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7月4日 星期一

BIJIE DAILY02 经济部邮箱:bjrbjj@bjrb.cn ■ 责任编辑/版式 陈燕民 校对 龙 华

要闻

本报讯 近年来，毕节市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狠抓理论学习，不断提高干部

职工理论水平和政治素质，奋力建设一

支高素质人才队伍。

深化认识、强化统筹，积极营造理

论武装工作良好氛围。该公司通过党委

会、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研讨学

习、党支部“三会一课”、全体员工大

会等，持之以恒抓理论学习，确保理论

学习常态化。同时，把理论武装工作与

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同

考核，形成互促共进的良好局面。

找准重点、突出难点，不断提升理

论武装工作质量效果，把中央、省、市

重要会议精神及重大决策部署和有关政

策法规作为理论学习的重要内容及时跟

进学习。

创新机制、拓展渠道，努力推动理

论武装工作走深走实。创新学习方式，

探索建立“一月一专题”学习机制，采

取“请进来”的方式，定期邀请有关学

者到公司为全体干部职工开展理论与业

务方面的专题讲座，并建立外出学习机

制，不定期组织干部职工赴省内外相关

企业考察学习。

（毕节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供稿）

毕节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扎实推进理论武装工作

本报讯 （记者 林丽沙） 7 月 1 日，

七星关区市西街道松山社区开展“喜迎

二十大 奋进新时代”庆“七一”主题

活动。

活动在重温入党誓词中拉开帷幕。

随后，社区党员及文艺服务队表演了丰

富多彩的文艺节目。大家用歌声、舞蹈

讴歌赞美强大的祖国和美丽的家乡，抒

发对党的无限热爱，为党的生日献上最

诚挚的祝福。

七星关区松山社区

开展庆“七一”主题活动

本报讯 （记者 金 云） 6 月 30 日，

毕节市农业机械研究所、市植保植检站

在黔西市举行 2022 年毕节市农技人员创

新创业农业机械化技术试验示范培训暨

“科普毕节”志愿服务推广现场会。

在金碧镇铧口寨社区水稻示范样板

点，工作人员熟练地操控无人机进行施

药作业演示。

“采用传统人工喷药，一天大概施

药 6 亩，采用植保无人机喷药，10 多分

钟就可施药 5 亩左右。”农技人员徐曼

说，相较于人工喷药方式，植保无人机

更省时省力，并且施药均匀、用药量

少、防治效果也好。

通过现场演示，让农户感受到无人

植保机高效、安全等优势，增强了农户

对植保无人机技术的认识和了解。

当天，农技人员还深入田间，了解

水稻生长和病虫害防治等情况。针对部

分稻田出现病虫害的现象，农技人员指

导农户科学施药、对症下药，提高防治

效果，确保水稻丰产丰收。

此外，市农业机械研究所组织农技

人员指导农户抓好农机具采购调配、农

机插秧等工作的落实，做到各项工作早

安排、早部署、早落实，实现“五个示

范”（即，在优良水稻品种、常规毯状

苗、稻油轮作秸秆综合利用、农旅融合

发展及推广水稻“双+”稻鸭种养双增

模式上作示范），推广丘陵山区适用小

型农机，让农技人员深入农村、服务农

业，在耕地宜机性、农机适用性、农艺

匹配性、政策引导性方面开展农技服

务，切实为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农技人员进田间
为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强基固本筑堡垒 凝心聚力谱新篇

