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概况

泗城镇

名由人大主席兼任）
，其他委员 4
人（纪委书记 1 人，组织委员、
统战委员 1 人，宣传委员 1 人，

【概述】 泗城镇位于凌云县县
城所在地，地处广西西北部、百
色市北面,东与逻楼镇毗邻，西
和朝里乡接壤，南与下甲乡相
连，北和玉洪、加尤 2 乡（镇）
交界。总面积 348 平方公里，属
石山盆地，石山面积 155 平方公
里，土山面积 193 平方公里。境
内居聚着壮、汉、瑶 3 种民族。
亚热带季风气候，冬不严寒、夏
不炎热，气候宜人，镇所在地海
拨 430 米。境内有百色至凌云至
乐业二级公路、凌云至凤山油路
贯穿，交通较为便利。城区面积
8 平方公里。辖区内有中央、自
治区、市、县驻镇企事业单位 149
个、镇直单位 15 个。粮食作物
以水稻、玉米为主，经济作物主

人，副主席 1 人；镇政府镇长 1

心李、香菌、云耳而闻名区内外。
是广西重点镇之一。

其他干部职工 34 人。
府编制 58 人，在编 48 人。其中
党委书记 1 人，副书记 2 人（1
名由镇长兼任，1 名由人大主席
兼任）
，其他委员 4 人（纪委书
记 1 人，组织委员、统战委员 1

【工作机构】 2010 年，泗城镇
党委、人大、政府编制 55 人，
在编 46 人。其中党委书记 1 人，
副书记 2 人（1 名由镇兼任，1

5 月离任）
李高杰（2011 年
4 月离任）
李精文（2011 年
4 月离任）
人大主席：劳裕龙（2011 年
4 月任职）
副 主 席：罗 陵（2011 年
4 月离任）

人，宣传委员 1 人，武装部长 1
人）；镇人大主席 1 人，副主席 1
人；镇政府镇长 1 人，副镇长 3
人，主任科员 1 人，其他干部职

李精文（2011 年
4 月任职）
纪委书记：蒙 康（2011 年
4 月离任）

工 36 人。

劳凤华（2011 年

【班子成员】

4 月任职）

党委书记：田庆敏（2011 年
4 月离任）

组织委员：万再华（2011 年
4 月离任）

罗胜明（2011 年
10 月离任）

冉景乾（2011 年
4 月任职）

田

新（2011 年

10 月任职）

宣传委员：冉景乾（2011 年
4 月离任）

副 书 记：陈 静（2011 年
4 月离任）

林振荣（2011 年
4 月任职）

劳裕龙（2011 年
4 月任职）

2011 年，全镇总人口 49710
人（其中：农业人口 40546 人）。

谭昌盛（2011 年

2011 年，泗城镇党委、人大、政

2010 年，全镇总人口 49546
人（其中：农业人口 40650 人）
。

4 月任职）

人，副镇长 4 人，主任科员 1 人，

水果、花卉等。土特产品以盛产
八角、油茶、油桐、川木瓜、牛

副 镇 长：卢品孝（2011 年

武装部长 1 人）；镇人大主席 1

要有桑蚕、八角、烤烟、茶叶、
油茶、杉木、竹子、桐果、蔬菜、

4 月任职）

武装部长：罗占亮（2011 年
4 月离任）

吴先毅（2011 年
4 月任职）
镇

张乐腾（2011 年
4 月任职）

长： 陈 静（2011 年

4 月离任）

【农业产业】

2010 年,全镇耕

地面积 15690 亩，其中水田 6855
吴先毅（2011 年

亩，旱地 8835 亩，粮食总产量

6696 吨，农业总产值 2872 万元，

鲜鱼 140 吨，产值 28 万元。人

材料 5000 份；依法征收社会抚

水果主要有柑橙、柿子、牛心李、

均收入达 3828 元。

养费近 65 万元；办理独生子女

酸梅、甘蔗、美国提子、台湾大

【社会事业】

2010 年，全年

证 254 人，兑现独生子女保健费

青枣、草莓、西瓜等名优水果产

共兑现各种惠农补助资金 282 万

1.908 万元，兑现率 100%。全年

品，2010 年,水果种植面积达

元，其中：良种补贴 167 万元；

发放低保金 690 万元，城镇医疗

9342 亩，总产量 3616 吨，产值

兑现水柜建设补贴资金 26 万元；

救助资金 7 万元，义务兵优待金

635 万元；森林面积 38200 公顷，

家电下乡补贴 39.5 万元；汽车、

24 人 3.6 万元，发放救济粮

森林覆盖率 58.41％；林业主要

摩托车购置补贴 49.5 万元；发

75000 公斤，棉被 858 张、蚊帐

以用材林和经济林为主，其中八

放大米 142 吨、棉被 470 床、五

830 张、
毛巾被 750 张、
衣服 1800

角 2518 亩，杉木 5322 亩，油茶

保户救济金 46.24 万元。全镇深

套、胶鞋 820 双。落实农村特困

4950 亩、茶叶 4892 亩，林业产

化教育体制改革，巩固“两基”

户危房改造政策，积极为符合条

值 628 万元。畜牧业以养本地土

成果，全面推行义务教育，入学

件的农村低保户申报大病医疗

鸡、猪花、山羊为主，年生猪存

率、巩固率不断提高。宣传文化

救助，已为 52 人落实医疗救助

栏 23000 头，出栏 16700 头，年

工作扎实开展，全年共制作各类

资金 13.6 万余元。关爱残疾人

产猪花 20000 头，产值 19004 万

简讯 41 期，报送新闻 125 条、

生产生活，为 74 名已办证残疾

元；山羊 3900 只，畜牧产值 340

采播 112 条，采播率达 90%。积

人办理残疾证更换手续。受理廉

万元；全镇养鱼 50 公顷，年产

极开展科技、文化、卫生“三下

租房 280 户。全年共兑现贷款贴

鲜鱼 130 吨，产值 25 万元。人

乡”活动，积极配合上级主管部

息 174 户 7.182 万元，兑现补助

均收入达 3138 元。

门开展打击非法行医专项整治

家电 2859 台 100.3 万元；汽车

2011 年 , 全 镇 耕 地 面 积

行动，净化了医疗市场和药品、

689 台 37.7 万元；
退耕还林 3100

17174 亩，其中水田 6652 亩，旱

食品市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

户 334.1 万元;粮农直补 158.9

地 10522 亩，粮食总产量 7082

作顺利开展，全共累计报销医疗

万元;良种补贴 30.4 万元。多方

吨，农业总产值 3142 万元，水

费 417.97 万元，受益群众 4880

筹资改善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

果主要有柑橙、柿子、牛心李、

人次。全镇 2010 年新型农村合

共筹措资金 183 万余元，修建了

酸梅、甘蔗、美国提子、台湾大

作医疗参合率达 95%以上。健全

陇浩村小学住宿楼等 4 个校舍，

青枣、草莓、西瓜等名优水果产

完善人口计生工作新机制，认真

投入 58.8 万元修建了篮球场、

品，2010 年,水果种植面积达

落实农业人口独生子女“奖优免

校门、围墙、水池、校园绿化等

9518 亩，总产量 5118 吨，产值

补”政策，认真完成“月量化”

