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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8 日袁州委书记刘文
新袁州委副书记尧州长杨永英袁
州人大常委会主任邓家富袁州
政协主席陈国芳到兴义市检查
调度 2018 国 际 山 地 旅 游 暨 户
外运动大会和第六届中国美丽
乡村窑万峰林峰会筹备工作遥
州委常委尧 州委统战部部
长罗春红袁州委常委尧兴义市委
书记许风伦袁州委常委尧州委秘
书长张谦袁 州政府副州长黄曼
参加检查遥
刘文新一行先后来到参会
嘉宾入住酒店和万峰林国际会
议中心尧 万峰林国际户外会演
中心袁现场听取汇报袁实地检查
嘉宾接待尧 后勤保障尧 会务准
备尧 会场布置以及相关设施建
设等筹备工作情况遥刘文新尧杨
永英尧邓家富尧陈国芳要求袁要
秉持用心用情尧 周全周到的办
会理念袁更加注重各个环节尧各
个细节袁 切实将各项筹备工作
进一步做深入做细致尧 做扎实
做到位袁为今年野同期两会冶成
功尧圆满尧精彩举办打牢基础遥
大家还来到万峰林街道双
生村袁 实地检查山地乡愁集市
体验项目建设情况袁 对兴义市
及相关单位前期所做的工作给
予充分肯定遥 强调要进一步完
善服务功能袁 全面加强管理维
护袁 增强整个项目的体验性和
友好性袁为参会嘉宾尧广大游客
和当地群众呈现旅游精品遥 要
充分结合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袁 注重研究和落实群众利益
联结机制袁 不断增强山地乡愁
集市体验项目的服务性和带动
性袁 让群众有更多实实在在的
获得感遥 大家还对首届多彩贵
州民族服饰大赛颁奖仪式等筹
备工作进行了实地检查袁 现场
研究解决相关问题遥
检查中袁刘文新尧杨永英尧邓
家富尧 陈国芳强调袁2018 国际山
地旅游暨户外运动大会和第六
届中国美丽乡村窑万峰林峰会已
进入倒计时袁各级各有关部门要
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和落实意
识袁认真按照省委尧省政府部署
要求和州委尧 州政府工作安排袁
紧盯时点袁坚持标准袁增强合力袁
狠抓各项筹备任务落细落小落
实袁 切实做到保质保量如期完
成遥 要坚持精心尧精准尧精细尧精
致尧精彩办会袁以最佳状态迎接
野同期两会冶到来遥
市委副书记尧市长袁建林袁
市领导谢娜尧 何宏辉分别就有
关工作作汇报遥 右图为刘文新
一行在万峰林国际户外会演中
心实地检查遥
渊曾正波冤

兴义万峰林机场

国庆黄金周接送旅客 23333 人次
日前袁 笔者从兴义万峰林机场获悉袁2018 年国庆
野黄 金 周 冶期间袁该机 场 共 保 障 航 班 246 架次 袁运 送 旅
客 23333 人次袁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 21%和 26%袁
日均起降架次达到 37 架次袁 日均旅客吞吐量为 3333
人次袁均高于去年同期遥 其中袁野黄金周冶首日袁迎来客
流高峰袁 保障进出港航班 40 架次袁 运送旅客达 3912
人次遥
为做好安全保障工作袁兴义万峰林机场从安全尧服
务尧运行等 环 节 入手 袁对 设 施设备 尧应 急 预 案尧值班 安
排尧卫生服务尧食品安全等方面开展了细致扎实的节前
综合大检查袁并增加了一线值班力量袁加开值机柜台尧
增开安检通道尧加强旅客引导服务和安检通关速度袁为
团队旅客专设值机通道袁 确保了旅客在高峰时段顺畅
抵离遥
工作人员提示袁国庆过后袁雨水天气较多袁为避免
误机袁广大旅客应及时查看尧关注自己所乘航班情况袁
合理安排行程遥
渊李大欣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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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普查五年一度
促进发展心中有数

兴义市脱贫攻坚夏秋攻势工作推进会召开
10 月 8 日下午袁 兴义市召开脱贫攻坚夏秋攻势
推进会袁 传达全省 2018 年扶贫对象动态管理和信息
采集工作专题培训会精神袁 通报近期脱贫攻坚工作
开展情况袁并对接下来 3 个月的脱贫攻坚工作进行安
排部署遥
市委书记尧市脱贫攻坚指挥部总指挥许风伦出席
会议并讲话遥 市委副书记尧市脱贫攻坚指挥部指挥长
王美强主持会议遥市领导黄晨尧何兰云尧钟世友尧青松尧
荀刚出席会议遥
许风伦指出袁今年前三季度袁通过无会期领导干
部大走访袁野春风行动冶袁五个专项治理袁野十个一冶专项
整治袁领导干部野大调研尧大督查尧大整改冶,乡镇半年
交叉考核,集团攻坚等工作袁采取强有力措施袁全市脱
贫攻坚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袁 在接下来的 3 个月
里袁要认准目标袁坚定信心袁一如既往地围绕野精准和
成效冶抓实脱贫攻坚工作遥
许风伦要求袁 今年全市还有 33 个贫困村要出列袁
8183 人脱贫袁时间紧迫袁任务艰巨遥全市各部门尧乡镇(街
道)要认清形势袁找准问题遥 当前全市脱贫攻坚中存在问
题有院精准扶贫成效不明显袁成效巩固不精准曰基础设施

