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10 月 30 日，记者从

市科协获悉，11 月 2 日至 11 月

30 日， 以 “航天放飞中国梦” 为

主题的科普巡展活动将在贵阳科

技馆举行。

本次巡展由序厅、 登天之梯

区、群星璀璨区、天宫筑梦区、互

动体验区、 主题活动区及广场活

动区、纪念品售卖区等部分组成，

采用实物、模型、图文、视频、互动

体验、科普活动等多种展览形式，

展示中国航天事业的成就， 让广

大市民和中小学生了解航天、热

爱航天、发扬航天精神，不断提高

公众的科学素养， 启迪青少年科

学梦想。

本次航天展展区面积达三千

多平方米，展品类型多样、活动丰

富多彩， 是我国历年来开展的规

模最大的公益性航天科普主题展

览活动之一。其中，中国航天成果

展区聚焦我国航天事业取得的一

系列重要成就，展出火箭残骸、返

回舱、 返回式降落伞等珍贵的物

件， 这些都是从太空返回地球的

实物。

本次巡展旨在广泛传播航天

科技知识， 激发全市民众及青少

年崇尚科学、探索未知、敢于创新

的热情。 据了解，11 月 2 日开展

以后， 广大市民可前往位于观山

湖区观山西路的贵阳市科技馆观

看，本次巡展门票免费，可以现场

领取电子门票，每人限领一张票，

60 岁老人免票进入。

（本报记者 易颖）

要 闻

2 2018年 10月 31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张震 /�版式：吴洁

贵阳日报融合传播事业部 电话:0851-85829715� E-mail:szywsyb@126.com

政务简报

▲10 月 30 日， 全省民营企业关工委工作座谈会在贵阳召

开。 省关工委主任王正福出席并讲话，常务副主任龙超云、吴嘉

甫、唐世礼，副主任孙云阶，秘书长罗卫东出席。 市委常委、市委

组织部部长王华平致辞。 他指出，贵阳市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要指

示，虚心学习借鉴兄弟市州关工委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健全党建

带关建工作机制，深入开展“五好” 关工委创建，扎实推进贵阳

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再上新台阶。 市关工委主任李跃南，市关工委

常务副主任张承新，市关工委副主任蒋晓菁、郭应祥、肖林参加。

（本报记者 衣琼）

▲10 月 30 日，市政协围绕“加快我市乡村医疗体系建设”

召开资政协商会，部分市政协委员、我市基层医疗机构工作人员

与市直相关部门负责人面对面，从不同角度谈体会、提建议。 市

政协副主席邓胜龙出席会议并发言。 （本报记者 衣琼）

经市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

对下列同志进行任前公示 （排

名不分先后）。

1、刘宁，男，布依族，中共党

员，1974 年 4 月生，籍贯贵州清

镇，出生地贵州清镇，1992 年 12

月参加工作，省委党校在职大学

学历，现任清镇市王庄布依族苗

族乡党委书记，拟提名任清镇市

工业园区建设开发办公室常务

副主任（试用期一年）。

2、吴尧 ，男，汉族，中共党

员，1970 年 8 月生， 籍贯贵州

开阳， 出生地贵州开阳，1991

年 8 月参加工作， 省委党校在

职研究生学历， 现任开阳县人

民政府办公室主任兼县应急管

理办公室主任， 拟任中共开阳

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试用期

一年）。

3、黄雪梅，女 ，壮族 ，中共

党员，1974 年 7 月生， 籍贯贵

州从江，出生地贵州从江，1997

年 9 月参加工作，大学学历，文

学学士， 现任贵阳经济技术开

发区财政局局长（正科级），拟

提名任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财

政局局长 （副县级）（试用期

一年）。

4、代琼 ，女，回族，中共党

员，1968 年 8 月生， 籍贯贵州

贵阳， 出生地贵州凯里 ，1989

年 7 月参加工作， 省委党校在

职研究生学历， 教育硕士，现

任贵阳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委

员、 财政经贸系主任， 拟提名

任贵阳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

（试用期一年）。

5、谢立 ，男，汉族 ，中共党

员，1965 年 1 月生，籍贯贵州贵

阳， 出生地贵州贵阳，1988 年 7

月参加工作，大学学历，现任贵

阳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就业处副

处长（主持工作），拟任贵阳职

业技术学院党委办公室主任

（试用期一年）。

6、左乾荣，男 ，汉族 ，中共

党员，1974 年 9 月生，籍贯贵州

清镇，出生地贵州清镇，1998 年

7 月参加工作，大学学历，工程

硕士， 现任清镇市人民政府办

公室主任、党组书记，清镇市人

民政府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委员

会办公室主任（兼），清镇市铁

路建设办公室主任（兼），拟任

贵阳职业技术学院财政经贸系

党总支书记（试用期一年）。

公示时间：2018 年 10 月 31

日至 2018 年 11 月 6 日止。 如对

公示对象有问题反映的， 请通过

电话、信件、网络等方式，在公示

期间向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

（举报中心） 反映。 举报电话：

0851—12380—1；举报网站：贵阳

市 12380 举报网站 （网址：http:

//www.gysdj.gov.cn/12380）； 通

讯地址：贵阳市行政中心（邮编

550081）

中共贵阳市委组织部

2018 年 10 月 30 日

“谢谢你们让我了解了更多

的专业知识，面对孩子的病情不

再那么手忙脚乱”“多亏了你们

多次疏导，现在觉得自己不再是

‘单打独斗’ ， 情绪也不再那么

迷茫” ……在云岩区社会组织培

育发展中心，有这样一家社工机

构，靠着贴心的服务、周到的关

怀，不断收到越来越多人发自内

心的真诚感谢。

这是云岩区委群工委大力扶

持和培育的牵牛花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由血友病患者及其家庭

自发组建，专注于为罕见的血友

病人群及家庭提供专业服务，也

是贵阳市第一个专注于服务罕

见病家庭的社会组织。

罕见的“玻璃人” 困难重重，

专业的“牵牛花” 关爱多多，周

到的“真服务” 爱心满满。 在云

岩区委群工委、云岩区社会组织

培育发展中心的不断支持下，牵

牛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正有效

搭建起血友病患者与家庭成员、

血友病家庭、专家及专业社工之

间的“连心桥” ，温暖着一个个

备受病痛折磨的家庭。

罕见的“玻璃人” 困难重重

成立专业组织自助互助

血友病， 遗传性凝血功能障

碍的出血性疾病，2018 年 5 月 11

日被列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等五部门联合制定的《第一批罕

见病目录》。 不同于一般疾病，血

友病反复出血和难治性并发症

导致患者致残率高，因此血友病

患者被称为“玻璃人” 。

“血友病治疗费用极为昂

贵，一次出血动辄需要花费上万

元，除患者本身身心遭受巨大痛

苦外，绝大多数患者的家庭也会

遭遇巨大的经济压力，生活捉襟

见肘，治疗困难重重。 ” 一位血友

病患者的母亲坦言， 因为罕见，

患者及家庭总是存在巨大精神

压力，无人理解、无处排解，心理

负担十分沉重。

如何让血友病患者及家庭

更好地得到帮助？ 贵州大学社

工系教授一个 “关注血友妈

妈” 的心理疏导项目成为萌生

成立专业社会组织的 “导火

索” 。“项目吸引了一批血友病

患者的妈妈参与， 每月定期聚

会，心理老师专业辅导，妈妈们

相互倾诉 ， 收到了很好的效

果。 ” 云岩区牵牛花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负责人曾丽说， 项目终

有结束的一天， 但尽可能团结

血友病家庭抱团自助和互助 ，

依靠专业服务给予血友病家庭

全面的支持与服务， 却是非常

有意义的事情。

想法确定， 说干就干。 曾丽

和团队的几名成员很快通过打

听找到云岩区委群工委支持下

的社会组织培育发展中心。

“真没想到会那么快得到认

可，听完我们的想法后，工作人

员第一时间非常详细地告知了

我们注册成立社会组织的相关

事项，需要什么材料、组织章程

怎么设计，事无巨细。 ” 曾丽说，

今年 3 月，牵牛花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顺利注册，并成功入孵云岩

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中心，得到

了场地、政策等各项支持。

专业的“牵牛花” 关爱多多

全方位服务血友病家庭

“之所以命名为 ‘牵牛

花’ ， 是因为牵牛花虽然普通，

却很坚韧，藤蔓蜿蜒延伸，有着

顽强的生命力。 这与我们呼吁的

坚强面对病魔、链接更多血友病

家庭自助互助的理念是一致

的。 ” 曾丽说。

作为专注于为血友病家庭提

供服务的专业社工机构，牵牛花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使罕见被

看见，一项目一品牌” 为服务理