学校附属设施，使我镇中小学办

982 万元；森林面积 45600 公顷，

任务，做好诚信计生试点工作。

学硬件、软件得到进一步完善。

森林覆盖率 63.21％；林业主要

全年人口出生数 329 人，出生率

认真落实“两免一补”政策，加

以用材林和经济林为主，其中八

8.94‰;农业人口新办独子证 31

大控辍保学力度，
共 3479 人（次）

角 2346 亩，杉木 5826 亩，油茶

户，流动人员办证率达 74.34 %。

学生共免除学杂费 71.73 万元，

5213 亩、茶叶 5126 亩，林业产

2011 年，全镇有 7 个村委会

免教科书费 14.245 万元，1381

值 824 万元。畜牧业以养本地土

和 5 个社区开展了诚信计生，开

人（次）学生享受寄宿生生活补

鸡、猪花、山羊为主，年生猪存

展面达 52%，共有 588 名诚信计

助 81.78 万元，“两免一补”覆

栏 27000 头，出栏 21600 头，年

生对象，签订诚信计生协议 476

盖率 100%。继续巩固“两基”攻

产猪花 21000 头，产值 21004 万

名，协议签订率达 80%。全年共

坚成果，“两基”各项指标均保

元；山羊 4170 只，畜牧产值 400

举办培训班 10 期，参加培训人

持达标水平，初中辍学率控制在

万元；全镇养鱼 52 公顷，年产

员 1600 多人（次），发放宣传

3%以下、小学辍学率控制在 1%

以下，全镇中小学生入学率达

受益农户 140 户 542 人。新建弄

组织和违法宗教活动，全年未发

99.6%,全镇青壮年非文盲率为

王——拉闹——巴烂 4 公里屯级

生一起因民族问题引发的群体

99.54%。全镇有 35477 人参加新

道。新建陇界——大湾——深洞

事件。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

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到

——陇喀屯级道，全长 4.5 公里，

主、综合治理”的方针，牢固树

97%。全镇有 14300 人获得报销，

项目总投资 143 万元。投资 185

立“发展是第一要务，安全是第

报销总额 494.89 万元，其中，

万元实施陇浩村石材加工厂建

一责任”的意识，全年共查处违

住院报销 473.69 万元、门诊报

设项目。投资 150 万元实施中草

章车辆 175 辆（次），召开安全

销 21.2 万元。积极举办劳动力

药种植项目，种植金银花 1000

生产培训会 4 期，培训人员 600

转移、建筑、种养等培训班，培

亩，种植十大功劳中草药 1000

多人次，签订安全生产责任状 30

训农村劳动力，共举办培训班 8

亩，受益群众 282 户 1205 人。

份。加强对镇境内学校、工矿企

期，培训 3400 人次。全镇共有

投资 150 万元建设陇浩村牛心李

业、非煤矿山、水库坝塘、道路

失地农民 813 户 2581 人口。

基地，在陇浩村新种牛心李 1000

交通、易燃易爆物品等各行业、

【项目建设】

2010 年，全镇

亩。在镇洪村发展林下养殖项

各领域的安全监管，严格执行

完成水柜 691 座 46860 立方米。

目，年养鸡 10 万羽，产值达 200

“三盯”道路交通安全生产责任

维修水利渠道 2 公里。投资 137

万元。

制，严厉打击 “三非”及私挖

万元完成五站所规范化建设。后

【社会稳定和安全生产】

乱采行为，消除安全隐患。对学

龙村陇设屯的新村建设投资 129

2010 年筹措资金 3 万元对陇雅

校、农村开展消防安全大检查，

万元完成新建家庭水柜 60 座

村、白马村、新秀社区等服务站

广泛宣传消防安全知识，进一步

4300 立方米，投资 216 万元新建

的办公设施进行完善，“农事村

增强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消防安

房屋 54 幢。投入资金 300 万元

办”和“农情乡解”工作服务总

全意识，切实保障了人民群众的

新建镇党委政府办公楼，完成对

体水平明显提升。全年共受理各

生命财产安全。全年没有发生一

后龙、洋妹、那合、白马等 4 个

类纠纷 19 件，调解成功 16 件。

起安全事故。

村村部的全面维修。

同时，加强对刑满释放和解除劳

2011 年加强“农事村办”便

2011 年，完成了全镇第三批

教人员的过渡性安置和帮教，各

民服务中心建设。加强了“农事

水柜 14 座 6160 立方米（其中

种矛盾纠纷得到及时化解，解决

村办”便民服务中心硬件建设，

1000 方以上大水柜 3 座 5500 立

在萌芽状态，有力地维护了全镇

为各窗口部门配置了电脑及其

方米），有效解决了群众饮水难

的社会稳定。认真落实领导干部

他办公设备；完成了 6 个“农事

的问题。落实财政所办公楼建设

“一岗双责”的矛盾纠纷调处机

村办”便民服务站的挂牌。规范

项目。投资 352 万元完成农村危

制，实行领导包案制，形成了“一

了工作制度，共接件 916 件，办

房改造 190 户。投资 80 万元实

把手”负责，一名领导，一套班

结 916 件，办结率 100%。增强了

施村级卫生室建设 8 个
（洋妹村、

子，一个方案，一抓到底的“五

镇村干部的服务意识，密切了党

上蒙村、那合村、腰马村、陇照

个一”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和部门

群、干群关系。坚持以巩固“平

村、后龙村、白马村、官仓村）。

联动机制。共受理来信来访 41

安泗城”为总体目标，确保社会

维修陇浩村部——拉号——弄

件次，办结率达 100 %，承办县

和谐稳定和群众安居乐业，促进

浪——坟湾——陇碰屯级路，全

信访办下转 24 件，办结率达

社会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镇党

长 5 公里。维修金银洞——店上

100%。不断完善防控机制，狠抓

委、政府始终把维稳工作作为全

屯级路，全长 3 公里。维修陇消

“平安泗城”建设的巩固提升工

镇的中心工作常抓不懈，按照属

——挖疗——向家湾屯级路，全

作，切实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

地管理的原则，落实责任制，多

长 4 公里，项目总投资 85 万元，

动。全力依法打击处理各种邪教

次召开全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及矛盾排查专题会议，强调做好

2011 年 2 月被评为百色市

耕地面积 10850.68 亩（其中：

维稳工作的重要性，实行领导包

2010 年秋冬农业产业开发进步

水田 4100.34 亩，旱地 6750.34

案、带案下访制度，进一步加强

乡镇（街道）。

亩），人均占有耕地 0.53 亩。

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建立健全
了村级治保调解组织，形成了比

2011 年 6 月被评为凌云县先
进基层党组织。

2010 年，全乡完成生产总
值 10379 万元，增长 15.6%（其

较完备的镇村两级组织网络。积

2011 年 8 月被评为凌云县综

极开展“送法进村入户”活动。

治维稳平安建设工作先进集体。

在加强干部普法工作的同时，利

2011 年 8 月被评为凌云县社

现增加值 1768 万元，
增长 15.8%，

用以会代训的形式加强对村民

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一等

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1469 万元，

和中小学生的法律知识教育，在

奖。

增长 16.6%）。农民人均纯收入

具体工作中加强了对公民的法

2011 年 8 月被评为凌云县政

律知识教育；同时加强了对“两

法综治维稳工作流动人口服务

劳”人员的教育和管理，不断加

和管理工作创新奖。

强司法调解工作，发现问题及时
处理，
全年共排查出纠纷 194 件，
成功调解 194 件，其中人民调解

2011 年 9 月被评为全县法制
宣传教育先进乡镇。
2011 年 12 月被评为广西第

中：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 7142
万元，增长 14.4%，第二产业实

2710 元，增长 15%，人均占有粮
食 234 公斤，增长 12.3%。
2011 年，全乡完成生产总值
11738.6 万元，增长 13.1%（其
中：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
8206.16 万元，增长 14.9%，第

委员会调结 125 件，各村（社区）

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先进集体。

二产业实现增加值 1962.48 万

调委会调结 69 件，确保了社会

（撰稿：泗城镇党政办公室）

元，增长 11%，第三产业实现增

稳定。全年共查处违章车辆 195

加值 1569.96 万元，增长 6.8%）。

辆（次），召开安全生产培训会

下甲乡

5 期，培训人员 800 多人次，签
订安全生产责任状 30 份。加大
了安全生产工作力度，落实了车
辆、森林、非煤矿山安全责任制，
确保了无重特大安全责任事故
发生。
【荣誉】 2010 年 3 月被评为凌
云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二
等奖。
2010 年 5 月被评为百色市
2010 年抗旱救灾工作突出贡献
集体。
2010 年 8 月被评为百色市桂
西五县基础设施建设大会战先
进集体。
2010 年 12 月被评为凌云县
创建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县城
工作先进集体。

【概况】

下甲乡位于县境南

面，北面与泗城镇相连，西南和
朝里、伶站 2 乡毗邻，东与沙里
接壤。乡党委、乡人民政府驻地
设在分州街上，距县城公路里程
11 公里，距百色市区 72 公里，
海拔 385 米。全乡总面积 181 平
方公里，辖 10 个行政村，181 个
村民小组。农业产业以种植水稻
和玉米为主，经济作
2010 年，全乡总人口 20866
人（其中：农业人口 19956 人）。
耕地面积 10850.68 亩（其中：
水田 4100.34 亩，旱地 6750.34
亩），人均占有耕地 0.55 亩。
2011 年，全乡总人口 21580
人（其中：农业人口 20114 人）。

农民人均纯收入 3180 元，增长
17.3%，人均占有粮食 234 公斤，
增长 4.8%。
【粮食生产】 2010 年，全乡粮
食播种面积 39381 亩,粮食产量
5026 吨。组织农科技术人员下村
宣传 152 次，咨询人数达 9687
人，通过“农家课堂”等方式举
办各类农科技术培训班 24 期
5158 人，
发放各种宣传资料 9365
份，出板报 24 期。正大 619、818、
迪卡 007 等良种玉米推优率达
98%;“Q 优”2 号、
“两优 2186”、
“宜香 99”
、
“宜香 3003”
、
“宜
香 725”等高产优质杂交稻在全
乡推优率达 100%。
2011 年，以“万元田”为目
标，动员广大农民调整生产布
局，鼓励应用现代农业生产技
术，扩大优质稻和双季稻的种植

面积，
。加强农业技术服务和指

食用菌，制作菌袋 20 万袋，菌

杂交猪花的养殖、种草养畜、水

导，扩大水稻、玉米“三免技术”

