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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胜脱贫攻坚
同步全面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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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敬斌看望慰问下派驻村干部
本报讯 （晚报全媒体记者 张广为）
1 月 11 日，区委副书记、区长胡敬斌到普
宜镇、小吉场镇看望慰问下派驻村干部，
实地察看下派驻村干部工作场所、生活环
境，了解下派驻村干部开展工作情况，勉
励他们克服各种困难，安心工作，俯下身
子服务群众，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
进一步坚定攻坚克难、决战决胜的信心和
决心，牢记使命、认真履职，紧盯各项脱
贫指标，加大帮扶力度，细化帮扶措施，
一村一户下功夫，一项一项抓落实，尽心
尽力推动精准扶贫工作，以实实在在的措

施助力脱贫攻坚。
走访慰问中，胡敬斌指出，蹲点驻村
帮扶是区委、区政府开展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的重要手段，驻村干部任务艰巨、使命
光荣。胡敬斌强调，驻村帮扶是一项系统
工程，部门都要为驻村工作的开展提供便
利条件，要上下联动，形成合力，推动驻
村帮扶工作再上新台阶，驻村队员要深入
到每家每户，拿出绣花的功夫，了解贫困
户的详细情况，切实关心帮助当地困难群
众，让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胡敬斌要求，要进一步在准字上下功

夫，要核准致贫原因，因人施策，因户施
策，确保帮扶措施精准发力，立足村情，
做好村庄发展规划、选好富民产业项目，
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要进一步在细字上下功夫，要多走进贫困
户家中，经常嘘寒问暖，从小事做起，从
细微处做起，不断温暖人心，鼓舞贫困户
的干劲，切实提高“三率一度”；要进一步
在实字上下功夫，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
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使群众普遍受
益、得实惠，激发群众致富的信心和活
力，做到扶真贫、真扶贫。

——2017 年毕节市旅游产业发展成效显著
陈明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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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不断实现精准营销。
成功承办了第五届亚太世界地质公园网络研讨
会，持续举办杜鹃花节、溶洞文化节、观鸟节等旅游
节庆活动。同时，创新性地推出“花海毕节·月月旅
游”活动，统筹全市各类节会旅游活动，每月召开新
闻发布会集中发布当月活动资讯，各级新闻媒体高密
度、高频率进行宣传报道，形成了强大的营销效应。
组织参加全省宣传推介促销活动等。
旅游基金更有效
截至 2017 年 12 月 14 日，前期 50 亿元旅游扶贫子
基金中，我市已投放、已审批全省旅游扶贫产业子基
金 额 度 为 12.82 亿 元 ， 占 旅 游 扶 贫 基 金 总 份 额 的
25.64%。共惠及鸡鸣三省游客接待中心项目、贵州赫
章九股水温泉旅游度假区 （泡浴区、综合服务区） 建
设项目、大方 1000 亩荷花园生态农业观光旅游、百里
杜鹃奢香军营山地公园工程、百里杜鹃大酒店、金海
湾酒店 （一期） 等 6 个旅游项目。
旅游配套更完善
2017 年，毕节市投资 3.4 亿元新建了织金国际会
议中心，新建、改扩建了一批景区游客服务中心、停
车场等设施。制作安装了 367 块旅游道路交通标识
牌，实现高速公路、主要景区公路旅游道路交通标识
牌全覆盖。深入推进“厕所革命”，全市共投入 9815
万元资金建成 296 座旅游厕所并投入使用，被国家旅
游局评为“旅游厕所建设先进市”，“厕所革命”正从
旅游领域向社会全域推开。认真贯彻落实“旅游服务
质量提升”，扎实开展“多彩贵州满意旅游痛客行”
活动，组织景区开展旅游购物退货试点。积极和中国
旅游协会妇女旅游委员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广
州市旅游局对接，组织举办 10 余期培训班，共培训旅
游行政管理人员和行业服务人员 300 余人次。
旅游成果更突显
织金洞创建 5A 级旅游景区工作有序推进，赫章
县韭莱坪、七星关区拱拢坪森林公园创建成 4A 级旅
游景区；鸡鸣三省红色旅游区投资近 6 亿元的一期工
程基本完成，计划总投资 11 亿元的赫章九龙谷温泉项
目预计明年春节期间完成一期工程试营业。此外，我
市积极创评了一批乡村旅游村寨、乡村旅游经营户、
乡村旅游客栈，全市精品旅游景区、精品旅游线路和
旅游带培育工作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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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烦扰群众的各种“奇葩证明”、循环证明、重
复证明等问题，贵州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开
展“减证便民”行动的通知》，依法规范群众办事需要
提供的申请材料，精简取消不合法、不合理以及为规
避部门责任要求办事群众提供的各种证明、佐证材
料，让群众办事更顺畅、
更便捷、更高效。
“一切为民者，则民向往之”，开展“减证便民”行
动，深得人心。但凡到相关部门办过事的群众，过去
也许或多或少都体验过办事难。在一些地方、一些
部门，难，体现在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更体现在
事难办，不该开的证明让你开，该开的证明你开了，
也让你跑断腿、磨破嘴，相关人员仿佛以刁难为能
事。每每如此，无不让人沮丧、愤怒和屈辱。在这种
复杂的个体叙事中，
政府部门的形象就这样流失。
开展“减证便民”行动，关键词是减证。这个
“减”大有学问，减多少是减？减一个是减，减一千也
是减，如何把握这种“自由裁量权”？办公厅相关通
知说得很清楚，凡无法律法规规章依据设定的证明
材料一律取消，凡乡镇（街道）实体政务大厅、村（居）
便民服务站无权查证、无法开具的证明一律取消，凡
能够通过当事人已有材料、有效证照核实或办事单
位可自行核实的，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传递的
信号是：减到不能减为止。不合法不合理不便民的
证明一律减掉，
以最大程度方便群众办事为旨归。
开展“减证便民”行动，实际上也是简政。这几
年，简政放权成为人气高涨的时代热词。群众反感
“人在证途”。这个证，既包括奇葩证明的证，也包括证件、证照等
等。贵州此次印发的通知，剑指各类证明、证照（证件、证卡、执照）、
认证结果等等，这说明减证便民也体现了简政。所谓大道至简、删繁
就简，简政是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值得激赏。
开展“减证便民”行动，落脚点应是见效，让群众真正见证实际效
果。此前媒体时有披露，在国内一些地方，群众发现，原来是不给好
处不办事，现在是不吃不要不办事。这牵涉到不作为；群众还发现，
一些奇葩证明少了，乃至不见了，但这边减了，那边增了，办事还是
难，这牵涉到乱作为。若有此类情况发生，当然要施以“重典”，依法
依规问责不作为和乱作为的人员，对清理工作不彻底的，要强化问
责；对清理后又要求或变相要求办事企业和群众提供相关证明的部
门或个人，纳入政务失信记录。
“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打破信息孤岛，让各种信息串联起
来，在数据时代并非难事。李克强总理谈到简政放权曾直言：
“老百
姓办个事咋就这么难？政府给老百姓办事为啥要设这么多道‘障碍
’？”无论减证还是简政，说到底都是政府职能改革。该管的事管好，
不该管的撒手，既不当甩手掌柜又不乱伸手，能不能把握住两者平
衡，考验着政府部门和人员的责任担当。
“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
“减证便民”行动效果如何，
群众最有发言权。在推进过程中，始终与群众保持良性互动，强化落
实效果，群众享受到优质的服务，自然就能更有获得感和幸福感。
（作者系央视评论员）

