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2 月 13 日， 位于开

阳县南江乡的贵州省开阳县四季

硕果五彩泡椒厂复工生产。 现代

化厂房里，机器声嗡嗡作响，一派

热火朝天的工作场景。

四季硕果五彩泡椒厂位于开阳

县南江乡毛家院村， 是该村外出务

工人员宋育刚于 2017 年返乡创办

的。 目前， 该企业已开发出 “辣么

脆”“五彩椒”两款泡椒产品。

据介绍，开阳县南江乡毛家院

村是贵阳市 20个特别困难村之一，

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46户 154 人，产

业单一、不成规模是毛家院村经济

发展的瓶颈。 五彩泡椒厂落户该村

后，建立了辣椒生产基地，组织当地

农户种植五彩辣椒，开创了“公司 +

基地 + 贫困农户” 的创新经营模

式，通过吸纳村民就业、发展特色产

业的方式带动农户增收。

目前，毛家院村已有 70余户低

收入困难群众和四季硕果五彩泡椒

厂签订了“包栽包收包售” 合作协

议。 全村五彩椒种植面积达 460多

亩，亩产 2000 多斤，年平均收购价

格每斤 2元，年每亩有 4000 多元的

收入。通过种植五彩椒，带动 130余

人就业， 其中低收入困难户 30 余

人， 平均为每户创造年收益 2万多

元。 （雷涛 本报记者 李春明）

本报讯 2 月 13 日， 开阳

县、 楠木渡镇和县烟草专卖局办

公室相关负责人在楠木渡镇中合

村召开千亩烤烟产业田园综合体

组长座谈会及群众会， 向群众介

绍烤烟产业田园综合体建设基本

情况， 宣传土地流转政策以及发

展规划情况， 并逐一解答群众的

疑问。

在决战脱贫攻坚进程中，楠

木渡镇积极利用当地适宜发展烤

烟种植的地理优势，在省、市、县

烟草公司的支持下， 拟在中合村

建设规模为 1000 亩的烤烟产业

田园综合体，依托美丽乡村建设，

打造集现代农业、观光休闲旅游、

田园社区为一体， 乡村特色综合

发展的省级园区。

该综合体由县烟草公司牵头

实施，涉及中合村改木湾、肖山沟、

大寨、碾房、新房子、街上、小山、龙

井湾、 黄金树、 沙树坝 10 个村民

组。 该项目计划流转土地 1000亩，

流转期限 10年，流转标准按田 400

元 / 亩、土 300 元 / 亩计，土地流

转费每两年支

付一次。

按 照 计

划，该综合体

将逐步完善

烟叶发展的配套功能， 加快实施

机耕道、耕作便道、烤房、烟水配

套工程、排灌沟渠、小水池、小水

窖等基础设施的维修和建设工

作。 新建新能源烤房 20 座，改造

新能源烤房 10 座，逐步替代传统

燃煤烤房， 到 2019 年底实现移

栽、采摘、烘烤、分拣“一条龙” 机

械化式生产。

（本报记者 李春明）

楠木渡镇———

打造千亩烤烟产业田园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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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月 15 日，中共开阳

县第十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

次全体会议召开。 会议提出，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引， 深入贯彻落实十九

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 十二届省

纪委三次全会和十届市纪委四次

全会精神，增强“四个意识” 、坚

定 “四个自信” 、 做到 “两个维

护”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面从

严治党战略部署上来， 坚定不移

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 不断

开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新局面，为全县更高标准要求、更

高水平开放、 更高质量发展提供

坚强保障。

会议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有

关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系列重要

讲话，高瞻远瞩，直面问题、掷地

有声， 为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

行动指南。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

刻领会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的核心要义， 深刻领会把握党

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重

要经验， 深刻领会把握党的十九

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新的

重大成果， 深刻领会把握中央、

省、市纪委全会重要精神，切实增

强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自觉政治

自觉行动自觉。

会议强调， 全县上下要认清

形势，直面问题，增强斗争决心，

保持政治定力，提振必胜信心。 要

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

入推进反腐败斗争， 夺取全面从

严治党更大战略性成果， 巩固发

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成果，

为高标准要求、高水平开放、高质

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要狠

抓政治建设，坚决落实落细“两个

维护” ，持续正风肃纪，营造风清

气正的政治生态； 要用铁拳惩治

腐败，压紧压实责任，推动全面从

严治党责任体系落实落细； 要提

升监督效能，健全完善横道边、纵

到底的监督体系； 要切实维护群

众利益，向群众身边的“微腐败”