基废弃后按配方添加氮磷钾，制

产工作、能繁母猪补贴登记，大

的推广面积，在河洲大坝建立

作成桑园有机肥，全程生态循环

力推广集中畜禽养殖，做好春秋

500 亩水稻新品种示范基地。全

利用。利用桑果生产甜酒，发展

季动物疫病防疫。与农户签订渔

年完成水稻种植产 2560 亩，玉

农家乐，在无法养蚕的季节，采

业管理责任状，在弄福库区建立

米种植 5620 亩，良种推广率达

用桑叶发展桑茶，进一步延长桑

网箱养鱼试点，在河洲、水陆、

100%，粮食产量达 5278 吨，连

蚕产业链，提高桑蚕产业经济效

加西、彩架等沿河村屯试行河道

续六年实现增产。

益。

分段承包管理，试点养鱼、养鹅、

【农业产业】 2010 年，调整产

【林业生业】 2010 年，进一步

养鸭，提高河道资源的利用效

业结构，采取“公司+农户+基

做好集体林权改革试点工作，全

益。

地”
、能人带动、科技示范的模

乡集体林权改革面积 204050.72

2011 年，在双达、峰洋 2 村

式，在河洲村九洞屯实施花卉生

亩，完成改革面积 184041 亩，

发展林下养殖 25 户，养鸡 30 万

产示范种植。投资金 38 万元，

占总面积 90.19%，林权证发放率

羽，全年全乡林下养殖实现纯收

搭建保温大棚 126 个，种植花卉

为 90%，纠纷调解率达 80%。巩

入 210 万元。在水陆村引进 60

135 亩（主要品种有非洲菊、火

固退耕还林，对 2002 年以来实

亩的铁皮石斛的组培基地，在弄

龙珠、铁炮百合、玫瑰、康乃馨、

施退耕还林的林区不合格的退

福村种植 1000 亩细叶龙竹、荏

香水玫瑰 6 种花卉）
。产品销往

耕地实施补植，已经合格或经补

豆树，在坪山、陇凤村种植板栗、

百色、南宁等地，市场供不应求，

植合格的退耕地农户及时兑现

油桃、牛心李、大果枇杷等，在

产值 80 万元。大力发展桑蚕产

粮食补助，兑现补助 14310.61

平怀村进行油茶低产改造 1000

业，在平怀村弄乐、弄林屯和彩

亩 300.5227 万元。实施生态燃

亩。充分利用浩坤水库、那龙水

架村弄兴屯推广“桑优 2 号”225

料工程，大力推行“以煤代柴”
、

库、泗水河、朝里河等水资源发

万株，新桑园品种改良 450 亩，

“以电代柴”节能降耗生活方

展水产养殖、清水养鸭、养鹅、

老桑园低产改造 2396.9 亩。全

式，新建沼气池 280 座，有效地

网箱养鱼等，清水养鸭 2 万羽，

乡养蚕户 497 户，养蚕 2683 张,

保护了森林资源。

养鹅 4000 羽，在东庭望建立了

鲜茧产量 1931.8 担，产值 289.8
万元。

2011 年，完成集体林权制度

年出栏 2000 头的生猪养殖基地，

改革勘界面积 20.9 万亩，打证

年末，全乡生猪存栏 16572 头，

面积 20 万亩 8508 本，涉及农户

能繁母猪 2271 头，肉猪出栏

在烟--稻轮作的基础上，大力发

10 个村 181 个村民小组 5017 户。

14301 头；家禽存栏 53989 只，

展秋冬种，完成 1.12 万亩秋冬

完成纠纷调解 48 件，占发生数

禽肉产量 1500 吨。

种（其中：油菜 0.17 万亩，黄

53 件的 90%。在陇凤村种植中草

【文化教育】 2010 年，投资 6

豆 0.07 万亩，红薯 0.16 万亩、

药 20 亩。兑现退耕还林补助

万元，建设河洲村九洞屯文化活

秋玉米 0.45 万亩、绿肥 0.14 万

14310.61 亩 300.5227 万元，粮

动广场，为乡文化站配置办公电

亩，冬菜 0.1 万亩，辣椒 0.01

食直补发放 78.7167 万元。

脑设备，以乡宣传文化广播电视

万亩，花卉 0.01 万亩、马铃薯

【水产畜牧】 2010 年，发展林

站为阵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

0.01 万亩）
。新种桑苗 650 亩，

下养殖，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建

文体活动，深入开展扫“黄”打

完成新桑园品种改良 450 亩，桑

立了双达那龙、加西西屯、峰洋

“非”专项整治，净化农村文化

园面积达 5000 亩。全乡完成养

八角、那洋等 4 个林下养殖点，

市场。以巩固“两基”为重点，

蚕 8 批 3752 张，产鲜茧 2908 担，

林下养殖土鸡 2 万羽，实现收入

加强学校软件硬件建设，青少年

产值达 524 万元。利用桑枝发展

60 万元。抓好“三元杂、二元杂”

和适龄儿童入学率和巩固率

2011 年，种植烤烟 281 亩。

99%。加强新闻报道，宣传新人、

7.2 万元；被百色市人民政府确

年，建立综治信访维稳中心机构

新事。全年完成新闻上稿 31 篇。

定为无政策外多孩乡（镇）
。

网络，整合农村农村基层综治信

定期对乡广播电视网络进行维

【民政工作】 2010 年，抓好农

访、群防群治力量，认真排查调

护和检修，网络覆盖率达 100%，

村五保、城镇低保、灾情处理、

解各类纠纷，年内无群体性事件

做好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安装

救济发放、灾民倒房恢复重建等

和集体上访事件。坚持“安全第

工作，
“村村通”工作完成 1968

工作，投入经费 2 万元，发放救

一，预防为主”方针，扎实开展

户，发放电视接收机 1968 套，

灾粮食 15 吨；发放春荒救济粮

“安全生产月”和“三项行动”

广播电视覆盖率达 96%以上，20

16 万斤，发放农村低保金 2205

活动，针对屯级路网逐步健全的

户以上通电的自然屯实现卫星

户 3071 人 1825560 元；为“两

形式和汛期交通主干道、屯级道

直播。

属两户”交纳新农合款 1622 人

路被毁严重等情况，有针对性地

48660 元；发放救灾棉被 850 张、

制定预案，做好一般危险路段警

重点，坚持把教育发展放在优先

蚊帐 734 床、衣服 773 套、毛巾

示、重点危险路段轮班监管、圩

地位，切实加大经费投入，努力

被 593 床、保暖内衣 390 套、鞋

日上路监管，年内，辖区无重大

改善办学条件；教育教学质量显

596 双。

安全事故。有效维护了社会稳

2011 年，以巩固“两基”为

著提高，小学毕业统测连续五年

2011 年，共发放救灾粮食

位居同类乡（镇）前列，中考成

53.4 吨，
救灾补助资金 24596.05

绩逐年提高。积极开展农村科技

元。
发放农村低保金 2379 户 4859

甲”、“农事村办”
、
“农情民意、

培训，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

人 4017180 元。为“两户两属”

乡村联解”
、
“农村无邪教创建”

性文体活动，丰富群众的精神文

交纳新农合款 1756 人 52680 元，

活动，做好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和

化生活。

医疗保险 128 户 387477 元，发

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抓好安

【计划生育工作】 2010 年，全

放救灾棉被 420 床、
蚊帐 560 床、

全生产，强化安全教育，严格执

乡出生人口 134 人，计划内 122

保暖太空衣 250 件；毛巾被 110

行安全生产责任制和追究制，结

人，符合政策生育率为 91.04%，

床；保暖内衣 408 套；解放鞋 500

合“安全生产年”服务活动，切

比县下达责任指标 90%高 1.04 个

双，袜子 360 双，保证了灾民、

实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

百分点；二孩出生 52 人，计划

特困户、老、弱、病、残有饭吃，

完善刑释解教人员衔接工作，落

内出生 41 人，二孩符合政策生

有衣穿，有被盖，有房住，维护

实帮教措施，强化动态管理，减

育率为 78.8%；征收社会抚养费

了全乡的社会稳定。

少脱管失控。开展大排查、大接

14 万元；确认农村计划生育奖励

【卫生防疫工作】 2010 年，全

访、大调解、大防控“四大活动”

扶助对象 11 户，兑现奖励 1.32

乡 10 个村 20084 人参加新型农

和“九大和谐”活动，创新社会

万元，各项指标排在全县各乡镇

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 95.3%，

管理，推行村民理事会制度，在

前列。

群众报销医疗费 80.0376 万元。

河洲村洞庭望新村、九洞新村、

2011 年，全乡出生人口 324

积极防治手足口病和 H1N1，实施

水陆村、大陆新村、平里新村等

人，计划内 300 人，符合政策生

“降消”项目，大力倡导孕妇住

推行村民理事会，引导村民自主

育率为 92.59%；
二孩出生 153 人，

院分娩，积极推进无害化卫生厕

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村

计划内出生 131 人，二孩符合政

所建设，完成改厕 245 座。

民自治新模式，促进社会和谐稳

策生育率为 85.62%；征收社会抚

2011 年，全乡参加新型农村

养费 32.93 万元；按政策兑现奖

合作医疗 20084 人，参合率达

励扶助政策，为 60 户农村计划

95.3%。完成改厕 140 座。

生育奖励扶助对象，兑现奖励

【社会稳定和安全生产】 2010

定。
2011 年，开展创建“平安下

定。
（撰稿：下甲乡党政办公室）

伶站瑶族乡

【概况】 伶站瑶族乡是百色市

炼公司、凌云多金属有限责任公

进入凌云县的第一站，素有凌云

司、超细碳酸钙有限公司、通鸿

县的“南大门”之称。位于凌云

水泥有限公司、广西震山生物能

县的南部，东北与下甲、朝里 2

源投资有限公司油茶科技产业

乡相连，东南和百色市右江区交

园、茗雅 220 千伏变电站、宝源

界。乡党委、乡人民政府驻地设

石材公司、好石石材公司、凌云

在伶兴街上，距县城公路里程 30

石材公司、弄袍石材加工厂等多

公里，驻地海拔 254 米。凌云至

家厂矿企业落户集中区。主要旅

百色二级经乡政府驻地，是凌云

游资源有岩流天坑、梦笔峰、月

至百色的交通要道。辖 9 个村民

牙潭、浩坤湖等景区景点。

委员会，115 个村民小组，104

【班子成员】

个自然屯，
总面积 194 平方公里，
属半土半石山区，山峦重叠。海

温低于百色市 1～2℃，高于凌云
县城 1～2℃。盛产稻谷、玉米、

4 月离任）
腊家顺（瑶族，
副 书 记：盘 毅（瑶族，
2010 年 8 月离任）
赵昌余（2011 年
4 月离任）
邓明升（瑶族，
2011 年 4 月离任）
卢俊汛（瑶族，
2011 年 4 月任职）

有九民水库，
库容 125 万立方米，

朱扬发（2011 年

灌溉农田 12.93 公顷。建有装机

4 月任职）

容量 2.55 万千瓦的浩坤电站、1

乡

万千瓦的坡帖电站、8000 千瓦的

110 千伏输电线路、百色至凌云
伶站坡帖 110 千伏输电线路、浩

长：邓明升（瑶族，

2011 年 4 月离任）
卢俊汛（瑶族，
2011 年 4 月任职）
副 乡 长：陆凌东（2010 年
5 月任职）

坤至坡帖 35 千伏输电线路，坡
帖至天龙锰业、永和冶炼和通鸿

电能资源。以冶炼、水泥建材、
产品加工等为主的工业集中区

12 月任职）

4 月任职）
组织委员：秦金燕（2010 年
4 月任职）
4 月任职）
4 月离任）

4 月任职）

4 月任职）
【工作机构】 2010 年，伶站瑶
族乡党委、人大、政府编制 55
人，副书记 2 人（1 名由乡长兼
任，1 名由人大主席兼任）
，其他
委员 4 人（纪委书记 1 人，组织
委员、统战委员 1 人，宣传委员
1 人，武装部长 1 人）
；乡人大主
长 1 人，副乡长 3 人，主任科员
1 人，其他干部职工 34 人。
2011 年，伶站瑶族乡党委、
人大、政府编制 58 人，在编 48
人。其中党委书记 1 人，副书记
大主席兼任），其他委员 4 人（纪
员 1 人，宣传委员 1 人，武装部
长 1 人）
；乡人大主席 1 人，副