王石川

近年来，毕节市围绕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为
目标，聚焦“洞天湖地·花海毕节”旅游形象品牌，
建立健全旅游产品、旅游投融资、旅游服务、旅游监
管、旅游营销五大体系，全力推动全域旅游快速健康
发展。2017 年，全市旅游业发展成效显著。
旅游指标更优化
据初步统计，毕节市 2017 年全年接待游客人数突
破 7700 万人次，同比增长 41.8%。省外游 3370 万人
次，同比增长 37.2%；入境游客 5.25 万人次，同比增
长 57.7% 。 实 现 旅 游 综 合 收 入 641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44.2%；旅游增加值占 GDP 比重提高至 9%。全年共完
成各类涉旅项目投资 130 亿元，其中，全省“100 个
旅游景区”中涉及我市的 12 个重点旅游景区完成投资
22 亿元。
旅游扶贫更扎实
我市 529 个村 41510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已录入贵
州旅游精准扶贫云系统，惠及 24.56 万贫困人口；全
市有 34 个村通过发展旅游业带动脱贫，旅游业带动脱
贫率达 30%以上；有序推进“旅游万企万村帮扶专项
行动”。威宁自治县板底乡古彝寨村和赫章县兴发乡
中营村荣获“贵州省乡村旅游扶贫示范点”。
旅游业态更丰富
全市“旅游+”多产业融合发展得到不断深化，
旅游产品供给和新业态不断增加。推出了织金洞岩溶
地质科普和研学旅游基地；打造了一批温泉康养和森
林康养旅游产品；培育了一批乡村旅游休闲避暑度假
社区和韭莱坪等山地避署度假产品，初步构建了全域
避署旅游的供给格局，开发建设慕俄格古城等历史文
化和民族文化产品，着力打造“鸡鸣三省”红色文化
复合型产品和同心文化旅游产品，积极塑建 2017 贵州
金沙亚洲竞速挑战赛等山地户外运动体育赛事品牌，
不断完善山地体育休闲运动产品体系。
旅游品牌更聚焦
2017 年以来，毕节市旅游业进一步聚焦“洞天湖
地·花海毕节”品牌形象，在央视投放了 10 秒钟的旅
游形象宣传广告，亚太世界地质公园年会期间在美国
时代广场投放织金洞旅游形象广告，央视 《绿水青山
看中国》 栏目在 2017 年国庆期间播出织金洞内容，在
全亚洲最大的铁路客运中心北京西客站咽喉位置 LED
播放“洞天湖地·花海毕节”旅游形象宣传广告 6 个
月，多措并举高位推动旅游平台分时段投放主题广

为民减证就是为民简政

推进全域旅游发展 加快旅游产业升级

在普宜镇，胡敬斌组织召开座谈会，
详细了解普宜镇脱贫攻坚及驻村工作队扶
贫工作开展情况，与普宜镇主要负责人、
下派驻村工作成员一起探讨分析精准脱
贫、产业发展以及建立扶贫长效机制等问
题，实地查看了该镇污水处理厂和生活垃
圾无害化处置项目。在小吉场镇，胡敬斌
实地察看了大吉社区基层服务阵地，了解
脱贫攻坚推进情况。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媛参加走访
慰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