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姚圳璇） 近年来，我县从抓队

伍建设、抓机制保障、抓能力素质三方面入

手 ，不断强化带头力量 、强化政策落实 、强

化教育培养，努力将基层党组织建设成“听

党话 、跟党走，能致富 、保稳定 ，善团结 、会

发展”的战斗堡垒。

抓队伍建设，加强带头力量。 将种植能

手、致富带头人纳入村两委班子，优化班子

结构，提高履职能力和综合素质。 实施村党

支部书记 、主任 “一肩挑”工作 ，增强“领头

雁”引领带动作用。 利用乡村资产资源招引

人才返乡入乡创业，发掘本地“土专家”“新

农人” 等乡土人才， 壮大乡村实用人才队

伍。

2021

年，我县根据乡村振兴人才建设需

求，新选派了

54

名第一书记，

111

名驻村干

部到乡村振兴一线锤炼， 加快建设政治过

硬、本领过硬、作风过硬的乡村振兴干部队

伍。

抓机制保障，加强政策落实。 建立岗位

管理、激励关怀、约束问责“三位一体”从严

管理机制，依托随机抽查、专项检查、验收、

复核等方式，对基层干部队伍的工作成效、

干部作风等进行全面排查、全面体检。 先后

出台了 《玉屏侗族自治县第一书记和驻村

干部关怀激励实施细则》《玉屏侗族自治县

容错纠错暂行办法 》等文件，从政治激励 、

精神奖励、 容错纠错等

8

个方面对战斗在

脱贫攻坚一线干部予以关怀， 严格落实好

驻村工作经费、生活补助、边远津贴等相关

政策。 该县还对在乡镇在职在岗在编专业

技术人员， 每月按其基本工资的

20%

发放

基层工作津贴、办公经费和生活补助

抓能力素质，加强教育培养。加快构建开放型高

素质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加强生产型、经营型、技能

带动型农村实用人才培养。 吸引有知识眼光和技能

的创业者投身农业领域， 探索推动农业从业人员职

业化，加快形成现代职业农民群体。

2019

年至今，我

县共培训新型职业农民

7789

人。 加强新选派驻村干

部、 新提拔镇村干部、 村两委班子成员政策业务培

训，举办全县乡村振兴工作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推

进干部转变观念、转变作风、提升能力，为推动乡村

振兴提供组织保障和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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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近日，在我县“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玉屏政务服务

中心荣获“全县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县政务服务中心党支部全体党员立足行政服务岗

位，忠诚履职尽责，让党旗高高飘扬在行政服务一线；不

负韶华、只争朝夕，他们“撸起袖子加油干”，把梦想融入

为民服务的点滴行动中。

完善基层组织制度

提升党组织凝聚力

在县政务服务中心大厅的警示牌上， 记者看到了这样

一句话： 严禁在办事、 办证过程中接受服务对象宴请和礼

品、礼金。 这是该中心党风廉政建设制度中的一项，也是其

中心工作人员心中时刻牢记的工作准则。

2011

年

4

月，县政务服务中心成立党支部，制定党建

工作责任、廉政建设等一系列党建制度，建立健全了党建

工作责任制，形成了党组统一领导，一把手负总责，分管

领导具体负责，党支部抓落实的工作格局；实行集体领导

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领导干部“一岗双责”，谁主管谁

负责，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做到党建工作与业务工

作一起部署、落实、检查、考核、总结。

在党建工作责任制的引领下， 县政务服务中心工作

人员服务质量得到极大提升， 收获了群众的一致好评。

县政务服务中心副主任、 党支部副书记张娜说：“我们

中心通过构建‘党建引领，优化服务，共筑共建’的工作格

局，坚持以党建引领业务工作高质量发展，始终围绕服务主

线，突出发展主题，切实提升了办事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和

满意度，创建了一流的‘来玉办事，遇事无忧’政务服务品

牌。 ”

