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 帅弋 统筹

清镇市纪委———

注重“四个结合”

创新党风廉政教育

本报讯 来自清镇市

纪委的消息， 清镇市注重

“四个结合” ，创新开展党

风廉政教育， 在全市党员

干部中收到良好效果。

今年以来 ， 在 常 态

化、长效化推进党风廉政

教育工作中，为让党员干

部乐于接受教育，提高工

作实效，清镇市注重传统

文化与廉政文化相结合，

以歌曲、 舞蹈、 小品、诗

朗诵等舞台艺术表演的

形式展现廉政文化，以达

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感

化作用；注重宣传教育与

情感教育相结合，在宣教

活动中挖掘情感因素，发

挥教育和挽救干部的双

重功能；注重传统方式与

创新方式相结合，用违纪

违法官员的典型案例，为

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打

好“预防针” ；注重警示

教育与预防教育相结合，

组织党员领导干部现场

在法院旁听职务犯罪审

判，以案明纪、以人为镜、

以儆效尤。

截至目前， 该市已开

展上百人的廉政文化及警

示教育活动 5 场（次），使

广大党员干部在党风廉政

教育活动中自警、自省，筑

牢预防腐败的防线。

（杨洪金）

现有在建水库 4 处，明年内将全部建成投用；

创新水厂管理模式，今年初，5 镇 3 乡实现全天 24 小时不间断供水；

加大人财物投入，全市防汛抗旱能力不断得到提升；

……

近年来，清镇市扎实开展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供水管理及防汛抗旱等工作，全市工程性缺水问题逐渐解决，农村饮用水难题逐步改善，

全市防汛抗旱能力不断增强，各项工作成效显著，民生福祉得到很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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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诗词文化进校园活动

增强师生“文化自信”