本报讯 （记 者 张 媛 媛） 眼

下，七星关区清水铺镇橙满园社区

一派丰收景象，红红的桃子挂满枝

头，在绿叶的点缀下分外诱人。在

通村公路、白墙黑瓦的民居映衬

下，一幅美丽的新农村画卷展现在

眼前。

“今年的桃子、李子卖得好，

收购商上门收购，能卖 2 块一斤左

右，6 月初到现在已经卖了 2000 多

斤。”彭榜华一边采摘桃子一边告

诉记者，他家有 6 亩经果林，分别

种柑橘、李子、桃子，彭榜华还在

林下养殖了 40 箱蜜蜂，每年卖蜂

蜜、水果能创收 10余万元。

橙满园社区地处赤水河畔，土

壤肥沃，像彭榜华一样年收入 10
万元的果农不在少数。

“我家的凤凰李初上市，品质

好的能卖到 4 块多一斤。”橙满园

社区副主任周仕务说，几年前，在

社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引导下，

他把自家种的大部分水果都嫁接成

了凤凰李，去年开始产果就卖了 3
万元。

“我这几亩凤凰李，今年能增

产 4000 斤左右，到丰产期，产量

更可观。”谈及以后，周仕务脸上

挂满了笑容。

2021 年，该社区成立了精品水

果种植专业合作社，吸纳 98 户农

户。农户以资金、土地、果树等资

源入股合作社参与发展，打造了 30
亩柑橘品种改良示范基地，每年可

为该合作社带来约 3.5万元收益。

该社区还在橙满园组、丰岩

组、沙地组、建设组推广种植纽荷

尔脐橙，在杠子岭组、青山组、手

扒岩组、凉井组等9个居民组发展种

植李子、桃子、梨子等优质水果。

为解决销售问题，合作社还与

毕节盛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销

售协议，采取“公司订单+合作社

统购”的方式帮助农户销售各类水

果。

目前，该社区发展水果种植

7500余亩，入社农户每户可分红约

2800元。

下一步，该社区将大力构建绿

色产业体系，积极发展休闲农业与

乡村旅游，实现文化、旅游、农业

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汇聚起推动乡

村振兴磅礴力量。

七星关区橙满园社区

桃李正是丰收时

本报讯 （张云航 报道） 近年来，织金县

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特色产业，为群众增收拓

宽路子，助力乡村振兴。

近日，在该县茶店乡龙井村兴农种养殖农

民专业合作社桑蚕养殖基地，工人正忙着采

桑喂养蚕宝宝。该村依托气候、地理、环境等

资源优势，采取“党支部+产业+合作社+基

地+社员”的模式种桑养蚕，社员通过在基地

务工及入股分红的方式增收。

目前，该合作社种植桑叶1200余亩，每天

需30余人采摘桑叶。在合作社的带动下，已有

9户社员自发种桑养蚕。

织金县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根据各

地实际情况精准施策，通过乡 （镇、街道）

党委、基层党支部引领，积极调整产业结

构，大力引导乡村走“一村一品”特色产业

发展之路。

织金县

特色产业
助力乡村振兴

党 组 织 领 办 集 体 合 作 社

二十五载栉风沐雨，二十五载春华秋实。“一

国两制”在香港的丰富实践给我们留下很多宝贵

经验，也留下不少深刻启示。

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

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主席深刻总结

“一国两制”在香港的丰富实践取得的 4 条重要经

验：必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必须坚

持中央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相

统一；必须落实“爱国者治港”；必须保持香港的

独特地位和优势。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

瓴、视野宏阔、内涵丰富，为保持香港繁荣稳定、

确保“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远指明了前进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

回归祖国 25 年来，香港发挥连接祖国内地同

世界各地的重要桥梁和窗口作用，国际金融、航

运、贸易中心地位稳固，以宪法和基本法为基础

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稳健运行。过去一个时

期，香港经受一次次严峻考验，战胜一个个风险

挑战，历经风雨后，香港浴火重生，作为国际大

都会的勃勃生机令世界为之赞叹。“一国两制”实

践在香港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充分表明，“一国两

制”具有强大生命力，是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

定、维护香港同胞福祉的好制度；实行“一国两

制”，有利于维护国家根本利益，有利于维护香港

根本利益，有利于维护广大香港同胞根本利益。

25 年的实践告诉我们，只有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

“一国两制”的实践规律，才能确保“一国两制”

事业始终朝着正确的方向行稳致远。

温故知新，鉴往知来。新的历史起点上，确

保“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远，必须全面准确贯

彻“一国两制”方针。要深刻认识到，“一国两

制”方针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维护国家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

