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要 闻
责任编辑 晏莉莉 2022年3月15日 星期二

邮箱：2373232113@qq.com

图片新闻

☆政务简报
■ 3月14日，全市农业生产暨“清明”“五一”期间森林防灭

火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副市长刘晓杰出席并讲话。

遵道行义·同心抗疫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本报讯 （记者 徐飞 石
影）“哪里需要，我们就去哪里。”
连日来，务川自治县众多的志愿
者日夜坚守在抗疫一线，为疫情
防控贡献力量。

3月 13日，在该县大坪街道
大坪社区核酸检测点，志愿者高
强搀扶着一名腿脚不便的群众走
到检测台前，并陪她做完了核酸
检测。

同样是在这个检测点，贵州
民族大学学生王东南正在给做检

测的群众登记信息，一天下来登
记了近千人次。家住大坪街道的
王东南正值实习期，看到“青春务
川”微信公众平台发布的招募志
愿者信息后，主动报名参加到志
愿者队伍中。

“我们建了一个志愿者报名
群，很快就满员了。作为务川人，
为家乡抗疫出一份力，责无旁
贷。”王东南说。

3月 14日中午，该县第二轮
区域核酸检测开始。在都濡街

道东升社区华联超市核酸检测
点，鲜艳的党旗迎风飘扬，一群
戴着红臂章的志愿者正在引
导群众有序排队检测。

“为了保障核酸检测顺利进
行，我们在检测点成立了临时
党支部，组织社区干部和单位
工作人员担当志愿者，服务抗
疫需要。”都濡街道东升社区华
联超市检测点临时党支部书记
吴廷权说。

他们中有的组成宣传队，宣

传防疫知识；有的成为登记员，
帮助群众尤其是困难群体进行
核酸检测登记；有的拿起喷雾
器，对相关场所和区域进行消
杀；还有的奔走在各小区，为居
家群众运送生活物资。志愿者们
各尽所能，为抗疫贡献自己的一
份力量。

据了解，目前该县共有 1000
余名志愿者投入抗疫一线，协助
开展疫情防控相关工作。

“哪里需要，我们就去哪里”

务川千余名志愿者投身抗疫一线

本报讯 3月 13日，广东省
珠海市香洲区捐赠的一批医疗
物资运抵务川自治县，助力该
县疫情防控。

据了解，香洲区此次共捐赠

医用防护服（带连体鞋套）3000
套、N95口罩 2万个、医用外科口
罩 2 万个、一次性医用帽 2 万
个、一次性无菌手术衣（隔离
衣）1 万件、医用隔离面罩 1 万

个、医用外科手套 2万双，价值
48.8万元。

“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
感谢香洲区为我们送来了医疗
物资，我们会迅速将这批物资发

放给各核酸检测点和医疗机
构。”该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鑫
宇表示。

（张艳）

珠海市香洲区向务川捐赠一批防疫物资

民政工作关系民生，连着民心。2012年
国发 2号文件颁布以来，我市民政工作在市
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始终坚持守正创
新、补短强基，各项民政事业持续、快速、健
康发展，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市新征程奠定了良好的民政民生基础。因
我市民政工作整体表现优异，被推荐为全国

“十四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重点检测评估
20个城市之一。

心系困难群众，情牵百姓冷暖。十年
来，全市民政系统兜底保障工作全面夯实。
进一步建立健全了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
救助供养、临时救助制度，有效衔接医疗、教
育、就业、住房等其他专项救助制度，基本构
建了“8+1”的社会救助制度体系，形成了一
个各项社会救助制度功能充分发挥、各有侧
重、互为补充、合力保障的托底安全网。儿
童关爱保护、流浪乞讨人员救助、高龄补贴
和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有效落实，特殊困
难群众实现了应保尽保；全面建立了城乡统
筹、政策衔接、运行规范、与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相适应的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实现由
五保供养向特困人员供养的转变。开展城
乡低保和特困供养审核确认权限下放至乡
（镇、街道）试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兜底保
障水平持续提升，2017年以来全市农村低保
最低一档标准稳定超过国家扶贫标准。2012
年以来共发放城乡低保金 90 余亿元，向
16.68万名易地扶贫搬迁贫困移民发放一次
性临时救助金2.5亿元，脱贫人口纳入低保或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共 21.52万人。2021年，
市民政局被表彰为全省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让老年人安享晚年是民政工作的重要内
容。十年来，我市养老服务质量稳步提升，养
老服务体系更加完善，老年人幸福感逐步提
升。全市养老机构（设施）和养老床位数量从
2012 年的 150 余个、12000 余张提升到了
2022年的950余个、34000余张。全市共有养
老管理人员 3400多人，护理人员 4500多人。
各类养老机构、养老设施的运营呈现公建公
营、公建民营、民办公助、民建民营等多种形
式。养老服务体系更加完善，康养、旅居养老
等中高端养老产业发展活力持续增强。我市
成为世界银行和法国开发署联合融资贷款贵
州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项目五个试点市（州）之
一，并且贷款额度最高（8.73亿元人民币）。
建立了全省首个市级养老服务指挥中心平

台，“智慧养老”实现重大突破。2020年，我市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
试点工作被评为全国优秀。