本报讯 近日， 清镇

市启动诗词文化教育进

校园活动。 活动将依托清

镇市诗词学会资源，以推

进“文化自信” ，培育诗

词新人，繁荣诗词创作为

目标， 弘扬传统文化，服

务清镇发展。

活动启动后，将扎实

开办好传统诗词创作课，

通过诗词创作基础知识

讲座， 诗词阅读与欣赏、

吟诵、创作等方式，让喜

欢诗词创作的广大师生

在潜移默化中成长，特别

是对有一定基础、热爱诗

词创作的师生进行重点

指导，培育一批诗词教学

骨干教师，推出一批校园

诗人。 同时，围绕纪念改

革开放 40 周年主题 ，指

导师生创作一批讴歌新

时代的诗词作品，引导他

们积极参与各地各类诗

词创作大赛，让校园诗词

走出清镇， 飘香筑城，誉

满黔地。

据悉 ，清镇市十分重

视诗词文化的传承及文

化事业的发展。 近年来，

编撰了 《清镇风物诗词

集》， 共 选录 诗 词 作 品

425 首 ，楹联 60 副 ，赋和

记 22 篇 ； 组织参加各类

诗词大赛 ， 共获奖项 60

多个。 目前，该市正在编

撰《清镇诗词联赋集》第

一集 ， 拟于今年国庆前

后出版发行。

（耀家昌）

发挥家委会和志愿者协会作用

助推禁毒示范城市创建

本报讯 今年以来，

清镇市充分发挥家委会

和禁毒志愿者协会的作

用，努力帮助社区戒毒康

复人员回归社会，最大程

度地杜绝影响较为恶劣

的吸毒人员肇事肇祸案

件和脱管失控吸毒人员

引起的重大违法犯罪案

件“两个” 不发生，有力

助推了禁毒示范城市创

建工作。

工作中， 该市广泛动

员有意愿参与戒毒康复工

作的戒毒康复人员家属、

社区民警、法律工作者、司

法调解员、村（居）退休老

干部、老党员等力量，组建

了 14 个乡（镇、社区）家

委会；招募在戒毒治疗、心

理矫治、体能康复、文化娱

乐、就业扶持、职业培训、

困难救助、 宣传教育等方

面有一定专长的人员，组

建了禁毒志愿者协会。 依

托家委会、志愿者协会，组

织戒毒康复人员开展心理

咨询、参加文艺演出，指导

他们开展康复训练； 为戒

毒康复人员提供就业技能

培训， 帮助他们回归和融

入社会。

截至目前 ， 该市 14

个乡（镇、社区）家委会

涉 及 家 庭 总 数 970 户

1023 人， 开展各项活动

113 次 ， 活 动 覆 盖 人 数

1074 人次；禁毒志愿者协

会人数 1635 人， 开展各

项活动 121 次，活动覆盖

7717 人次。

（王远军 刘勇）

开展校企合作

助推乡村振兴发展

本报讯 近日， 清镇

市 “乡村振兴·青春闪

光———校企合作 暨 青 年

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 启

动， 贵州农业职业学院

与清镇市产投公司就产

教融合的初步合作进行

了现场签约 ， 开启了校

企合作助推乡村振兴发

展模式。

据悉， 位于贵州 （清

镇）职教城的贵州农业职

业学院是我省唯一一所

农业职业院校，拥有先进

的农业技术和人才。 清镇

市产投公司是市政国有

公司，承担了清镇市农业

产业结构调整工作。 为达

到资源整合，互惠互赢的

目的，双方利用各自的产

业优势 、项目优势 、人力

资源优势 、 师资力量优

势 ，做到产教融合，使清

镇市产业发展与职教城

教学有机结合。 协议签署

后，产投公司将以红枫湖

镇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项

目基地作为贵州农业职

业学院校外实训基地，为

校方办学和专业课程提

供研究场地，培养高素质

技能型和应用型人才。 清

镇市产投公司将以贵州

农业职业学院作为人才

培训基地，为乡村振兴战

略输出人才，注入活力。

下一步， 双方将共同

创新机制 ， 深化校企合

作， 着力拓展合作领域，