在这个前提下，香港、澳门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

制度长期不变，享有高度自治权。社会主义制度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特别行政区

所有居民应该自觉尊重和维护国家的根本制度。

实践证明，“一国”原则愈坚固，“两制”优势愈

彰显。面向未来，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

针，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确

保不走样、不变形，必将为香港、澳门创造无限

广阔的发展空间。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央政府对特别行政区拥

有全面管治权，这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源

头，同时中央充分尊重和坚定维护特别行政区依

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权”“把香港特别行政区管治权

牢牢掌握在爱国者手中，这是保证香港长治久安

的必然要求，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背靠祖国、

联通世界，这是香港得天独厚的显著优势，香港

居民很珍视，中央同样很珍视”。要深刻认识到，

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

权是统一衔接的，也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够把

特别行政区治理好。政权必须掌握在爱国者手

中，这是世界通行的政治法则。守护好管治权，

就是守护香港繁荣稳定，守护七百多万香港居民

的切身利益。中央处理香港事务，从来都从战略

和全局高度加以考量，从来都以国家和香港的根

本利益、长远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香港的根

本利益同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中央政府的

心同香港同胞的心也是完全连通的。中央政府完

全支持香港长期保持独特地位和优势，巩固国际

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维护自由开放规范

的营商环境，保持普通法制度，拓展畅通便捷的

国际联系。

经过 25 年时间，无论“一国两制”实践还是香港发展，都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

上。中央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从没有动摇，更不会改变。行而不

辍，未来可期。确保“一国两制”事业始终朝着正确的方向行稳致远，就一定能推

动香港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续写香港“一国两制”实践新篇章。在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香港大有可为、大有

作为，必将作出重大贡献，香港的未来一定会更加美好！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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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基层党建 促治理提升
（上接1版）
目前，该社区收集到居民“心愿

卡”15 份，已办结 14 份。该社区通过

打造圆梦“心愿墙”，聚焦居民“急难

愁盼”问题，切实提升民生服务水平，

不断增强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

安全感。

2021 年 10 月，毕节市委组织部印发

《关于加强“五个体系”建设全面提升

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水平的实施意见》，

围绕健全领导体系、优化方法体系、完

善服务体系、筑牢保障体系、强化激励

体系“五个体系”提出了15条措施，梳

理了88项任务清单，扎实推进城市基层

党建工作。

目前，毕节9个县 （市、区），53个

街道 403 个城市社区，建立社区党委 28

个、党总支 144 个、党支部 231 个，全

部实现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今年以来，毕节健全领导体系，压

紧压实城市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市委定

期研究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推动各级联

席会议协商解决城市基层党建工作难

题、建立领导联系工作机制推进资源下

沉社区。截至目前，23 名市级党员领导

干部到街道、社区、网格开展走访调研

34 人次，解决实际问题 52 个；县级党

员领导干部到街道、社区、网格开展走

访调研352场次，解决问题271个。

全面推行“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

机制，推进网格化治理。建立“群众点

单、网格发现、社区收集、街道吹哨、

分级响应、协同处置”机制，解决群众

合理诉求。今年以来，网格工作人员开

展走访51667次，收集问题15300条，已

处理 15008 条，办结率 98%，群众满意

度 98.64%。引导各类企业、社会组织、

志愿者队伍参与网格管理服务12642次。

强化党建引领，把党员群众组织起

来，在居民楼宇建立党支部或党小组，

推动开展楼宇党建，并按楼栋划分“十

联户”单元，以楼栋长承担联户长工

作，把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延伸至基层末

端。全市建立楼栋党小组 287 个，选优

配强楼栋长 4477 名，其中党员楼栋长

1832名。

除了全面完成全市街道管理体制改

革工作，赋予街道党工委对上级部门派

驻机构负责人的人事考核、空间规划建

议、公共事务综合管理等权利，提升街

道治理水平和成效，毕节还创建严密组

织架构，合理划分网格，突出党建引领

拓展工作辐射面。

数据显示，全市 403 个城市社区划

分了 3732 个网格，在网格上建立了 278

个党支部，由社区党组织成员或党员骨

干兼任网格党支部书记 231 人，划分了

1471 个网格党小组，由社区党组织成员

或党员骨干兼任网格党小组组长 985

人，配备专 （兼） 职网格员 4060 名开展

网格服务。采取一个党支部或党小组管

理1个或多个网格的“1+1”和“1+N”