人大主席：赵昌余（2011 年
4 月离任）

主席 1 人；乡政府乡长 1 人，副
乡长 3 人，主任科员 1 人，其他

朱扬发（2011 年
4 月任职）

万秀创（2011 年

委书记 1 人，组织委员、统战委
黄大现（2010 年

建在亭那、百当、九民。至 2011
年底，有天龙锰业公司、永和冶

龚夫强（2011 年

2 人（1 名由乡长兼任，1 名由人
郁正流（2010 年

水泥 35 千伏五回合输电线路，
为当地工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

4 月离任）

席 1 人，副主席 1 人；乡政府乡

那力电站、4800 千瓦的那留一级
电站。同时架设了凌云至坡帖

纪委书记：韦国军（2011 年

人，在编 46 人。其中党委书记 1

陶化、弄项、弄安、弄依等地。
境内主要河流有澄碧河，建

4 月任职）

2011 年 4 月任职）

锰矿储量最大，金矿、锑矿、石
灰石等也适量分布，锑矿分布在

李祖兴（2011 年

武装部长：李祖兴（2011 年

三角麦、红薯和芭蕉、沙梨和杠
杆等。矿产资源以白云石矿、硅

2011 年 4 月离任）

宣传委员：崔 雄（2010 年

党委书记：王瑞勇（2011 年

拔在 1190～1307 米之间。亚热
带季风气候，雨量充沛，平时气

副 主 席：盘美艳（瑶族，

干部职工 36 人。
【区划、人口、耕地】 2010 年，

全乡辖 9 个村民委员会，115 个

供 18 万亩低产油茶进行嫁接改

救，灾后重建工作。为群众发放

村民小组，104 个自然屯，总户

造。完成大石山区人畜饮水大会

玉米种子 5000 多斤，救灾帐篷

数 4187 户，总人口 17635 人。

战项目建设，第一、二批项目建

发放 110 顶，安排 11 万元作为

全乡耕地面积 10476 亩（其中：

设共涉及 3 个项目村 18 个自然

临时安置点群众的生活费用；对

水田 4088 亩，旱地 6388 亩）。

屯，共建家庭水柜 222 个，池总

澄碧河上游伶站段沿河 3 个村 12

2011 年，全乡辖 9 个村民委

容量 12990 立方米，解决了 4000

个组受灾的田地给予补助资金

员会，115 个村民小组，104 个

多人的饮水困难问题。招商引资

790229.92 元，受益 524 户 1600

自然屯，总户数 4426 户，总人

和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浩坤旅

多人，投入 10 万元新开通弄林

口 18263 人。
全乡耕地面积 10476

游景区、山茶油加工项目已落户

—弄项—初化公路 1.5 公里，投

亩（其中水田 4088 亩，旱地 6388

伶站；
实施 220 千伏茗雅变电站、

入 100 万元分别搭建伶内便民

亩）。

百飞桥至天龙锰业公司的二级

桥、维修加固百门桥、百那桥和

【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 2010

路；申报了桂西五县基础设施建

坡帖桥、新建光明桥，投入 20

年，坚持走“工业立乡”之路，

设大会战城建、交通、基础设施

万元维修受灾的人饮工程；投入

以项目建设带动工业发展，工业

等多个项目，实现了“竣工一批、

85 万修复伶袍渠道、九民灌区等

集中区规模不断壮大，承载能力

开工一批、储备一批”的良性循

重点水利渠道，投入 5 万元对逻

明显提高，形成了以水电、冶炼、

环。关注民生，扎实开展救灾救

西、百那地灾点进行综合治理；

建材为主的工业园区（其中：水

济、低保和五保户集中供养，全

五是争取到灾后重建建房指标

电 5 家，
装机容量达 5.4 万千瓦，

年共发放优待金 9.3 万元，农村

203 户，
其中 3 个搬迁安置点 131

冶炼企业 2 家，建材企业 7 家），

医疗救助费 19 万元，
救济粮 16.9

户，改造危房 72 户。科教、文、

工业产值超 3 亿元，辖区财政收

万斤，救济物资 1000 多件，全

卫协调发展。投入 30 万元建成

入达到 3000 万元，比 2009 年增

乡享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5726

乡文化楼 1 栋 400 平方，添置了

长 20%，
农民人均纯收入 2580 元，

人发放低保金 380 多万元，实施

5 万多元设备，丰富群众文体生

比 2009 年增长 15%。围绕农民增

灾后倒房重建 95 户，发放临时

活；完善乡、村两级医疗卫生设

收、农业增效这一主题，大力推

救灾款 8.2 万余元。抗旱救灾取

施，服务能力不断提高，参加农

广良种、良法，全乡粮食作物推

得全面胜利。2010 年，全乡遭遇

村合作医疗 16421 人，参合率

优率达 90%以上，粮食作物种植

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严重的旱灾，

95%，全年群众报销医疗费 190

面积 1462 公顷，
粮食总产量 3538

累计造成 1680 户 7551 人饮水困

多万元。维护稳定和安全生产工

吨，肉类总产 1495 吨，水产品

难，农作物减收 3786 亩。全乡

作扎实开展，“平安伶站”建设

100 吨。特色产业健康发展，利

先后投入抗旱救灾经费 41.108

不断巩固，深化“严打”整治活

用浩坤湖丰富的水资源修建 200

万元，解决了 5000 余人临时饮

动，建立健全信访网络，加大“三

多亩的拦网养鱼池和 37 个养鱼

水困难和 2000 多亩的农田灌溉

大纠纷”的排查和调处力度，全

网箱，年产值 15 万元；建立九

用水。6 月 28 日，强降雨致使全

年排查调处各类矛盾纠纷 284

民逻西、伶兴弄林 2 个林下养鸡

乡发生严重的洪涝灾害，受灾

件，调解 280 件，调解成功 280

示范点，年出栏 4000 多羽，产

2412 户 10538 人，农作物受灾

件，调解成功率 100%，伶站法庭

值 10 万余元；建立兰屯 200 多

7925.4 亩，因灾全乡发生 5 个严

接受审理 229 件，审结 229 件，

亩西葫芦种植示范基地；对 900

重的地质灾害，基础设施遭到严

审结率为 100%；全面落实安全生

多亩的芒果园进行低改，建立 40

重破坏，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6000

产责任制，工矿企业、非煤矿山、

多亩优质油茶育苗基地，繁育

多万元。灾情发生后，乡党委、

道路交通、食品药品、校园及周

200 亩优质油茶嫁接采穗圃，可

政府立即组织群众开展生产自

边等安全专项整治行动经常性

开展，全年共召开安全生产专题

万元；粮食作物种植面积 1406

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9.1‰；全乡

会议 4 次，发放安全生产宣传单

公顷，粮食总产量 2945 吨，大

辍学率 3%，初中巩固率 97%、小

800 余份；充分发挥乡“综治维

力推广良种良法，推优率达

学升学率为 93%；参加农村合作

稳中心”作用，扎实开展“农情

100%；发展网箱湖汊养鱼示范点

医疗 17116 人，参合率 99.3%，

联解，民意直通”服务活动，成

600 多亩，年产量可达 3 万斤，

群众报销医疗费 190 万元；2011

立“农情联解，民意直通”服务

产值达 30 万元；培育优质油茶

年，
发放义务兵优待金 0.6 万元，

中心 1 处，
“农情联解，民意直

育苗基地 40 多亩，优质油茶采

优抚优恤补助金 9.214 万元，农

通”服务点 2 个，服务 500 多人

穗圃 200 亩；对 600 多亩芒果园

村医疗救助费 13.15 万元，城镇

次。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明显增

进行低产改造；新旧种植桑园面

医疗救助金 0.85 万元，救济粮

强，出生人口 230 人，出生率为

积 800 亩，养蚕 145 张，产茧 116

7.05 万斤，发放物资 2100 多件

1.3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5.83

担，产值 15 万元；全乡肉类产

(套)，全乡享受最低生活保障

‰，征收社会抚养费 25 万元，

量 1495 吨，生猪出栏 18353 头，

7620 人，发放低保金 452.36 万

完成“月量化”各项指标，“诚

存栏 12737 头，大牲畜存栏 3477

元。续聘 34 名县、乡人大代表

信计生”试点工作成效显著，以

头，
山羊存栏 4233 只，
家禽 47812

作为综治和反邪教义务联络员，

点带面，推动了全乡“诚信计生”

羽，
“圈养山羊”1800 多只，建

建立健全信访网络，加大“三大

的全面开展。

有逻西、弄林、坡帖、浩坤、平

纠纷”的排查和调处力度，“书

2011 年，以开展创先争优活

兰林下养鸡等养殖示范点，肉鸡

记接访日”活动正常开展。全年，

动和“软环境建设年”活动为契

出栏达 3.8 万多羽，特色农业产

排查调处各类矛盾纠纷 31 件，

机，围绕“生态立乡、工业强乡、

值达 100 多万元；完成危房改造

调解 31 件，调解成功 31 件，调

农业稳乡、科技兴乡”的发展思

241 户，占任务的 100%，新修建

解成功率 100%。
（撰稿：韦付庭）

路，稳步推进“两区两地一枢纽”

道路 2 条，道路硬化 4000 米；

建设（凌云工业集中区、百色市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稳步推

北部旅游圈的重要景区，百色市

进。发放林权证 6400 本，发证

北部建材基地、百色市山油茶深

率为 98%，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产

加工基地，凌云县交通枢纽），

生纠纷 87 例，调处 85 例，调处

深入实施“三大服务”工程（即：

率为 99%。工业发展稳固推进。

服务民生、服务工业企业、服务

停那、九民、百当片区水电路等

干部），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的成

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有 10

绩。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多家企业落户工业集中区，形成

10300 万元，
比 2010 年增长 12%，

了以水电、冶炼、建材、科研为

工业产值达 4.08 亿元，比 2010

主的工业园区。辖区工业总产值

年增长 11.6%，辖区内财政收入

达 4.08 亿元，同比增长 11.6%，

突破 3000 万元，同比增长 10%，

创税达 3000 万元，同比增长 10%。

农民人均纯收入 2670 元，增长

社会事业协调发展。落实好“县

9.6%。农业农村工作成效明显。

指导、乡负责、村为主”的方针，

大力开展定向、订单培训，培育

全面推行“诚信计生”
、
“阳光计

一批“中心农户”
、
“骨干农民”

生”新的计生工作模式，全年出

和乡土人才，实现劳动力转移就

生 246 人，落实避孕节育措施 271

业 4000 人（次），劳务收入 800

例，征收社会抚养费 27 万元，

朝里瑶族乡
【概况】 朝里瑶族乡位于凌云
县西南部，东北与泗城镇毗邻，
东南与下甲、伶站瑶族乡 2 乡相
连，西南与右江区的汪甸瑶族乡
接壤，西与田林县的利周瑶族乡
交界，距离凌云县城 36 公里，
乡政府驻地设在六作村，驻地海
拔 600 米。主要河流有朝里河，
发源于兰台村大茅坪、小茅坪和
三台屯的山脉，流经夜屯、巴俄、
巴兰、平广、那巴、六作、那荷、
他号、蕊屯，经下甲乡注入澄碧
河。朝里瑶族乡素有“民族文化
之乡”之称，一年一度的“3•16”
朝里歌圩节，远近闻名。是“广

