》《全面推
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贵州省林木种苗条例》等宣传资料，并结合
林业工作实际，积极向群众解答林木采伐、野生动植物保护等相关法律知
识，引导广大群众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王滕欢）

道真自治县林业局

12月4日，正安县安场镇组织党员干部扎实开展“党
建+宪法”集中宣传活动。图为安场镇人民法庭党员向周
边群众宣传宪法精神。 （幸晓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