2020

年， 县政务服务中心荣获

2019

年度全县绩效管

理考核综合“二等奖”，同年，又被评为“全市文明单位”；

2021

年，荣获“全国巾帼文明岗”；

2021

年，党支部被评为全

县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示范点。

创新引领 提升办事服务质量

最近，市民伍文杰因参加足球比赛，学校通知他需要

携带身份证，可是把家中上下都翻了一遍，伍文杰都没有

找到身份证，情急之下，他立马坐车来到玉屏政务服务中

心，办理临时身份证。

不一会儿， 县政务中心公安局窗口首席代表吴莎受

理了伍文杰的办证申请，她耐心地给他讲解办理流程，指

导他填写临时身份证的申请表，几分钟后，伍文杰便拿到

了自己“新鲜出炉”的临时身份证。

“对我来说特别棘手的问题，没想到在这里一下子都

办好了， 能马上拿到临时身份证， 真的帮我解决了大难

题，特别感谢玉屏政务服务中心。 ”伍文杰拿着临时身份

证高兴地说。

自

2020

年

8

月起，县政务服务中心推出了第一批涉

及医保、社保 、教育等

671

项全省通办业务 ，建立 “当场

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的审批服务运行机制，进一

步简化、优化办事流程，为群众带来了极大便利。

截至目前， 县政务服务中心共办理全省通办

17616

件。

2021

年

7

月，玉屏政务服务中心正式启动第二批全

省通办业务，在第一批业务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共涉及

2311

项群众关心的“急难愁盼”业务。

此外，县政务服务中心还聚焦异地办事“多地跑”“折

返跑”等问题，积极开展“跨省通办”业务。

截至

7

月

12

日，我县共办理 “跨省通办 ”业务

1860

件。其中，医保省外就医结算

1559

件、公安局省外异地身

份证办理

280

件、交警省外驾驶证换证

21

件

推行“好差评”制度

征集民意提升服务温度

“请问一下，你在

7

月

9

日办理提取住房公积金审批

业务时，工作人员有没有为你出具一次性告知单，有没有

吃、拿、卡、要的现象？ ”记者刚走到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

的办公大厅，就听到这样一段对话。

了解后才知道， 这是县政务服务中心投诉股工作人

员刘青正在进行电话回访。 “这是我们单位推行的好差评

制度， 我每个月会不定期地进行

20

多次这样的电话回

访，了解群众来办事时的相关情况，同时让他们给工作人

员打分，跟外卖平台的五星好评有点像。 ”刘青说。

打完回访电话后， 刘青把回访后的情况及时地填写

进“好差评”系统。 县政务服务中心会根据系统统计好的

评价结果，作为衡量月度“红旗窗口”、月度“服务标兵”、

年度“文明窗口”和年度“服务标兵”，以及乡（镇、街道）政

务服务工作的年度重要考核指标， 促使工作人员更加用

心工作，从而提升服务质量。

2020

年

5

月，县政务服务中心全面推行政务服务“好

差评”制度，通过现场评价、短信评价、网上评价、电话回

访等多种评价渠道，让群众随时随地表达心声，享受“规

范、智能、有温度”的政务服务。

截至目前，县政务服务中心利用“好差评”制度共收

304554

条评价，其中，非常满意有

197457

条，满意

96312

条，基本满意

10785

条。

县政务服务中心：热情服务 心系人民

田娇 记者 徐雪 阮青 陈铎（实习）

本报讯（记者 李平 杨坤） “突突……”连日来在朱

家场镇鱼塘村的老油茶林间， 还没走进油茶基地便被震

耳欲聋的的机器声所吸引。寻着机器的轰鸣声，来到了正

在油茶林间忙碌的人群中， 只见村民有的正在用犁土机

翻犁土地，有的正在用耙子收抓割下的杂草和树枝、有的

正身背割草机锄草，现场一片繁忙。

“这个活可是一个体力活，要是没有吃两碗饭还撬不

动，因为这里面除了杂草，还夹杂着干树枝。 ” 来自平溪

街道杨柳村刷马塘组村民邹家菊一边忙碌的用耙子收抓

杂草，一边笑着说，来这里做了半个月了，一天

80

元。 因

为家里有老人和小孩需要照顾出不去， 来这里做活钱也

挣了，家里也照顾了。

犁土机走过的地方，土被翻了个面，空气中散发着泥

土的芬芳。而割草机走过的地方，杂草被整齐划一地除掉

了，空气里弥漫着青草的清香。村民们在油茶林间忙碌的

劳作着，不时地传来交流和愉悦的欢笑声。

鱼塘村油茶基地管护负责人洪敏华介绍说：“整个鱼

塘村老油茶林包括嫁接和没嫁接的老油茶， 总面积大约

600

亩。 现在共有

30

余人在对整个老油茶林进行管护，

目前正在做的是割草、手抓杂草、犁土，接下来便是对老

油茶树进行施肥， 整个老油茶管护预计在

8

月底全部完

成。 ”

近年来，依托“中国油茶之乡”这张名片，我县大力发

展油茶产业，并将油茶产业作为四大主导产业之一。截止

目前全县共有油茶

22.4

万亩，其中老油茶林

12

万。 为科

学、精准地地对的老油茶林进行管护，让老油茶树焕发生

机，今年玉屏以长江防护林三期工程（退化林修复项目），

对连片的

5000

亩老油茶林实行集中管护。

老油茶林管护负责人刘洪平说：“连片的老油茶林主

要集中在朱家场、田坪两个乡镇，目前我们正加紧对老油

茶林实施了集中管护， 包括杂草清除、 翻犁土地和施肥

等。精细地管护将让老油茶林焕然一新，不仅能提升油茶

果的产量，也能让老百姓腰包鼓起来。 ”