西民间艺术之乡”
。

林业站、联防大队、综治办、劳

亩（其中水田 3055 亩，旱地 2261

【工作机构】 2010 年，朝里瑶

动保障事务所等。

亩）
。全乡辖 6 个 42 个自然屯 68

族乡党委、人大、政府在编人员

【班子成员】

个村民小组，总户数为 1867 户，

45 人。其中党委书记 1 人，副书

党委书记：王铮华

总人口为 8789 人，其中瑶族 3832

记 2 人，有组织委员、宣传委员、

石永存（2011 年 4 月

人，壮族 3643 人，汉族 1314 人。

武装委员、纪检委员、党委委员

任职）

【经济和社会发展】 2010 年，

共 4 人；乡人大主席 1 人（副书

乡

全乡完成生产总值 2102 万元
（其

长：卢俊汛

记兼任），副主席 1 人；乡人民

邓美昕（2011 年 4 月

中：第一产业实现产值 1100 万

政府乡长 1 人（副书记兼任），

任职）

元，
第二产业实现产值 189 万元，

副乡长 4 人（党委委员 3 人兼

人大主席：朱扬发

第三产业实现产值 813 万元）。

任）
，其他干部 44 人。编外人员

江荣会（2011 年 4 月

种植烤烟 268 亩，产干烟 633 担,

3，全乡共有干部职工 48 人。在

任职）

总产值 50 万元；新种植桑园 250

职干部职工中，大学以上文化 1

副 乡 长：姚明安

亩，桑园面积达到 2910 亩，养

人，大学文化 10 人，大专文化

黎年荣

蚕 645 张，产鲜茧 379 担，产值

27 人，大专以下 7 人。设有党政

李高杰（2011 年 4 任

78 万元；生猪存栏 12054 头，出

综合办公室、城建站、人口和计

职）

划生育工作办公室、文化广播
站、扶贫办、财政所、农合办、

栏 6870 头，羊存栏 2416 只，出
万再华（2011 年 4 月

任职）

水保站、农业服务中心、经管站、

栏 1264 只，鸭存栏 11210 羽，
出栏 4760 羽，林下养鸡存栏

黄 桩（2011 年 4 月

46520 羽，出栏 18560 羽，养殖

桑蚕办、烟办、林业站、联防大

任职）

山猪 250 头，养殖肉免 2860 只；

队、综治办、劳动保障事务所等。

纪委书记：林秀芳

粮食总产量达 2463.8 吨,农民人

2011 年，朝里瑶族乡党委、

邓国升（2011 年 4 任

均占有粮食 330 公斤，人均纯收

人大、政府在编人员 45 人，其

职）

中党委书记 1 人，副书记 2 人，

组织委员：岑 嶂

2011 年，全乡完成生产总值

有组织委员、宣传委员、武装委

宣传委员：陈其滔

2925 万元（其中：第一产业实现

员、纪检委员、党委委员共 4 人；

入 2780 元。

申 茂（2011 年 4 月

产值 1568 万元，第二产业实现

乡人大主席 1 人（副书记兼任），

任职）

产值 239 万元，第三产业实现产

副主席 1 人；乡人民政府乡长 1

武装委员：席武政

值 1118 万元）。
种植烤烟 650 亩，

人（副书记兼任），副乡长 4 人

陈云安（2011 年 4 月

产干烟 1533 担,总产值 121 万

（党委委员 3 人兼任），其他干

任）

元；新种植桑园 350 亩，桑园面

部 44 人。编外人员 3，全乡共有

副 主 席：罗朝臻

积达到 3849 亩，养蚕 995 张，

干部职工 48 人。在职干部职工

【区划、人口、耕地】 2010 年，

产鲜茧 796 担，产值 110 万元；

中，大学以上文化 1 人，大学文

全乡耕地面积 5316 亩，
（其中水

生猪存栏 16580 头，出栏 8672

化 10 人，大专文化 27 人，大专

田 3055 亩，旱地 2261 亩）。全

头，羊存栏 3890 只，出栏 3220

以下 7 人。
设有党政综合办公室、

乡辖 6 个 42 个自然屯 68 个村民

只，鸭存栏 12680 羽，出栏 8680

城建站、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办

小组，总户数为 1867 户，总人

羽，林下养鸡存栏 56680 羽，出

公室、文化广播站、扶贫办、财

口为 8760 人，
其中瑶族 3832 人，

栏 52130 羽，养殖山猪 300 头，

政所、农合办、水保站、农业服

壮族 3580 人，汉族 1348 人。

养殖肉免 1600 只，粮食总产量

务中心、经管站、桑蚕办、烟办、

2011 年，
全乡耕地面积 5316

达 2883.4 吨,农民人均占有粮食

335.3 公斤，
人均纯收入 3109 元。

委委员纪委书记 1 名、党委委员

入资金 6.8 万元，抓好四岭生猪

（撰稿：朝里乡党政办公室）

组织委员 1 名、党委委员宣传委

养殖、各楼高山岩溶舍圈养山羊

员 1 名、
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1 名、

示范点建设。全年生猪出栏 9300

人大副主席 1 名，时任党委书记

头，存拦 15600 头，大牲畜存拦

腊家顺、乡长邓宝东、主席田景

7870 头（匹）
，家禽 5.6 万羽，

彬。内设团委、妇联、党政办、

山羊存栏 5210 只，肉类产量 480

民政办、计生站、城建站、文化

吨。
发放小额贴息贷款 7.6 万元，

站、扶贫办、统计站、综治办、

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农民工的技

林业站、联防队、桑蚕办、社保

术培训，鼓励群众外出务工，全

所、烟办等站办所。

乡有 5200 人外出务工，劳务输

【农业】 2010 年，全乡粮食作

出收入 1040 万元。

沙里瑶族乡
【概述】 沙里瑶族乡，位于凌
云县东南部，东与河池市巴马县
所略乡、凤山县江洲乡接壤，南
与右江区龙川镇毗邻，西与下
甲、伶站乡相连，北与逻楼镇相
交，全乡总面积 227 平方公里，
距凌云县城 42 公里。全乡辖 12
个行政村，153 个村民小组，215
个自然屯。居住有壮汉、瑶、三
种民族。
2010 年，全乡总人口 1.9 万
人（其中：瑶族占 40%，汉族占
28%，壮族占 32%）。耕地面积
14700 亩（其中：水田 5600 亩，
旱 地 9100 亩 ）。 生 产 总 值 达
6171.6 万元。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2032.8 万元。农民人均收入达
2622 元。
2011 年，全乡总人口 1.9 万
人（其中：瑶族占 40%，汉族占
28%，壮族占 32%）。耕地面积

14700 亩（其中：水田 5600 亩，
旱 地 9100 亩 ）。 生 产 总 值 达
2337.72 万元。固定资产投资完
成 2534.2 万元。农民人均收入
达 3235 元。
【工作机构】 沙里瑶族乡共有
17 个行政编制，32 个事业编制。
设有 11 个领导岗位，其中党委
书记 1 名、党委副书记人民政府
乡长 1 名、党委副书记人大主席
1 名、党委委员人民政府副乡长
2 名、人民政府副乡长 1 名、党

物播种面积 12400 亩，其中早稻

2011 年，全乡粮食作物播种

播种面积 1600 亩，杂交优质稻

面积 12400 亩，其中早稻播种面

推优率达到 95%，早、中玉米播

积 1600 亩，杂交优质稻推优率

种面积 10800 亩，
“818、619”