念，主要工作人员均是持证的专

业社会工作者，对血友病有着广

泛的研究、独特的见解和丰富的

服务经验。

在服务内容定位方面， 一方

面， 专注血友病患者家庭护理，

通过课程培训、知识分享、血友

沙龙等形式，传授血友病专业护

理技巧和护理知识，用专业知识

提升护理效果，尽量减少因护理

不当导致的致残几率； 另一方

面， 专注服务血友病家庭成员，

尤其是因血友病遗传性发病承

受巨大精神压力的血友病母亲，

通过集体户外活动、个案一对一

疏导等方式，帮助血友病家庭成

员更好地面对生活。

来自修文县六广镇农村的血

友病母亲周玉（化名）对此深有

体会。 “今年孩子又一次意外出

血，家庭精神上的压力和经济上

的压力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精

神十分抑郁。 多亏了牵牛花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是她们一次一次

精神的疏导和经济上、药品上的

慷慨相助帮助我挺了过来。 ” 周

玉说。

值得一提的是， 牵牛花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的目标还不止于

此。“除做好服务外，我们更希望

能整合更多社会资源，引导社会

关注并支持这个特殊群体，帮助

血友家庭通过各种渠道增强自

身‘造血’ 功能，从而更好地与

病魔抗争。 ” 曾丽说。

周到的“真服务” 爱心满满

“大数据 + 公益” 扬帆起航

“之前都是按需治疗，听完

课程才知道有条件一定要按预

防治疗。 ”“感谢这个平台，让我

们在上百公里之外也能得到专

业的指导” ……虽然距离上次课

程结束已经一段时间，曾丽的手

机上总是会收到血友病家属发

来的类似信息，言语之间，都是

真挚的谢意。

谢意的来源， 还得从牵牛花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创新“大数据

+ 公益” 思路，搭建线上“血友知

识讲座平台” 说起。

“作为一种罕见病，贵州省

目前登记在册的血友病人大概

200 余人， 分散在全省各个地

方。 很多血友病家庭因为各种

原因， 或多或少存在着不了解

血友病、 不懂正确的护理方法

或用药方法、 甚至是观念误区

的情况。 ” 曾丽说，依托 2018 年

贵阳市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

服务的项目资金扶持， 牵牛花

团队逐渐萌生了借助大数据手

段， 搭建线上平台服务更多血

友病家庭的想法。

经过多方奔走，“血友病知

识讲座平台” 顺利搭建。 平台

面向血友病家庭开放， 每个月

邀请省内知名专家和医生开展

线上讲座， 系统囊括血友病的

产生、 血友病的治疗及预防重

要性、血友病护理等内容，包含

语音、PPT、 线上提问等多种形

式， 最大限度服务更多的血友

病家庭。 平台搭建两个多月以

来， 参与人员已经从最初的几

十人增长至 200 余人。

“用心用情真正付出，血友

病患者和家庭就会多一份温

暖、多一份希望。 ” 曾丽说，以

“大数据 + 公益” 思路为指导，

下一步， 牵牛花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还将进一步探索建立更多

的线上服务平台， 借助大数据

优势帮助更多的血友病患者和

家庭。

� 黄秋月

细致入微的关爱 让“玻璃人” 更坚强

———云岩区抓实社会治理和群众工作提升群众幸福感系列报道（三）

市管干部任前公示

筑组干任公示〔2018〕4 号

本报讯 今年以来， 贵阳市

聚焦重点难点，探索“提级 + 交

叉” 市、区（市、县）联动模式，开

展教育系统区（市、县）巡察工

作。 截至目前，共推动立行立改

问题 1132 个，发现问题 2605 个。

据了解，今年以来，贵阳市纪

委监委充分利用 “提级 + 交叉”