扩大合作成果，推进科技

成果转化， 实现双方共

赢，共同助力清镇市乡村

振兴。

（杨厚信 刘泽高）

管水用水 福泽湖城

———清镇市强化水利设施建设增进群众福祉纪实

7 月 9 日下午，清镇市席

关水库建设现场一片繁忙，施

工人员正在进行工程的后期

扫尾工作。 “我们这个项目主

体工程已经完成， 接下来，将

进行库区移民及相关清理工

作。 ” 贵州省水投水务集团清

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祎是

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据他介

绍， 这个水库总库容 477 万立

方米， 今年底下闸蓄水后，可

以解决站街镇工业西区甚至

整个站街镇的工业用水，助推

站街镇的经济发展。

除了席关水库的建设 ，

为解决工程性缺水问题 ，近

年来，清镇市还在骨干水源

工程 建设 方 面 做 了 规 划 和

布局 。

“我市‘十三五’ 水务建

设规划明确，将新建骨干水源

工程小（一）型以上水库工程

8 处，其中包括中型水库 2 座，

小（一）型水库工程 6 座，总

库容将增加 5452 万立方米 ，

规 划 估 算 总 投 资 21.96 亿

元。 ” 根据清镇市水务管理局

党委书记、 局长施春旭的介

绍，目前，全市正在建设的水

库有 4 座。

燕尾水库总投资 14290 万

元， 目前已经完成投资 11290

万元，工程总体进度达到 80% ，

计划于今年 12 月下闸蓄水。戈

家寨水库总投资 79790 万元，

目前已经完成投资 38000 万

元， 计划于明年 12 月下闸蓄

水。 大麦西水库总投资 15200

万元，目前已经完成投资 3800

万元，计划在明年 12 月下闸蓄

水。 而羊叉河水库、陀陇水库

工程、马场河水库、钟其林水

库 4 座水库， 正在按照工作安

排，有序开展工程建设开工前

的相关工作。

“这些规划建设的水库实

施完成后，将解决全市 25 万人

的饮水和 2.35 万亩农田灌溉

问题。 ” 施春旭说，届时，清镇

市生活、工业及农业用水情况

将得到进一步改善。

强化规划统领：骨干水源工程快速推进

“长期以来，不少供水设

施存在重建设轻管理的问题，

对此，我市在去年 10 月将原来

乡镇管理的水厂全部移交给

乡镇水务公司管理， 此举，使

供水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管理

逐渐规范，水处理工艺得到提

升。 ” 施春旭说，这一举措，改

变了站街镇、卫城镇、新店镇、

暗流镇、犁倭镇、麦格乡、王庄

乡、流长乡原来每周只能 2 至

3 天供一次水的情况。“如今，

这些乡镇已经实现全天 24 小

时不间断供水， 受益群众达 6

万余人。 ”

近年来， 清镇市实施的一

系列饮水工程，扩大了城市供

水规模， 提升了饮用水质量，

增强了群众的幸福感。

根据贵州省脱贫工作饮水

安全，以及贵阳市扶贫工作饮

水安全的有关要求，为切实解

决清镇市西部乡镇饮水问题，

清镇市实施了迎燕水库至卫

城王庄及新店烟草行业援建

水源工程。 这个项目总投资

12482 万元， 供水规模 5.53 万

立方米 / 日， 其中烟区灌溉

4.93 万立方米 /日， 人畜饮水

0.6 万立方米 / 日， 工程在去

年底完工并通过县级验收后，

解决了 3.065 万人饮水安全和

51120 亩烤烟灌溉问题。“这个

工程是我市从中东部向西部

调水的标志性供水工程，打破

了我市区域性水资源分配不

均、工程性缺水的局面，实现

了中西部水资源共享，具有显

著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 ”