此外，我市基层社会治理取得丰硕成果，民政服务水平明显提高。
高质量完成第十届、十一届村（居）民委员会换届工作，实现了村（居）干
部学历、年龄“一升一降”，全市城乡社区基层民主自治完善率达100%；创
建贵州省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示范村（社区）294个、全国民主法治示范
村21个、省级示范村（社区）287个，湄潭县“寨管家”、凤冈县“党群直议”、
余庆县“微治理”等群众自治载体蓬勃兴起；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工作有序
开展，经民政部门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已有 2600余家；市本级将社会组
织成立登记法定办结时间由60日压缩为5个工作日，2021年成立了全省
首家“枢纽性社会组织”——遵义市社会组织总会。

基本社会服务越做越优，基层社会治理彰显活力。完成遵义市中心
城区行政区划调整，撤销遵义县设立市辖播州区，稳妥推进播州区、正安
县、绥阳县撤镇设街道相关工作，完成渝黔线行政区域界线第三轮联合
检查、市内第三轮县级行政区域界线联合检查；组织编纂并出版《遵义市
标准地名词典》《遵义长征地名故事》，填补了我市区划地名管理工具书
领域的空白；加强了殡葬基础设施补短板建设，全市已建成投入使用殡
仪馆 15个、公墓 2402个，全市火化率从 2012年的 55%提升至 87%；成为
全省婚姻登记“全市通办”两个试点城市之一，全面启动了婚姻登记网上
预约服务，婚姻登记实现规范化信息化；留守未成年人、困境未成年人关
爱保护体系逐渐完善，2021年，市民政局被表彰为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
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先进单位；残疾人福利进一步拓展，流浪乞讨人
员救助管理工作进一步加强。

这些亮眼的成绩是我市民政系统切实贯彻 2012年国发 2号文件精
神的具体体现。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相
信新国发 2号文件将助推我市民政事业继续高质量发展，让群众有越来
越多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 （记者 吕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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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吕欣）近日，市民政局组织干部职工观看了警示教
育专题片《零容忍》第一集《不负十四亿》，用典型案例开展反腐倡廉教
育，警示广大干部职工以案为鉴，在工作和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始终保
持艰苦奋斗、廉洁自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树
立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提升遵守党纪法规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通过观看专题片，广大干部职工受到了一场党风党纪和廉政教育的
思想洗礼。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案为鉴，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宗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以积极健康的心态和昂扬向上的斗
志投身到民政事业中，不断加强个人修养，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坚定正
确的政治方向，坚持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牢固树立服务意识和责任意
识，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规矩，在为民服务中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落
地落实。

据了解，下一步，市民政局将常态化地开展各种形式的警示教育，强
化党员干部廉政教育和作风建设，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向纵深发
展，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民政工作氛围。

市民政局

组织观看警示教育专题片

“不能让这些珍贵的红色记忆
被时间湮没了。”作为赤水河畔的
一名红色义务讲解员，现年 71岁的
肖义伍坚持为游客讲解红军“四
渡赤水”的故事，如今已有 36个年
头了。

从小，肖义伍就听舅妈讲红军
故事。曾经在“四渡赤水”战役中
救治过两名受伤红军战士的舅妈，
常常对肖义伍讲述关于红军的故
事，受其影响，肖义伍讲起发生在
赤水河畔的红军长征的故事也如
数家珍。

35岁那年，肖义伍从舅妈手
中接过接力棒，成为一名义务宣
讲红色故事的讲解员。如今，肖
义伍已经记不清讲解过多少场，

但每一次讲解，他都会以饱满的
热情去对待，大家也都听得津津
有味。

2010年，肖义伍退休后，将传
承红色精神当成一项事业，更加投
入到红色义务宣讲中。他认真学习
党史，将自己所知道的红色故事进
行整理，写出了一万余字的红军“四
渡赤水”解说词。

肖义伍说：“红军战士的英勇
事迹不应该被忘记，让人们了解他
们，记住他们，是我们作为红色义
务讲解员的责任。”

2018年，肖义伍成为赤水市新
时代文明实践红色宣讲队队长，他
带领着这支由群众、学生和党员干
部组成的志愿服务队，以“红色宣

讲进万家”为主题，先后到社区、茶
馆、革命战斗遗址、红色纪念馆等
场所开展了 200余场次的义务宣
讲，在赤水市掀起了一股红色宣讲
热潮，实现了红色故事“家家都会
说、人人都会讲”。

肖义伍表示：“只要我的身体
还能坚持，我就要把红色故事讲下
去。”如今，赤水市元厚镇成立了肖

义伍红色宣讲工作室，建立了一支
红色宣讲志愿服务队，宣讲党史故
事、红军长征故事。

2021年，肖义伍荣登“贵州好人
榜”“中国好人榜”，并被评为我市学
雷锋志愿服务先进典型“四个 10”
优秀志愿者；2022年，肖义伍被评
为遵义“最美志愿者”。

（记者 石影）

把红色故事一直讲下去
——记“最美志愿者”肖义伍

近日，在位于新蒲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
椒城里，LED 大屏不断刷新着当天的干辣椒
交易价格，不同种类的干辣椒堆积如山，工
人们正忙着将这些辣椒装袋装车，运往全国
各地。 （记者 李婷婷 摄）

辣椒城里交易忙

近年来，凤冈县新建镇新建社区立足长碛
古寨资源优势，采取“支部+合作社+大户”模
式发展“稻油轮作”观光农业，实现经济效益与
生态效益双提升。近日，长碛古寨500余亩油
菜花盛开。图为游客在长碛古寨游玩。

（饶云 摄）

油菜花开迎客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