模式，实现网格党建工作100%全覆盖。

为凝聚工作合力，毕节推行兼职委

员制度，在各县 （市、区） 采取聘用

“兼职委员”的做法，全面建立街道

“大工委”和社区“大党委”，推动共建

共治共享。

目前，全市召开“大工委”和“大

党委”会议1275次，研究解决问题1765

个。建立“契约化”共建制度。社区与

共建单位建立“契约化”共建制度，建

立双向“需求清单、资源清单、项目清

单”三项清单，完成三项清单重点工作

任务1016项。

截至目前，市、县两级共 992 家单

位参与单位所在地社区和帮扶社区共建

共治共享，累计为社区办实事2226件。

易地搬迁安置点上党旗红

赫章县金银山社区是毕节易地搬迁

安置点之一。

2018 年 10 月，该社区推行“党建+

积分”管理模式，把党员干部、搬迁群

众的内生动力真正激发出来，让干部主

动作为，让老百姓不等不靠，积极参与

社区建设和治理。

目前，金银山社区已形成“党的组

织无处不在、党员身影无处不在、党的

服务无处不在、积分管理无处不在”的

大党建格局。

在易地搬迁安置点社区中，毕节结

合实际，进一步落实党建工作机制，推

行“党建+积分”管理模式，严格落实

安 置 点 村 （社 区） 党 组 织 “ 三 会 一

课”、主题党日等党内政治生活基本制

度。把党员参加组织生活、党员群众遵

守居民公约、参与基层治理、参与文明

创建、办好事实事等情况作为积分依

据，根据积分兑换相应物资或服务等方

式， 拓展社区治理和服务效能。

近年来，毕节市围绕后续扶持“五

个体系”中“基层党建体系”的要求，

把易地搬迁安置点的基层党建与城市基

层党建工作一体推进，进一步健全党的

组织体系，推动党建引领安置地社区治

理取得实效。

今年以来，全市 15 个易地搬迁安置

点街道同步完成街道管理体制改革，新

成立的34个城市易搬社区全部建立党群

服务中心 （站），建立健全工作制度，

一站式开展党务、政务、社会服务，目

前已落实工作运转经费和服务群众专项

经费797.2万元。

为进一步夯实工作力量，毕节着力

配齐配强易地搬迁安置点村 （社区） 党

组织书记，党组织书记兼任村 （居） 委

会主任的134名，比例达92.4%。配齐配

强15个易地搬迁安置点街道党工委班子

成员 136 人，向有安置点的村 （社区）

选派第一书记 145 名、乡村振兴工作队

员384名。

为深入推进网格化治理，毕节着力

建强组织体系，选优配强网格党支部书

记或党小组长。在 145 个安置点村 （社

区） 成立党委 4 个，党总支 21 个、党支

部 120 个，共设立党小组 207 个，划分

网格 1049 个，其中 172 个党小组建立在

网格上。

同时，进一步强化领导干部联系帮

扶和结对帮扶工作。截至目前，全市对

安置点共开展结对帮扶 6132 次。配备工

作人员 3448 名 （含专职党务干部 143

名），安置点村 （社区） 干部月平均工

资 3271.2 元。健全群团组织 123 个，设

立党务工作站65个，从搬迁群众中发展

党员 126 人，目前已对安置点村 （社

区） 干部和党员开展培训 770 场次共

11179人次。

深化“象限管理” 巩固提升
“两个覆盖”