亮剑。

会议要求， 全县领导干部要

坚决严格执行党内政治生活若干

准则，在忠诚践行“两个维护” 、

提升政治素养、严守政治纪律、勇

于担当作为上带头作好表率。 纪

检监察机关和纪检监察干部要强

化表率意识，打造模范机关，当好

忠诚卫士，努力锻造一支忠诚、干

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铁军。

（本报通讯员 贺安康 卢俊旋

本报记者 李春明）

回首 2018 年， 平安开阳的建

设，足音铿锵；和谐开阳的打造，

行稳致远。 平安和谐，既是城市发

展前行的必要条件， 更是群众安

居乐业的基本愿望。

在过去的一年里， 开阳县强

化统筹、加大投入，以提升群众安

全感和满意度为目标，以“平安开

阳” 建设为载体，以“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工作为抓手， 有序推进

全县平安建设各项工作， 为建设

公平共享富美新开阳营造了和谐

稳定的发展环境。

“扫黑除恶” 维护和谐环境

黑恶不除，百姓难安。 有黑必

扫，除恶务尽。

为稳步推进“扫黑除恶” 专项

工作，开阳县成立专项斗争工作领

导小组，先后出台《开阳县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线索摸排、管理、移送、

反馈工作规定》《关于在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中强化监督执纪问责的

实施方案》等相关文件，多次召开

推进会、 专题会和业务培训会，研

究解决工作推进中存在的问题，并

和乡镇、社区、成员单位签订“扫

黑除恶” 专项斗争工作目标责任

书，层层落实责任、层层传递压力。

工作中，县扫黑除恶办牵头，

纪委监委、公、检、法、司等部门实

行联席会议制， 共同对线索进行

研判，在案件侦办方向、证据固定

等方面磋商达成共识，实现“扫黑

除恶” 工作 “从快打击” 新突

破———

组织、民政部门对有无操纵基

层换届选举、利用家族势力横行乡

里等线索进行摸排，住建、国土、交

通、 市场监管等部门对强揽工程、

“黑的” 问题、欺行霸市、非法高利

贷等线索进行摸排，教育部门对校

园欺凌黑恶势力等进行摸排。 共收

到县国土局、县交通局、县综合执

法局摸排上报线索 18 条；

将“扫黑除恶” 与禁毒人民战

争和打击“盗、抢、骗、黄、赌” 等

治安重点问题综合整治结合起

来， 查处赌博案件 28 起， 打击涉

黄违法犯罪案件 34 起，抓获黄赌

违法人员 127 人， 收缴赌资 23 万

余元； 破获涉毒案件 39 起， 刑事

打击 48 人， 缴获毒品 1.015 公

斤，查处涉毒人员 705 人；

各职能部门开展乱点整治行

动，共刑事处罚 22 起，行政处罚

219 次（起），涉及人数 3401 人，

处以罚金 83.5 万余元，涉及领域

涵盖文化娱乐、违章建筑、非法营

运等重点行业和领域。

据初步统计，一年来，开阳县

打击恶势力犯罪集团 1 个； 共收

集、 摸排涉黑涉恶线索 85 条，破

获九类涉恶案件 23 起，抓获九类

涉恶犯罪嫌疑人 73 人， 刑拘 71

人； 政法机关向县纪检监察机关

移送问题线索 5 件， 县纪检监察

机关向县政法机关移送问题线索

6 件，党纪立案 1 人。

打防并重助推平安建设

前不久， 一条开阳公安 24 小

时火速破获抢劫案的消息刷爆了

开阳人的朋友圈。

2 月 11 日 18 时 46 分， 开阳

县公安局接到群众报警称在永温

镇被 3 人抢走千余元。 接到报警

后， 开阳公安不畏艰辛、 连夜追

踪，通过调查摸排和天眼资料，在

第二天 18 时就将犯罪嫌疑人全部

抓获， 不到 24 小时 “神速破案”