5000亩老油茶集中管护进行时

新闻快讯

本报讯（卢婵艳） 近日

,

为进一步优化税收

营商环境， 提升车船税代收代缴便利度和申报

质量， 县税务局积极组织辖区内保险机构参加

省局开展的车船税辅助明细申报视频培训会。

本报讯（吴莎） 近日，县政务中心公安局户

籍办证窗口成功办理了玉屏县首例 “黔川渝 ”

“跨省通办”户籍迁移业务。

本报讯（罗泽辉 ）

7

月

16

日 ，县自然资源

局到亚鱼乡实地了解地质灾害和裸露废弃采砂

点复垦复绿工作。

本报讯（钟淇）

7

月

19

日，玉屏消防大队深入

辖区多家在建工程施工现场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

查。

本报讯（李光复）

7

月

19

日，县人民法院组

织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党徽党旗条例》。

本报讯 （县工业和商务局宣）

7

月

20

日，

铜仁市商务局一行到我县调研电子商务产业发

展工作。

本报讯 （李光复 姚政洋 张家明）

7

月

21

日，县人民法院、县自然资源局、县供销联社组

织志愿者到创文包保网格，积极开展“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网格志愿服务活动日”活动。

本报讯（朱春竹 ）

7

月

20

日 ，上海海洋大

学的青年志愿者来到平溪街道康华社区安置

点，为留守儿童举办暑假培训班，以实际行动激

发青少年儿童自主学习的兴趣和动力， 点亮他

们心中的梦想。

本报讯（记者 李平 杨坤）

7

月

19

日，

2021

年铜仁

市校园足球三级联赛总决赛小学男子甲组冠亚军争夺

赛在江口县举行。 印山民族小学代表队获得了小学男

子甲组冠军， 将代表铜仁市参加全省校园足球四级联

赛。

7

月

20

日，在印山民族小学足球场上，绕桩、传球

……足球员们正在奋力训练着。刘文豪是其中的一员，

他笑着说：“我从小就很喜欢足球这个项目， 平常除了

在学校训练外，还参加了校外的足球培训。这次很荣幸

能在教练的带领下和队员们取得这样的好成绩， 我将

继续努力，加强训练，争取在下一次比赛中和大家一起

拿个好成绩。 ”