黔西市贵州世纪宏洋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党支部，现有正式党员 4 名，发展

对象 5 名。近年来，该党支部除了在黔

西市金凤小区和万卷书小区慰问困难群

众及退休老党员，还与多个脱贫村党支

部结成帮扶对子，开创“村企联建”模

式，以非公企业的资源优势、资金优

势，帮助壮大集体经济，帮助开展劳务

输出，帮助培育村企文化，力争通过

“村企共建”，实现村企资源互动，优势

互补，走出一条发展共谋、责任共担、

成果共享的“村企共建”道路。

今年以来，市委组织部召开部务会

专题学习贯彻全省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

社会组织工委 （扩大） 会议精神，研究

贯彻落实措施。市委非公工委召开全市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工委

（扩大） 会议，传达学习省委非公工委

（扩大） 会议精神，安排部署全市非公

党建工作，推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

会组织党建工作深入开展，推动党的建

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共促共赢。

加强政治建设，突出思想引领。通

过党工委班子成员带头宣讲、举办专题

培训等，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

组织党组织、党员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省第十三次党代会、市第三次党代会精

神上来。市县两级去年以来共培训非公

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组织书记及

党务干部 13 期 2122 人次，全市非公有

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为民办实事 1682

件，覆盖群众67245人次。

深化“象限管理”，巩固提升“两

个覆盖”。创新“象限管理”方法，按

照“象限管理”要求定期开展摸底排查

和集中组建。目前，纳入“象限管理”

台账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 4168 家，社会

组织 538 家，共建立党组织 1586 个，党

组织综合覆盖率 90.29%，覆盖率得到进

一步巩固提升。向未建党组织的非公有

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选派党建指导员

331 名，实现选派党建工作指导员全覆

盖。1586 个党组织中，308 个党组织实

现了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负责

人和党组织书记“一肩挑”，其余党组

织书记均由企业和社会组织管理层党员

或业务骨干党员担任。

全面铺开新就业群体和新领域党建

试点工作。开展货车司机群体党建试点

工作。按照全国、全省、全市关于开展

货车司机群体党建试点工作的安排部

署，市委组织部会同市交通运输局督促

指导各县 （市、区） 按照“八个一”措

施有序推进货车司机群体党建试点工

作。目前，已建立市、县两级道路货运

行业党委10个，货车司机流动党员党支

部 25 个，道路货运企业党支部 42 个，

全市 742 名党员货车司机全部纳入党组

织管理。

谋划筹备成立互联网党委。市委组

织部部务会传达了全省互联网企业党建

工作双提升三年行动计划部署会暨互联

网行业党委全体 （扩大） 会议精神，研

究贯彻落实措施，指导市委网信办及时

建立互联网行业党委，建立健全各项机

制制度，开展摸底排查，建立动态管理

党建工作台账，抓好各项任务落实。

突出示范引领，强化龙头民营企业

党建工作。大力实施龙头民营企业党建

示范引领行动计划。制定下发 《毕节市

龙头民营企业党建示范引领行动计划

（2021—2025 年）》，全市纳入党建工作

台账管理的 99 家龙头民营企业中，48

家 （市级 7 家、县级 41 家） 重点培育的

企业已全部建立党组织，并从中选择 19

家 （市级 3 家、县级 16 家） 进行重点打

造。

积极引导民营企业参与社区治理、

投身乡村振兴大潮。近年来，全市 993

个民营企业帮扶 1234 个村 （社区），累

计投入资金 58.57 亿元，受益群众 38.14

万人。

统筹推进其他行业党建工作。充分

发挥律师行业党建工作示范带动作用，

加强中小执业机构党建工作，落实律师

事务所党组织参与决策管理工作指引

（试行），稳步推进律师行业“万所联万

企”活动。认真落实民办学校党建工作

相关要求，配齐配强民办学校党组织书

记。同时，注重全面推进社会办医院、

行业商协会、快递物流等行业党建工

作，各行业党组织覆盖率平均达8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