达到 95%，早、中玉米播种面积

等玉米良种推优 7400 亩，推优

8000 亩，“818、619”等玉米良

率 90%。农田软盘抛秧等新技术

种推优 7400 亩，推优率 90%。农

推广率达 89％。种植烤烟 1180

田软盘抛秧等新技术推广率达

亩（其中：地烟 60 亩，田烟 1120

95％。种植烤烟 764 亩，产干烟

亩），产干烟 1250 担，产值 110

1250 担，产值 110 万元。新种桑

万元。完成集体林权制度

苗 300 亩，桑园面积达 2627 亩，

27.8382 万 亩， 摸 底 调查 农 户

全年全乡养蚕 419 张，产鲜茧

4299 户，摸底面积 27.9656 万亩，

335.2 担，产值 68 万元。全年生

外业勘界面积完成 27.9656 万

猪出栏 7300 头，存拦 12100 头，

亩，
宗地勘界完成 27.9656 万亩，

大牲畜存拦 9700 头（匹）
，家禽

排查纠纷 224 起，
涉及面积 26820

3.71 万羽，山羊存栏 3850 只，

亩，调解 212 起，内业录入 31590

肉类产量 680 吨。发放小额贴息

宗，
面积 27.8235 万亩，
发证 4116

贷款 12.21 万元，配合有关部门

户 7852 本，发证面积达 26.9 万

做好农民工的技术培训，鼓励群

亩。新种桑苗 900 亩，桑园面积

众外出务工，全乡有 5200 人外

达 2700 亩，全年全乡养蚕 700

出务工，劳务输出收入 12.21 万

张，产鲜茧 590 担，产值 88.5

元。

万元。投资 189 万元新建蓄雨池

【社会事业】 2010 年，发救灾

115 个 9450 个立方米，维修 23

款 17.55 万元，救济粮 3.2 万公

座，解决了 164 户 726 人的饮水

斤，农村医疗救助 17.13 万元。

难问题。抓好板里水库特色养殖

发放军属优待金 1.73 万元。实

示范基地，成功养殖三黄鸡 200

施残疾人危房改造 10 户、茅草

羽、乌骨鸡 300 羽、野山鸡 600

房改造改造 40 户。农村沼气池

羽、肉兔 500 只、鱼 5 万尾。投

建设完成 110 座。贯彻落实计生

“奖、优、免、补”政策，加大

店，14 所小学，1 名专职爆破员，

地 23 个。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

宣传和执法力度，有效控制人口

烟花爆竹零售户，农用车业主等

合率达 95%，
全年，
门诊补偿 1312

增长，全乡出生人口 101 人（其

分别签定了《道路交通安全责任

人，补偿经金额 3.936 万元，住

中：一孩 43 人，二孩 52 人），

书》、《社会消防目标管理责任

院报销 912 人，报销经额 45.6

政策生育率 91.09%。以巩固“两

书》、《食品安全目标管理责任

万元。调解纠纷 70 起，调解成

基”为重点，做好“控辍保学”
，

书》
，制定了《沙里乡 2010 年安

功 68 起（其中：
“三大”纠纷 12

全面落实“两免一补”政策，小

全生产实施方案》、
《沙里乡 2010

起，调处 10 起，民间纠纷 5 起，

学适龄儿童入学率为 100%，巩固

年生产安全事故救援预案》
、
《地

化解 3 起）
，发生刑案件 10 起，

率为 99.6%。加大农村实用技术

质灾害救援预案》、
《防汛实施方

破 4 起，破案率 40%，治安案件

培训力度，巩固扫盲成果，开展

案，救援预案》等，利用节假日

25 起，查处 15 起，查处率 60%，

培训班 8 期，学员 1200 人，举

散发安全生产资料，书写、制作

刑拘 3 人，治安处罚 4 人。

办各类科技培训 12 次，印发各

安全生产标语，普及法律知识，

【项目建设】 2010 年，新建地

种资料 8000 份。组织农业科技

提高了全民安全生产意识，对安

头水柜 115 座；先后完成 3.5 万

培训 5 期 450 人次，发放技术资

监人员和生产经营从业人员进

伏变电站、沙里乡果卜村中心校

料 3400 份。全乡有科技示范村 3

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知识和业

学生宿舍楼、沙里中学学生宿舍

个，科技示范户 12 户，科技示

务技能进行培训，加强检查督

楼、沙里计生办办公楼、司法所

范基地 3 个。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促，开展生产安全隐患的排查整

办公楼、国土所办公楼、文化体

制度健康发展，参合率达 97%，

治活动，及时排除生产事故隐

育设施、沙里乡市场、沙里村球

工作运转正常，全年，门诊补偿

患，遏制了各种事故的发生，促

场、乡政府球场维修、烟区配套

1270 人，补偿经金额 3.8 万元，

进全乡社会和谐稳定。

设施等建设项目。建成卧试密集

住院报销 800 人，报销经额 40.7

2011 年，发救灾款 17.1 万

式烤房 40 座，热源外置普改密

万元。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元，救济粮 33 万公斤，农村医

烤房 20 座；完成屯级道路建设

集中开展综治宣传月活动，设立

疗救助 18.25 万元。发放军属优

18 条，沙里—龙川的油路建设如

咨询台，解答群众咨询 100 余人

待金 1.86 万元。实施残疾人危

期完成。

次，散发各种资料 2000 多份，

房改造 7 户、茅草房改造 58 户。

抓好矛盾纠纷排查、调解工作，

农村沼气池建设完成 50 座。贯

座；先后完成沙里村谷严屯 1.5

预防和化解各种矛盾纠纷，全年

彻落实计生“奖、优、免、补”

公里道路硬化、那爱屯 1.5 公里

调解纠纷 6 起，
调解成功 5 起
（其

政策，加大宣传和执法力度，有

道路提级、沙里中学教职工宿舍

中：
“三大”纠纷 4 起，调处 4

效控制人口增长，全乡出生人口

楼等建设项目。（撰稿：沙里瑶

起，民间纠纷 1 起，化解 1 起），

230 人（其中：一孩 120 人，二

族党政办公室 吴廷尚）

发生刑案件 3 起，破 2 起，破案

孩 110 人）
，政策生育率 92.17%。

率 66.7%，治安案件 11 起，查处

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为 99 %，巩

9 起，查处率 81.8%，刑拘 2 人，

固率为 98.2%。开展农村实用培

治安处罚 11 人。严格实行安全

训班 16 期，学员 1600 人，举办

生产责任考核制度和奖励措施，

科技培训 16 次，印发资料 5120

强化安全生产综合管理，建立安

份。组织农业科技培训 21 期培

全生产信息通报制度和举报制

训 1700 人（次）
，发放技术资料

度，明确职责。与 12 个村，11

3250 份。全乡有科技示范村 5 个，

个单位，2 个供油点，8 家饮食

科技示范户 60 户，科技示范基

2011 年，新建地头水柜 120

逻楼镇
【概述】 逻楼镇位于凌云县东
面，东与河池市凤山县江洲乡毗
邻，南与沙里乡相交，西与泗城
镇相连，北与加尤镇及凤山县中
亭乡接壤，距凌云县城 37 公里。

全镇面积 337 平方公里，辖 20

纪委书记 1 名、党委委员组织委

羽，肉类总产量 2250 吨，水产

个村民委员会，327 个村民小组，

员 1 名、
党委委员宣传委员 1 名、

品 64 吨。全镇 325 个自然屯的

439 个自然屯，居住着壮、汉、

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1 名、人大副

动物防疫免率达 100%。四是林业

瑶三种主体民族。交通便利，凌

主席 1 名，
时任党委书记肖国权、

工作成效明显。完成外业勘界面

凤公路贯穿其间，是凌云县重要

镇长邓国远、主席周于高。内设

积 39.33 万亩，占集体林地面积

的交通枢纽。逻楼镇属热带气

团委、妇联、党政办、民政办、

39.7 万亩的 99.1%，占全县下达

候，土地肥沃，人民群众因地制

计生办、城建站、文化站、扶贫

我镇任务的 115.68%;完成发证

宜发展种桑养蚕、烤烟、八角、

办、经管站、综治办、林业站、

前公示面积 36.9 万亩,占全县下

油茶、水果、竹子和林下养殖等

联防队、桑蚕办、社保所、烟办

达我镇任务的 108.5%;完成打印

产业，并逐步形成逻楼镇农民增

等站办所。

林权证面积 19.2 万亩,占县下达

收的支柱产业，逻楼镇的“牛心

【农业】 一是粮食生产稳步推

我镇任务的 56.2%;发生林权纠

李”
、
“肉猪”
、
“土鸡”等农产品

进。全镇共组织党员干部群众

纷 121 起，调处 107，调处率达

畅销区内外。

2350 人（次）深入到安水、大言、

88.4%。新增造林面积（含配套

陇朗、布林等旱情严重村屯开展

荒山造林）1300 亩，义务植树 5

人（其中：集镇人口达 7000 人）。

抗旱保春耕生产活动，组织农业

万株，新增育苗 30 亩，森林面

年末实有耕地面积 26685 亩（其

技术人员上街下村开展咨询宣

积达到 2.3 万公顷，森林覆盖率

中：水田 9743 亩、旱地 16942

传活动 37 次，举办各类农科技

达 68.4%。举办防火知识培训班

亩）
，粮食总产量 8872 吨，人均

术培训班 5 期 853 人，发放各种

5 期，与各村委会签订了防火责

口粮 226.4 公斤，农业总产值分

宣传资料 4000 余份，出墙板报 6

任状 20 份，年内无森林火灾。

别为 3.5 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

期。全镇粮食播种面积 66700 亩

2011 年，围绕农业增效、农

投资 2.1 亿元，生产总值●●万

（其中：水稻 9705 亩,玉米 24238

民增收目标，在抓好粮食生产的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元。

亩），实现水稻 100%推优，玉米

同时，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农业

2011 年，全镇总人口 4.2 万

75%推优。大灾之年，粮食产量

经济快速发展。一是粮食生产稳

多人（其中：集镇人口达 8000

保持丰收。二是“两张叶子”成

步推进。组织农业技术人员开展

人）。年末，实有耕地面积 26685

效显著。新种植桑园 700 亩，桑

咨询宣传活动 37 次，举办各类

亩（其中水田 9743 亩、
旱地 16942

园达到 8970.29 亩，
全镇养蚕 417

农科技术培训班 5 期 853 人，发

亩）
，粮食总产量 8872 吨，人均

户 4050 张，产鲜茧 3037.5 担，

放各种宣传资料 4000 余份，出

口粮 226.4 公斤。农业总产值分

产值 455.60 万元。种植烤烟 755

墙板报 6 期。
粮食播种面积 66700

别为 33.65 亿元。全社会固定资

亩，投入 121.2 万元新建 20 座

亩（其中：水稻 9705 亩,玉米

产 投 资 2.6 亿 元 ， 生 产 总 值

大密型烤房，销售烤烟 1369 担，

24238 亩），实现水稻推优 100%，

11462.64 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产值 136.9 万元，
超额完成县委、

玉米推优 75%，粮食产量保持丰

3242 元。

县人民政府下达的烤烟生产任

收。二是桑蚕和烤烟生产稳步推

【工作机构】 逻楼镇共有 32 个

务。三是“两优一改”工作得到

进。新种桑园 2700 亩，桑园面

行政编制，54 个事业编制。设有

加强。新种水果 320 亩，水果低

积达 1.1 万亩，年养蚕 4005 张，

11 个领导岗位，其中是党委书记

产改造 410 亩，水果产量 1275

产鲜茧 3210 担，产值 425 万元，

1 名、党委副书记人民政府镇长

吨，产值 130 万元。全年共养殖

蚕农户均增收 5000 余元。种植

1 名、党委副书记人大主席 1 名、

鸡 20000 羽，现利润 20 万元。

烤烟 860 亩，实现产值 75 万元，

党委委员人民政府副镇长 2 名、

出栏肉猪 2.7 万头、肉牛 2072

烟农户均增收 8000 多元。三是

人民政府副镇长 1 名、党委委员

头、山羊 8071 只、家禽 10.7 万

“两优一改”工作得到加强。水

2010 年，全镇总人口 4.2 万

果低产改造 410 亩，水果产量

年 6 月 27 日至 28 日，逻楼镇境

97.78%，麻苗接种率 97.07%，乙

1275 吨，产值 130 万元。建立陇

内下强降雨，导致全镇 20 个行

肝接种率 98.51%；降消方面，全

朗、新洛、大言 3 个规模养鸡、

政村全面受灾，祥福、布林、山

镇共有 382 对夫妇住院分娩，符

养羊示范点，
出栏肉鸡 3.8 万羽，

逻等村发生大面积内涝，群众被

合降消项目补助人数 62 人。新

山羊 1200 余头，存栏肉鸡 6000

洪水围困，部分民房受淹倒塌，

农合方面，全镇参加新农合 7564

羽、山羊 180 多头。年末出栏肉

烤烟、稻秧、玉米等农作物被淹，

户，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

猪 2.7 万头、肉牛 2072 头、山

电力中断,道路垮塌、渠道损毁、

民达 37018 人（其中民政代缴

羊 8071 只、家禽 10.7 万羽，肉

水库险情频发、新地质灾害点出

2000 人），占农村总人口的 95%，

类总产量 2250 吨，水产品产量

现，陇棍村还发生了小群震特殊

全年报销医疗费 136.7 万元。

64 吨。四是林业工作成效明显。

地质灾害。灾情发生后，紧急转

2011 年，一是扎实做好民生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顺利通过

移群众 1378 户 6673 人，安置

工程，切实保障群众利益。严格

区、市、县的检查验收。全年新

1104 户 5931 人；紧急调用 170

按照国家的政策要求，及时办理

增造林面积（含竹子）2500 亩，

顶帐篷、6000 米花胶布、250 床

救灾救济、农村低保、优抚及五

义务植树 5 万株，森林面积达到

棉被，共发放救灾粮食 30 吨，

保定补、残疾人住房改造工程

2.3 万 公 顷 ，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干粮 800 箱，衣物 1000 件，饮