施春旭说，这个工程还运用了

国内先进的净水设备，将过去

药物消杀工艺改变为无碘食

用盐消杀， 使饮用水质量、安

全进一步提升。

近年来， 清镇市实施的重

要水厂项目还包括莲花山水

厂建设项目。 这个工程投资

2.2 亿元， 供水规模为 5 万立

方米 / 日， 明年完工投用后，

将主要解决站街新老城镇及

周边村寨、贵州清镇职教城西

区、 清镇工业园区饮水问题，

受益群众超过 5.3 万人。

在推进水厂建设的同时，

清镇市还加快了小型农田水

利工程建设。 据统计，2013 年

至 2017 年， 全市共投入资金

26036.14 万元， 实施水利项目

409 处， 项目包括冬春农田水

利基本建设工程、 美丽乡村

“提高型” 示范点设施建设项

目、小型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项

目、定点项目等，这些项目建

成后，灌溉面积逾 76739 亩，受

益人群逾 10 万人。

目前， 贵阳市规划了农村

集中供水巩固提升三年行动

计划，按照计划，将在清镇市 8

个乡镇实施 12 个供水巩固提

升工程，解决 123 个村 220698

人的饮水问题。 届时，将全部

解决清镇市 20 户以上自然村

寨饮水安全保障，使农村集中

式供水率达到 85% 以上， 自来

水普及率达到 80%以上。

同时， 清镇市今年还将实

施红枫湖片区供水工程、 莲花

山水厂管网配套工程、 新店水

厂工程；2019 年计划实施新发

水厂扩建工程和管网延伸工

程；2020 年计划实施羊叉河水

库青龙片区供水工程、 陀陇水

库岩脚水厂工程、 席关水库犁

倭水厂工程、麦格水厂、陀陇水

厂、新店水厂管网延伸工程、暗

流水厂等工程， 这些工程完成

后， 清镇市城乡供水集中连片

覆盖将基本实现， 农村供水保

障率不高的问题将得到解决。

根据贵州省脱贫工作饮水

安全，以及贵阳市扶贫工作饮

水安全的有关要求，清镇市小

康水行动计划也在拟定中，这

个计划以特别困难村和边远

村寨、建档立卡贫困户和低收

入困难户为核心，将每年投入

资金 1000 万元实施一批小康

水巩固提升工程，确保到 2020

年全市扶贫攻坚饮水安全全

部达标。 据悉，今年拟定实施

的 14 个小康水巩固提升工程

中， 已经完成 7 个工程， 其他

工程将于年底全部完工，将解

决 2380 户 10150 人的饮水安

全问题。

紧扣扶贫攻坚：供水工程规范管理

“近 5 年来，我市共投入水毁修

复资金 447 万元，修复水毁水利工程

64 处；恢复、保护农田灌溉 9423 亩，

恢复供水人口 9056 人； 投入抗旱资

金 494.42 万元。 ” 施春旭说，不断增

加的人才物投入，使清镇市防汛抗旱

能力持续增强。

近年来，清镇市防汛抗旱工作立

足防大汛、抗大旱，从思想、组织、队

伍、预案、物资上狠抓落实，明确了小

（二）型及以上水库防汛行政责任人

及技术人员、专管人员，积极开展汛

前检查，确保各项工作实现科学有序

管理。

根据安排部署， 清镇市 9 个乡

镇、7 个社区、181 个行政村、38 个居

委会均正式行文成立了乡、镇、社区

防汛抗旱指挥部和村（居）防汛抗旱

指挥中心及其办事机构，明确防汛责

任和工作目标，制订工作制度，确保

基层防汛抗旱工作有力有序， 同时，

每个行政村（居）成立了指挥机构，

制定了简单易懂的 “一页纸防洪预

案” ，做到防患于未然。

山洪灾害预警平台建设也是清

镇市防汛抗旱工作的重要一环，近年

来，清镇市投入资金 271 万元对此进

行了完善。

根据贵阳市委、市政府对防汛工

作的要求，清镇市与专业公司签订购

买了“贵阳市智慧防汛决策系统” 预

警预报服务， 这个项目于 2017 年完

成建设并投入运行，主要建设内容包

括在全市小型水库上安装自动水位

雨量站点以及图像站，在大型水库上

安装自动水位雨量站及视频监测站。

“智慧防汛决策系统以大数据

来水预报为基础，以优化调度、快速

决策为核心，以大数据、云服务为手

段，以云端发布服务、互联网、移动终

端为载体，对我市水库、山洪小流域

及重点河流区域进行全面、 多元、动

态的数据采集、分析，充分利用雨情、

水情、 工情的各种监测和预报信息，

结合水利工程的调度能力，建立包括

无工程性调节区域的预警决策系统、

水库区域调峰管控系统、水库综合调

峰系统在内的综合决策服务系统，实

现了对全市各流域水系、水库、水电

站及山洪小流域的汛情信息监控、发

布、预警、预报、科学调度、决策分析、

响应等防汛各环节的智能化管理。 ”

根据清镇市水务管理局相关工作人

员的介绍，全体防汛值班人员能够在

系统上随时监测到水库水位雨量情

况、 水库蓄水现状及预警预测情况，

为水库安全度汛提供了坚实保障。

近五年来，清镇市在城市防洪工

作中也下了大力气，共投入 500 余万

元，用于更新改造、疏通城市排水管

网，清理城区河道，建设城市排污沟

及排洪沟等市政设施，有效提升了城

市排洪防涝能力。 同时，还投入资金

1084 万元， 实施了城市排洪沟清淤、

透水砖铺设等工程，使城市排洪更加

通畅，2014 年以来， 全市没有出现城

市内涝等现象。

“水务工作是一项长期、艰巨的

工作，事关全市经济发展、事关群众

生命安全及生活质量，我们将恪尽职

守， 努力提高业务水平和服务效益，

确保全市水利建设指标不断提升，持

续增进人民群众幸福指数。 ” 施春旭

说，路漫漫其修远兮，不断求索是全

市水务工作者的任务。

本报记者 帅弋 /文 杨婷 /图

加大人财物投入：防汛抗旱能力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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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庄泵站的工作人员正在检修水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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