建设还存在短板曰产业项目带动不显著曰财政专项扶贫
资金管理使用不够到位曰易地扶贫搬迁落实有差距曰新
市民统筹力度不够曰业务和技能培训不到位曰干部责任
未真正压实等遥 要根据存在的这些问题袁精准制定工作
措施袁确保圆满完成今年脱贫攻坚任务遥
许风伦要求袁全市各部门尧乡镇(街道)要压实责
任袁狠抓落实遥 一要严把程序标准袁精准识别退出遥 要
学懂弄通袁上手操作曰严格程序袁核实到位曰加强统筹袁
定期调度遥二要突出产业扶贫袁确保脱贫成效遥要牢牢
把握好农村产业发展野八要素冶袁抢抓今冬明春种植时
节袁结合兴义 13 个 500 亩以上坝区袁加快农业产业结
构调整袁在产业发展尧产销对接尧利益联结尧措施保障
上下功夫袁 深入推进振兴农村经济的深刻的产业革
命遥三要抓实易地搬迁袁推进新市民计划遥易地扶贫搬
迁指挥部要严把时间节点袁加强统筹调度袁按时完成
目标任务;要加强对接,积极争取政策支持袁研究制定
激励机制袁加大宣传动员力度袁做到应搬尽搬袁确保完
成 2018 年搬迁任务;要加强统筹调度,新市民办公室
要做好统筹调度袁真正做到有问题及时发现尧及时调
度尧及时协调尧及时解决遥 四要全力补齐短板袁夯实脱

贫基础遥 住建尧水务等作为主体部门一定要围绕目标
任务袁按照市委尧市政府已定的解决方案和措施袁倒排
工期袁定时跟踪督导调度遥五要加快项目实施袁用活扶
贫资金遥要有针对性地采取对策措施袁及时解决问题袁
实现备案率尧竣工率尧拨付率尧报账率野四个冶100%的
目标遥 要加大闲置扶贫资金专项治理力度袁切实避免
造成资金闲置或出现野趴窝项目冶的现象遥要加强扶贫
小额信贷的监督管理工作袁切实把好事办好袁不出问
题袁实现野用得好尧收得回冶的目标遥 六要采取有效措
施袁保障工作推进遥要通过开展集团攻坚和业务培训袁
压实工作责任遥
荀刚传达全省 2018 年扶贫对象动态管理和信息
采集工作专题培训会精神袁并通报近期脱贫攻坚工作
开展情况遥
会议以视频会议的形式开到各乡镇渊街道冤遥
渊鲜双全 刘畅 岑燕冤

脱贫攻坚·夏秋攻势

兴义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举行
9 月 28 日袁 兴义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召开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蒋蜀安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何兰云尧钟世友尧任登华尧唐钢尧晋永坤出席会议遥
何兰云主持会议遥
市委常委尧市纪委书记尧市监察委主任兰有祥袁副
市长熊华禹尧张超袁市法院尧市检察院尧市政府办尧市发
改局尧市财政局尧市农委尧市国土资源局尧市审计局负
责人袁各乡镇渊街道冤人大主席团主席渊工委主任冤尧市

人大代表尧公民代表尧市纪委第二纪检监察组袁市人大
常委会机关副科级以上干部列席会议遥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兴义市 野十三
五冶规划中期评估的报告尧关于兴义市 2017 年财政决算
情况的报告尧 关于兴义市国有资产管理工作情况报告尧
关于兴义市设施农用地问题的报告袁市人民检察院关于
公益诉讼工作情况的报告曰 听取了市人民政府关于
2017 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情况审议意见
落实情况的报告曰听取和审议了市八届人大常委会主任

距

会议关于提请接受赵龙辞去兴义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职务的议案曰选举高峰为黔西南州第八届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遥
会议还进行了相关人事任免袁蒋蜀安为被任命人
员颁发任命书袁新任命人员进行宪法宣誓并作履职承
诺遥
会议期间袁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及列席本次会
议的代表对市人民政府关于规范民办非学历教育培
训机构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询问遥 渊陈韬 陶溪冤

2018 国际山地旅游暨户外运动大会

4天
第六届“中国美丽乡村·万峰林峰会”

山地旅游让多彩贵州更精彩
Better Mountain Tourism, More Colorful Guizh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