广获群众点赞。

在打击违法犯罪行动中，公安

机关持续发挥严打主力军作用，

加强对“两抢一盗一骗” 、扒窃、

涉黑涉恶等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犯

罪的打击力度， 形成强大的打击

震慑力。

同时，县综治委还统筹安排各

相关职能部门对医院、 超市、景

点、车站、集贸市场、铁路沿线、废

旧物品收购点等重点场所开展整

治，净化环境，全力挤压犯罪分子

活动空间。

据统计，去年，开阳县共受理治

安行政案件 3010起，办结 2505起，

办结率 83.22%， 行政拘留 859 人，

罚款 28.9 万余元；立“两严一降”

刑事案件 867起，同比下降 2.47%，

刑事拘留 374人； 接触性诈骗案件

和抢劫案破案率均为 100%。

为强化治安的源头防控，公安

机关继续坚持 24 小时不间断巡

逻，各乡镇、社区根据辖区治安特

点，有针对性地组织干部职工、村

（居）干部佩戴红袖标进行巡逻，

并结合“组组通”“三同一助” 等

活动进家入户宣传防盗防骗等知

识，提高群众自防意识。

同时， 加大对邻里、 婚恋、山

林、 土地等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

作的力度，努力做到发现在早、防

范在先、处置在小，防止各类矛盾

碰头叠加、蔓延升级，最大限度减

少和消除不稳定因素， 全年共排

查各类矛盾纠纷 1205 起 ， 化解

1185 起，化解率为 98.34%。

筑牢网底提升群众安全感

自从小区里装上了具有人脸

识别功能的“遥控门” ，家住在紫

兴社区世纪佳苑小区的蒋万经感

觉安全多了。 “去年装了遥控门，

不仅出入方便， 最大的变化是小

区更安全啦。 ” 蒋万经说。

蒋 万 经 的 感 受 有 数 据 为

证———2017 年， 新世纪小区刑事

案件发案 17 起。 自小区启动人脸

识别智能管理系统后，2018 年刑

事案件发案率为零。

群众安全感的提升源自基层

基础的不断夯实。

开阳县以“雪亮工程” 建设为

契机，在原建一期“天网工程” 的

基础上，大力推进农村“小天网工

程” 升级改造和“物联网＋” 应用

技术，向科技要警力———

去年，紫兴社区世纪佳苑小区

和南山社区万象君汇周边小区的

人像识别智慧工程完工验收投

用；为南江乡毛家院村、宅吉乡潘

桐村、南龙乡田坎村、禾丰乡王车

村、 高寨乡久场村和平寨村共安

装监控摄像头 136 个并已投用；在

高速路沿线 7 个乡 （镇） 安装的

144 个监控探头已投入使用；投入

160 万元在南山社区凌角堰居委

会的五中小区安装人脸抓拍和人

像识别监控视频系统， 前期的项

目建议书已经完成， 即将开始招

投标进行施工。

“物联网＋” 应用技术正有序

推动，2018 年以来新安装摩托车

防盗器 6960 余套， 全县摩托车防

盗器安装已达 21100 余套， 共建

“物联网 +” 机站 339 个。

同时，全县还持续开展“零发

案小区” 和“平安和谐村寨” 创建

活动， 通过完善小区基础设施建

设，激活基层创建细胞，积小安为

大安。

得益于固若金汤的基层基

础，开阳县“无传销县” 创建工作

有序推进， 辖区内无传销违法行

为；3 个市级 “星级平安居住小

区” 成功验收，10 个以上的小区

达到“零发案小区” 创建要求；平

安校园、 平安村寨等基层创建有

序推进。

本报记者 李春明

凝心聚力保平安 铿锵足音奏和谐

———开阳县 2018 年平安建设工作综述

中共开阳县第十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提出

坚定不移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

春

节

元