等，做到对象清楚，帐卡册齐全，

68.4%。五是特色农业强力推进。

用水 10 吨。因地质灾害需集中

专人管理。全镇共发放救灾棉被

在祥福村试种了线椒 200 多亩，

安置的塘汉、那塘、小言、申洞

450 床、衣服 600 件、蚊帐 250

在洞新村、界福村等试种新品种

45 户已全面动工建设。二是计划

床，解决农村群众的生活困难。

麦子 300 亩，在新洛村连片种植

生育工作。全镇 20 个村都配备

全镇享受低保对象 4320 户 5234

油菜 200 亩；油茶低产改造工程

了 1 名计生专干。计生服务月活

人，共发放救济粮 5.1 万斤，发

呈现稳步推进的态势，签约农户

动扎扎实实地开展，计生村民自

放农村医疗救助款 35.4 万元，为

170 多户，签约面积 2500 多亩，

治有序进行，计生服务配套设施

五保、低保 413 户 2000 人缴纳

细叶龙竹育苗基地 11 亩，培育

进一步完善，计生服务质量进一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款 6 万元。二

细叶龙竹苗近百万株，移栽种植

步提高。认真实行“月量化”。

是社会环境保持稳定，计划生育

造林 1400 亩。

全镇出生人口 546 人，符合政策

服务优化。全镇 20 个行政村都

【社会事业】 2010 年，一是民

生育率达 91.2%，征收社会抚养

配备了 1 名计生专干。计生宣传

政工作。严格按照国家的政策要

费 67.81 万元。同时，书写计生

常态化，计生“月量化”扎实推

求，及时办理救灾救济、农村低

固定宣传标语共 42 条，发放计

进，诚信计生有序开展，计生服

保、优抚及五保定补、残疾人住

生宣传手册 5600 多份，挂横幅

务配套设施进一步完善，计生服

房改造工程等，做到对象清楚，

15 幅。三是教育教学工作。狠抓

务质量全面提高。全年出生人口

帐卡册齐全，专人管理。全镇共

控辍保学，中考考上市重点高中

573 人 ， 符 合 政 策 生 育 率 达

发放春荒救济粮 150 吨、救灾棉

34 人。四是文体、卫生等工作。

93.54%，征收社会抚养费 27 万

被 450 床、衣服 600 件、蚊账 250

进一步加强宣传阵地建设，加强

元。三是科教文卫有新起色，群

床。全镇享受低保对象 3210 户

宣传工作力度，超额完成各种媒

众素质整体提升。以镇文化站为

4826 人，共发放低保金约 84.2

体及刊物上稿任务。以镇文化站

载体，全面加强宣传阵地建设，

万元，救济粮 16.4 万斤，发放农

为载体，通过板报、文艺演出、

通过板报、文艺演出、传单等形

村医疗救助款 31.5 万元，为五

传单等形式加强科普、卫生等知

式加强科普、卫生等知识及法律

保、低保 413 户 2000 人交纳新

识及法律法规的宣传。卫生防疫

法规的宣传工作，超额完成各种

型农村合作医疗款 6 万元。2010

方面，全镇卡介苗接种率

媒体及刊物上稿任务。全年被

《右江日报》采用 46 篇、《新

任务，总投资达 156 万元。主要

2011 年，坚持“打防结合，预防

华百色局域网》35 条、《凌云电

建设项目是：完成进村道路建设

为主，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

视台》75 条及其他报刊杂志 26

1 条 2.5 公里，完成屯内道路硬

方针，狠抓安全生产和社会治安

条。卫生防疫方面，全镇卡介苗

化 1300 米，建设活动场 880 平

的综合治理，为镇域经济发展创

接 种 率 97.78% ， 麻 苗 接 种 率

方米，建设活动室 1 栋 160 平方

造了一个安全稳定的治安环境。

97.07%，乙肝接种率 98.51%。在

米，农户住房和改厕、改厨 42

一是安全生产持续稳定。全面落

降消方面，有 382 对夫妇住院分

户；安装引水管道 3200 米，新

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按照县委、

娩，符合降消项目补助人数 62

建水柜 10 座，对屯内进行了绿

县政府统一部署，通过广泛深入

人。新农合方面，全镇参加新农

化和美化。六是农村危房改造。

宣传，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和百

合 7564 户，参加新型农村合作

全镇农村危房改造建设任务 183

日专项督查活动，加大检查整治

医疗的农民达 37018 人（其中：

户，完成 167 户。七是异地安置

力度，以教育培训为主，努力提

民政代缴 2000 人），占农村总

项目。完成总投资约 150 万元的

高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安全

人口的 95%，全镇报销医疗费

五洋坪异地安置工程；完成总投

生产意识，强化道路交通、工矿

136.7 万元。劳动就业转移培训

资 350 万元的祥福村百岗屯、陇

企业、非煤矿山、食品药品、校

方面，通过整合党校、农家课堂

朗村、山逻瑶梁异地搬迁项目。

园及周边等重点领域安全生产

2011 年，一是交通道路建

专项整治工作。通过进行安全检

全年完成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设。先后新建、改扩建村屯公路

查和整治，年内无安全事故发

职业技能培训 800 人，新增就业

16 条 63 公里。建设林塘村牛塘

生。二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全面

人数 140 人，转移劳动力 8600

坳至六瑶、洞新村梨角树至洞新

加强，确保社会和谐稳定。坚持

名，实现劳务收入 5800 万元。

村村部水毁公路，平整逻楼镇车

“保一方平安，促一方发展”，

【项目建设】 2010 年，一是交

站及建设逻楼车站公厕。二是水

妥善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关

通道路建设。继续抓好桂西五县

利基础设施建设。完成投资 600

系，扎实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

基础设施建设大会战的扫尾工

万元林河水库的坝体除险加固

理，以预防青少年犯罪为重点，

程 10 条屯级公路；抗洪救灾应

工程。
新建地头水柜 262 座 21285

突出抓好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

急道路建设 8 条，竣工验收。二

立方米，解决了 800 多人饮水难

人员、公务员等重点对象的法制

是农村沼气池建设。扶贫沼气池

问题。三是农村危房改造。实施

宣传教育工作，大力推进依法治

建设任务 280 座，动工 280 座，

危房改造 215 户。四是异地安置

镇进程，建立健全信访网络，加

完工 243 座。三是基层政权设施

项目。完成总投资 150 万元的五

大“三大纠纷”的排查和调处力

建设。第二办公区内的派出所、

洋坪异地安置工程，安置 75 户

度，继续深化“严打”整治活动，

国土所、司法所等 3 个部门的办

320 人；完成投资 350 万元的祥

打击犯罪和治安防控能力明显

公楼建设竣工验收，工商所完成

福村百岗屯、陇朗村、山逻瑶梁

增强，全镇社会和谐稳定。（撰

行主体建设。四是水利基础设施

异地搬迁项目。五是大力争取财

稿：逻楼镇党政办公室）

建设。投资 600 万元林河水库的

政“一事一议”项目，建设洞新

坝体除险加固工程。人饮大会战

大寨、盘坡等 9 个村 13 个示范

水柜 756 座，
容量 60480 立方米；

屯，包含道路硬化、饮水道路建

扶贫系统水柜 240 座，
容量 19200

设等项目。六是金矿砂石治理项

立方米的建设任务，全部完工并

目。完成投资 82 万元的逻楼镇

通过验收。五是新农村建设。完

金矿砂石治理项目。

成了布林村布屯核心屯的建设

【维稳与综治建设】 2010 年、

等培训资源，累计培训 2600 人，

加尤镇
【概述】 加尤镇位于凌云县东
北部，距县城 27 公里，凌乐二
级公路穿境而过，东与凤山县金

牙乡接壤，北与乐业县新化镇毗

站、综治办、林业站、科技办、

年存栏 2123 只；养兔示范点 1

邻。辖 12 个行政村 224 个村民

联防队、桑蚕办、社保所、烟办

个，年存栏 1160 只）；四是集

小组，分别居住着壮、汉、瑶 3

等站办所。时任党委书记：田新、

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扎实推。完

个民族。总面积 275 平方公里，

镇长：吴磊、主席：文纯芳。

成外业宗地勘界 44762 宗 32.04

土山、石山各占一半，平均海拔

【农业】 2010 年，完成粮食播

万亩，占任务的 115%，核 发 林

800 米到 1000 米之间，属亚热带

种面积 3.86 万亩，推优率为 98%，

权 证 面 积 29.9 万 亩 共 6590

季风气候，气候宜人，一年四季

水稻、玉米等主粮产量完成 7310

户 ,发证 11653 本；顺利通过自

如春，主要以茶叶、八角、板栗、

吨；种植桑树 11530 亩，养蚕

治区的检查验收。种植竹子 500

种桑养蚕、养殖等为主导产业。

11572 张，产鲜茧 8349 担，产值

亩，超额完成任务；五是积极引

是“广西特色农业十大强镇、茶

1252.4 万元。种植烤烟 180 亩，

导，扎实推进秋冬种农业产业开

叶强镇”
。

生干烟 284.91 担，产值 21.09

发。建立示范点 2 个（其中：央

万元。茶园面积 4.53 万亩，产

里上央油菜示范点 200 亩，央里

万人（其中：壮族占 3083 人，

干茶 1086 吨，
产值 4995.6 万元。

长洞田小麦示范点 200 亩）。全

汉族占 23929 人，
瑶族 2646 人）
。

全年生猪出栏 756 头，存拦 256

镇秋冬种面积 3.03 万亩（其中：

耕地面积 21560 亩（其中：水田

头，大牲畜存拦 38 头（匹），家

秋冬菜 8000 亩，晚玉米 600 亩，

7800 亩，旱地 13760 亩）
。生产

禽 6.2 万羽，山羊存栏 1123 只，

油菜 5200 亩，冬小麦 3500 亩，

总值达 7453.06 万元。固定资产

肉类产量 150 吨；集体林权制度

绿肥 3000 亩，大豆 2200 亩，红

投资完成 450 万元。农民人均收

改革工作扎实推。完成外业宗地

薯 4000 亩）。

入达 2513 元。

勘界宗 19 万亩，核 发 林 权 证

【各项社会事业】 2010 年，全

2011 年，全乡总人口 2.96