自

2015

年开始，印山民族小学便开始组建校园足

球队，目前共有足球爱好者

200

余人。 为了提高校园足

球队队员的身体素质和球技， 学校每周都会对球员们

进行相关训练。除此之外，学校还从校园足球队中选出

一批优秀球员，代表学校参加各类比赛，以此让队员们

积累比赛经验、提高球队整体素质。此次参加全市比赛

的球队于

2019

年组建， 全队共有

12

人， 平均年龄

12

岁，已多次参加县、市各类足球比赛。

足球队教练员杨碧松说：“我们的足球队将代表铜

仁市参加全省校园足球四级联赛， 我们都感到十分荣

幸。 我们将全身心投入，积极备战比赛，争取在省里面

也能取得好成绩。 ”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县疾控中

心紧紧围绕“我为群众办实事”目标要求，

聚焦群众所急、所需、所盼

,

紧扣当前新型

冠状病毒疫苗接种重点工作，以“五个到

位”为服务宗旨，做到疫苗接种服务群众

“不打烊”，确保将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

为服务群众实效。

疫苗“护卫队”，全力保障疫苗配送到

位。 以“疫苗不隔夜、即到即送”的配送原

则， 县疾控中心疫苗配送人员

24

小时待

命， 确保及时将转运配送到玉屏的新型冠

状病毒疫苗分配到全县

11

个固定接种点。

因疫苗转运配送到达的时间常为深夜或凌

晨， 疫苗配送人员不论多晚都坚持即到即

送，确保以最短时间、最快速度把疫苗安全

配送到位，全力保障群众有“苗”可打。

宣传“小卫士”，全力保障宣传动员到

位。 为加大疫苗接种的宣传引导和组织动

员力度，县疾控中心采取“线上”“线下”齐

头并进的方式， 扎实推进宣传动员工作。

“线上”，该中心通过“玉屏疾控”微信公众

号，发布疫苗接种宣传链接，提升疫苗接种

群众知晓率。 “线下”，该中心积极组织开展

疫苗接种宣传进村寨、进社区等活动，通过

入户宣传、发放宣传单、悬挂宣传画报等方

式，全力保障疫苗接种宣传动员到位。

技术“小专家”，全力保障技术指导到

位。 为有效推进疫苗接种，保障疫苗接种

安全，县疾控中心坚持每月

2

次，到各乡

镇 （街道 ）疫苗接种点 ，进行巡回技术指

导。 重点对疫苗存储、接种流程、接种服

务、 人员配备等环节进行全面技术指导，

对各疫苗接种点遇到的各种问题，进行现

场指导解决，确保为群众接种疫苗筑起一

道安全防线。

接种“小能手”，全力保障规范安全到

位。 在督促指导各乡（镇、街道）疫苗接种

点开展疫苗接种工作的同时，县疾控中心

以更加严格的标准，做好本中心疫苗接种

工作。 在规范流程方面，该中心严格执行

群众接种疫苗“接种登记、预检分诊、发放

接种凭证、实施接种、接种留观”等

5

项操

作流程，确保规范安全到位。截至目前，县

疾控中心共接种

8557

人，

15438

剂次。

贴心“小棉袄”，全力保障群众满意到

位。 在疫苗接种工作推进中，该县疾控中

心坚持以群众满意作为工作的唯一标准，

推出了一系列优服务、 暖民心的惠民举

措。 为减少群众排队等候时间，做好人员

分流工作，新增

4

个疫苗接种点，接种点

由原来的

7

个增加到

11

个， 有效缓解群

众接种“排长队”的问题；为方便群众接种

疫苗，各疫苗接种点工作人员放弃中午及

周末休息时间， 全天候开展疫苗接种工

作，确保群众“随到随打、随打即走”；针对

盛夏已至、酷暑难耐的实际问题，县疾控

中心设置了户外遮阳棚、 提供休息座椅

等， 为群众接种疫苗营造更为舒适的环

境； 针对老年人等特殊人群接种疫苗时，

因手脚不变难以自行完成“面签”等程序

的情况，该中心设置专门的引导人员对特

殊人群提供“一对一”服务，通过面对面、

手把手的方式，帮助特殊人群完成疫苗接

种，让接种服务更“贴心”。

“五到位”让疫苗接种服务更“贴心”

近日，亚鱼乡沙子坳村葡萄园，处处果香弥漫，郁郁葱葱的葡萄藤上挂满了一串串颗粒饱满的葡萄。 部分心

急的游客提前进园，在葡萄园里来回穿梭，寻找部分成熟的葡萄。

据了解，亚鱼乡沙子坳村种植的葡萄分为“夏黑”与“阳光玫瑰”两类品种，其中夏黑葡萄

10

亩，阳光玫瑰葡

萄

20

亩。 夏黑葡萄下周就可以采摘，将持续到

８

月底。 阳光玫瑰葡萄也会在

９

、

10

月陆续成熟。

记者 邓媛元 李梅泓（实习）摄

本报讯 （龙英子 田龙 ） 近年来 ，我县时刻

绷紧“安全生产无小事”这根弦，牢固树立安全

生产理念，强化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严格落实

安全生产责任制， 积极组织相关部门开展安全

生产检查，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排查隐患，严防

安全责任事故发生。

县委、 县政府主要领导组织召开全县安全

生产专题会议，调度近期安全生产情况，压实安

全生产责任， 要求以高度的政治敏锐性抓好安

全生产工作，狠抓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群

体在重要时段的安全生产、风险防控工作，持续

加强隐患整改和风险管控，严格排查治理，做到

无缝隙、无盲区、无死角，为安全生产筑牢坚实

的防线。

县政府分管领导组织各乡镇（街道）、县防

汛抗旱各成员单位相关负责人召开全县应对持

续强降雨天气安排部署会， 安排部署近期相关

工作。 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从最不利情况出发，

做好充分防范准备， 全面统筹部署强降雨防范

应对工作。联动建立县、乡、村三级联络，相关部

门及各级各类责任人全天候

24

小时到岗履职，

提前做好各项防范应对措施， 提醒公众注意出

行安全， 有关乡镇及时主动转移人员进行防灾

避险，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七一”前后，为营造建党

100

周年安全稳

定的社会环境，县安委会组织

6

个巡查督查组赴各乡镇

（街道）、各有关部门和企业开展“全方位”巡查督查，取

得明显成效。 近期以来，全县各级各部门隐患排查与打

非治违力度明显加强。

为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

6

月下旬以来，

该县公安交警大队联合各乡镇（街道）重拳出击，在全县

范围内开展摩托车、电动车专项整治行动 ，助力辖区道

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整治行动过程中，民警对过

往违法加装遮阳伞的摩托车、电动车进行拦截，耐心向

驾驶人讲解非法加装遮阳伞、未戴安全帽的安全隐患和

相关法律法规，并现场拆除收缴遮阳伞 ，告诫驾驶人要

做到文明驾驶，遵守交通法律法规，进一步预防和减少

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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