宵

本报讯 2 月 19 日，开阳

县 2019 “我们的中国梦” ———

文化进万家·多彩贵州百姓大

舞台暨紫兴社区 “我们的节

日·元宵节” 文艺展演活动，在

县体育馆精彩上演。

活动中， 体育馆内龙腾狮

舞、锣鼓喧天，精彩的表演博得

群众阵阵掌声。除了精彩的舞狮

表演，现场还有丰富多彩的文艺

展演，为群众送上新春的祝福。

举办此次文艺展演活动，

旨在展示 2019 年新时代 “魅

力紫兴人” 的精神风貌，激发

广大居民群众为建设和谐社区

而努力奋斗的热情，传承、弘扬

和发展社区特色文化， 塑造新

时代“团结奋进、拼搏创新、苦

干实干、后发赶超” 的形象，增

添节日的喜庆氛围。

（陶霜晨 本报记者 李春明

文 /图）

开阳县举行元宵节

文艺展演活动

高寨乡民俗文化节开幕

本报讯 2 月 19 日，双流

镇 2019 年我们的中国梦———

文化进万家·多彩贵州百姓大

舞台之“我们的节日·元宵节”

龙花灯大型群众文化活动，在

宏福公园广场隆重举行。

活动现场，四条形态各异、

威风凛凛的“巨龙” 先后亮相。

9 时 20 分，凉水井村舞龙队在

铿锵的锣鼓声中率先登场，只

见“巨龙” 气势如虹 ，时而腾

空、时而盘旋，展现出各式各样

的造型， 赢得围观群众连连叫

好。本次活动共有双永村、凉水

井村、 白安营村的四只龙花灯

队伍参加。

龙花灯闹元宵是双流镇的

贺年重头戏，每年正月十五，各

村的舞龙队伍都会为群众献上

丰盛的文化盛宴，将闹新春、贺

元宵的节日氛围推向高潮。

（本报记者 李春明 文 / 图）

舞龙贺新春 节日氛围浓

双流镇举办龙花灯闹元宵活动

图为舞龙表演现场。

本报讯 2 月 20 日，开阳县

第七批公共租赁住房抽签分配仪

式在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 符合

条件的 512 户家庭现场抽取 176

套公租房的入住资格。

据介绍，开阳县本年度计划

分两次分配 276 套公共租赁住

房，此次抽签分配 176 套，房屋

为开阳县 “路发后山河” 公共

租赁住房项目 3 号楼栋， 分为

一室一厅 132 套、 两室一厅 44

套。 通过信息比对和调查核实，

共有 512 户申请家庭符合抽签

条件。 此次抽签未能抽中的家

庭， 可参加下一轮的公共租赁

住房抽签分配。

截至目前， 开阳县开工建

设各类保障住房 3010 套 ，分配

2610 套， 解决了一大批困难家

庭、刚参加工作大学毕业生、外

来进城务工人员的住房问题。

（杨汝婵 本报记者 李春明

文 / 图）

开阳县第七批公共租赁住房抽签分配

图为开阳县第七批公共租赁住房抽签分配现场。

南江乡———

“五彩泡椒” 助农致富

图为文艺展演现场。

本报讯 2 月 19 日， 开阳

县高寨乡 2019 年民俗文化活

动节在平寨村民俗文化广场开

幕。当地苗族布依族同胞、周边

民族乡镇同胞及大批民俗文化

爱好者欢聚一堂，赏民俗、闹新

春、 祈丰收，10 余项民俗文化

活动吸引了大批群众的目光。

此次文化节设立一个主会

场和三个分会场， 除了最隆重

的斗牛比赛之外， 今年的民俗

体育项目、 苗族刺绣比赛及体

验、斗鸟、斗鸡、传统芦笙舞比

赛、 山歌对唱比赛及长桌宴等

形式多样的民俗活动引来大批

游客驻足。

近年来， 高寨乡依托特色

资源发展旅游业， 利用优秀的

传统文化资源开展群众喜爱的

文旅活动， 一方面促进文旅农

融合发展， 吸引游客； 一方面

丰富当地群众文化生活， 蜡染

刺绣合作社、 斗牛协会、 跳圆

舞舞蹈队等民俗文化活动队伍

不断壮大， 百姓幸福指数不断

提升。

（本报通讯员 李拾军

本报记者 李春明 文 /图）

图为少数民族歌舞表演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