的优势，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多、

社会关注高” 的教育领域，有重

点、 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项巡察。

由各区（市、县）委巡察工作领

导小组根据本地区实际，结合了

解掌握的群众反映较多、问题较

为突出等情况，通盘考虑、认真

研究，每个区（市、县）选取具有

代表性和针对性的 12 家学校

（包括中学、小学、幼儿园、职高

等）作为被巡察对象。

在本轮交叉巡察过程中，各

区（市、县）抽调巡察干部，由市

委统筹组成巡察组在全市范围

交叉派驻。 巡察过程中，巡察组

不仅查阅相关资料， 还开展访

谈、听取建议，做到因地制宜，精

准发现问题。 此次交叉巡察，市、

区（市、县）两级共派出 44 个巡

察组 254 名巡察干部对 137 家被

巡察党组织开展为期 3 个月的

“政治体检” 。

同时， 把深化政治巡察摆在

更加突出的位置， 采取市委统

筹、市县联动、异地交叉的方式，

“提”“交” 结合，分两级对市属

学校和区（市、县）学校进行巡

察。 巡察期间，市、区（市、县）两

级分别召开巡察工作推进会，层

层听取巡察工作汇报，了解掌握

巡察工作进展情况。 巡察结束

后，各巡察组向市委和被巡察单

位所在的区（市、县）党委汇报

巡察工作， 通过统筹领导联动，

紧紧压实市区（市、县）两级党

委巡察工作主体责任。

市委巡察办印发了《关于撰

写巡察报告有关事项的意见》，

规范指导各巡察组统一巡察报

告。 各交叉巡察组发现的问题线

索移交被巡察单位所在区 （市、

县）的同时，一并移交市委巡察

办，市委巡察办结合全市问题线

索， 对于共性问题统一标尺，组

织财政、 教育等部门专题研究，

提出有关意见建议，进一步提升

问题线索移交质量。

（本报记者 章婧）

贵阳探索“提级 + 交叉” 模式

深入开展教育系统巡察工作

筑城清风广角

“ ”

政治生态 护林员

中共贵阳市纪委 贵阳市监委

本报讯 10 月 30 日，全国

首部军改题材作品、 大型公益

电影《我是老兵》在黔首映，千

余名嘉宾和观众在贵阳会议中

心观看影片。

据介绍， 影片由八一电影制

片厂、贵阳市委宣传部、观山湖区

委区政府、 北京凤凰会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联合拍摄， 片长 100分

钟， 讲述了一群复转老兵离开部

队转业到地方工作后， 在政府安

置与自主创业选择中， 从各种不

适、 艰难创业到在各级政府及社

会各界共同关心支持下， 主动作

为，赢得社会广泛赞誉的故事。

作为联合摄制单位， 观山

湖区为电影拍摄提供各方面的

大力支持。 “近年来，我区紧紧

围绕中央、省、市双拥工作系列

部署和全区拥军爱军 ‘一二三

四’ 工作思路，突出教育、管理、

服务三大职能， 创造性地建立

了全市首个‘军人之家’ 和‘军

人议事会’ ，成立了贵阳市复退

军人就业创业基地暨观山湖区

军创中心，设立了全区各级‘军

人之家’ 党组织，全力解决军人

后代、后院、后路问题。” 观山湖

区有关负责人说，电影《我是老

兵》的创作初衷来源于此。

（杨然照 本报记者 帅弋）

本报讯 10 月 30 日，为期两

天的贵阳市“绿丝带” 文明共建

巡访团第四次巡访圆满收官。

当天，全市 20 支社区“绿丝

带” 巡访队和 4 支由热心市民自

发组成的巡访小队共 24 支巡访

队伍继续走访公共广场、 主要交

通路口、商场或超市、街巷、新建

小区或老旧院落、农贸市场等地，

以巡访员的角度观察、体验，参照

《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 标准

为这些地方的文明程度进行打

分，并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 “通

过巡访， 感觉社区周边的环境比

较好，行人遵守交通规则，公交车

上主动让座的人比较多。 希望通

过我们的巡访， 带动更多人参与

其中， 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更美

好。 ” 花溪区明珠社区巡访员杨

贾婷说。

贵阳市“绿丝带” 文明共建

巡访团自 7 月 4 日启动首次巡访

以来，在全市各区（市、县）分别

开展了三次暗访、明访 、入户调

查等工作。 活动得到社会各界极

大关注，获得市民、被巡访单位

的支持和点赞。 通过两天的社区

实地巡访，巡访员发现，所在社

区的整体文明程度较好，亮点不

少，主要交通路口行人不乱闯红

灯，车礼让行人；新建小区或老

旧小区的环境卫生都较好，文明

宣传到位；公共广场地面干净整

洁，无乱扔垃圾现象 ；超市和农

贸市场货品摆放整齐，消防设施

齐全，商家能做到文明经营。 同

时，巡访团也发现一些需要改进

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个别车辆乱

停乱放、占道经营、存在卫生死

角等方面。

贵阳市“绿丝带” 文明共建

巡访团由市文明办统筹管理，巡

访员通过集中与分散、明察与暗

访相结合、 入户走访等方式，督

促创建进展、 发现存在问题、反

映社情民意、 开展文明劝导、宣

传创建成效，当好文明创建活动

的巡视员、市容环境秩序的监督

员 、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守护

者、 贵阳文明形象的宣传员、推

进文明创建工作的参谋员，推动

贵阳市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成果，加快建设公平共享创

新型中心城市。

（本报记者 金毛毛）

“绿丝带” 文明共建巡访团

第四次巡访圆满收官

全国首部军改题材电影《我是老兵》在黔首映

图为《我是老兵》剧照。 （观山湖区委宣传部供图）

“航天放飞中国梦”

科普巡展本周四在筑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