面 积 29.9 万 亩 共 4240 户 ,

年发放各种不济粮食 16 吨、衣

万人（其中：壮族 2292 人，汉

发证 8157 本。秋冬种面积 2.537

物（被）5068 件（床），解决 2879

族 24122 人，瑶族 2213 人）。耕

万亩（其中：秋冬菜 7800 亩，

户 3745 人生活困难问题，全镇

地面积 2.16 万亩，人均耕地 0.8

晚玉米 600 亩，油菜 5000 亩，

享受农村低保待遇 2680 户 3258

亩。生产总值达 8184.16 万元。

冬小麦 3200 亩，绿肥 2900 亩，

人，发放低保金 212.08 万元；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526 万元。农

大豆 1970 亩，红薯 3900 亩）。

享受城镇低保 48 户 79 人,放发

2011 年，完成粮食播种面积

低保金 1.575 万元；享受农村医

2010 年，
全乡总人口 2.9658

民人均收入达 2764.92 元。
【工作机构】

加尤镇共有 28

3.86 万亩，推优率为 98%，水稻、

疗救助 80 户发放医疗救助款

个行政编制，40 个事业编制。设

玉米等主粮产量完成 7016 吨；

16.31 万元。发放扶贫到户贷款

有 11 个领导岗位，其中是党委

种植桑树 14360 亩，新种补种桑

贴息 24.6 万元，退耕还林补助

书记 1 名、党委副书记人民政府

苗 2200 亩，低改 4000 亩，养蚕

310 万元，种粮农资补贴 118 万

镇长 1 名、党委副书记人大主席

12502 张，产鲜茧 9805 担，产值

元，家电、车辆下乡补贴 95 万

1 名、党委委员人民政府副镇长

1765 万元。种植烤烟 200 亩，生

元。全面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2 名、人民政府副镇长 1 名、党

干烟 316.57 担，产值 23.43 万

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实现

委委员纪委书记 1 名、党委委员

元。茶园面积 4.2 万亩，产干茶

全覆盖，初中入学率达 98.5%，

组织委员 1 名、党委委员宣传委

1150 吨，产值 5000 余万元。采

辍学率控制在 2.3%；小学入学率

员 1 名、
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1 名、

取“公司+农户+基地”的林下养

达 99.8%，辍学率控制在 0.03%。

人大副主席 1 名。内设团委、妇

殖模式，培植养殖户 9 户（其中：

农业人口独生子女“奖优免补”

联、党政办、民政办、计生办、

林下养鸡 5 户，全年累计出栏肉

政策全实，诚信计生试点工作扎

城建站、文化站、扶贫办、经管

鸡 22.4 万羽；养羊示范点 3 户，

实开展，计划生育“月量化”按

时完成，全年出生人口 488 人,

镇前列。小学入学率达 99.8%，

出生率 15.98‰；计划生育率

辍学率控制在 0.2%，2011 年全

机构捐赠的 3300 立方米的水柜、

93.24%，自然增长率 11.73‰，

镇初考成绩名列全县同级学校

扶贫系统 3360 立方米水柜、下

综合节育率 86.78%，长效避孕率

第二名，其中东哈村小学初考成

伞村伞里 4.1 公里三面光水利渠

79.68%，征收社会抚养费 66.36

绩名列全县村级学校第一名。三

道等项目建设任务。修建陇祥湾

万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健康发

是计生工作巩固发展。认真落实

水池 1 座 800 立方米，有效解决

展，参合农民 29283 人，参合率

农业人口独生子女“奖优免补”

了陇祥湾 12 户 58 人瑶族同胞以

95%，累计报销医疗费 326.81 万

政策，认真完成“月量化”任务，

及加尤村龙华洞、加尤镇镇区入

元，受益群众 8587 人（其中：

做好诚信计生试点工作。全镇共

口 53 户 271 人饮水困难问题。

门诊报销 4832 人，14.49 万元，

出生 463 人,人口出生性别比为

争取到区财厅结对共建帮扶上

住院报销 3412 人，199.78 万元，

109.50；出生率 15.94‰；计划

伞村项目 3 个，总投资 150 万元

分娩 269 人，报销 15.8 万元，

生 育 率 93.52% ， 自 然 增 长 率

（其中：新建 45 户人畜饮水池

大病 74 人，报销 76.24 万元）。

11.95‰，综合节育率 88.38%，

共 2800 立方米，投资 56 万元；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职业技能

长效避孕率 82.46%，征收社会抚

新建大蚕房 45 个 2700 平方米，

培训 12 期 500 人次，农村劳动

养费 53.35 万元。四是卫生事业

投资 30 万元；危房改造 40 户，

力转移 486 人，劳务收入 972 万

健康发展。各项共累计报销医疗

投资 64 万元）。全年农村危房改

元。

费 230.581 万元，受益群众 8601

造任务 241 户，建成 137 户，完

人次，其中门诊报销 5767 人共

成主体 84 户。新建陇槐村龙角

作。规范敬老院、五保村的管理，

17.2977 万元，住院报销 2388 人

小学至橙子洞公路 1.8 公里，么

全年发放粮食 16 吨、衣物（被）

共 140.712 万元，分娩 152 人共

贤村炸房至陇松公路，全长 3 公

5756 件（床）
，解决 3219 户 4237

报销 6.2185 万元，大病 59 人共

里。组织实施么贤村陇巴打道路

人生活困难问题，全镇享受农村

报销 66.0216 万元。五是旅游业

硬化 950 米、百陇村那泥湾新建

低保待遇 3218 户 4558 人，共发

得到快速发展。央里村乱岩珂农

大桥长 15 米、案相村那塘屯道

放低保金 345.936 万元；享受城

家乐接待游客 2.2 万人次，收入

路硬化 800 米、加尤村大保道路

镇低保 56 户 90 人,放发低保金

40.1 万元；茶山金字塔风景区接

硬化 1150 米、上岩村反背湾道

1.794 万元；享受农村医疗救助

待游客 32.2 万人次，收入 136.1

路硬化 620 米、陇槐村长洞屯道

83 户发放医疗救助款 16.5 万元。

万元。六是切实做好劳动和社会

路硬化 1200 米、杂福村陇棍屯

发放扶贫到户贷款贴息 28 万元，

保障工作。完成农村劳动力转移

道路硬化 800 米等财政奖补的村

发放退耕还林补助 222 万元，发

就业职业技能培训 7 期 783 人

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项目，总投

放种粮农资补贴 135 万元，发放

次，完成农村劳动力转移 466 人

资 123.765 万元,受益群众涉及 7

家电、车辆下乡补贴 75 万元。

劳务收入 932 万元。

个村 19070 人。

二是“两基”攻坚成果进一步巩

【项目建设】 2010 年，先后完

【维稳与综治建设】 2010 年、

固，学校办学条件得到较大改

成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人

2011 年，坚持“预防为主、打防

善，教育教学质量得到有效提

畜饮水工程、产业发展、科技培

结合”的方针，积极开展“四大”

高。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

训等项目建设任务。争取到区财

活动，促进相邻乡镇村屯之间矛

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实现

厅结对共建帮扶上伞村项目 24

盾纠纷化解和社会稳定。积极开

全覆盖。初中入学率达 98.2%，

个，总投资 722.09 万元。全年

展支书热线、农事村办、领导包

辍学率控制在 1.8%,2011 年中考

农村危房改造任务 130 户，建成

案制、“书记大接访”等活动，

上重点线 18 名,名列全县兄弟乡

130 户。

扎实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社

2011 年，一是民政扶贫工

2011 年，先后完成广东慈善

会治安明显好转。建立健全三级

村近 80 公里，落差 50 多米，全

利站、林业站、畜牧站、农业技

信访网络，加大矛盾纠纷的排查

年平均流量达 5 立方米/秒，年

术推广站。编制 67 人，在编 51

和调处力度。

内可保证 3 台以上 630 千瓦机组

人。其中党委书记 1 人，副书记

2010 年，调解各种矛盾纠纷

正常发电。现有上谋电站、小洞

2 人（1 名由乡长兼任，1 名由人

106 件，调解 106 件，调解率

电站、玉洪电站常年正常发电，

大主席兼任），其他委员 4 人（纪

100%，调结 103 件，调解成功率

正在投资建设的有那洋电站、团

委书记 1 人，组织委员、统战委

96%。

结电站。旅游资源丰富：独具特

员 1 人，宣传委员 1 人，武装委

2011 年，调解各种矛盾纠纷

色的民族风情，如壮族夜婚、蓝

员 1 人）
；乡人大主席 1 人，副

186 件，调解 186 件，调解率

靛瑶族长号队、拦路酒等成为玉

主席 1 人；乡政府乡长 1 人，副

100%，调结 182 件，调解成功率

洪民间文化的精品和新亮点；有

乡长 3 人，主任科员 1 人，其他

97.8%。
（撰稿：加尤镇党政办公

红岩堡、广西第一大榕树、那洪

干部职工 40 人。

室）

古寨等神奇的自然风光，有“天

【农业】 2010 年，全乡种植水

然药库”之称的岑王老山原始森

稻 8209 亩，
粮食总产量 7250 吨；

林及其山中的国家一级保护动

茶叶种植面积 5750 万亩，春夏

物黑颈长尾雉、国家二级保护动

菜种植面积 3100 亩，秋冬菜种

物娃娃鱼等世界濒危动物，为旅

植 2002 亩；生猪存栏 16131 头，

游避暑的好地方。

其中能繁母猪 3200 头，出栏

玉洪瑶族乡
【概况】

玉洪瑶族乡，地处云

贵高原余脉的岑王老山脚下，凌

2010 年，全乡总人口 22583

15500 头，产值 2548 万元；家禽

云县城西北部，位于凌云、田林、

人，（其中：瑶族 5711 人,占全

存栏 3.82 万羽，出栏 3.2 万羽，

乐业三县交界处，东接加尤镇，

乡总人口的 25.3%）。耕地面积

产值约 84 万元；农业总产值达

南与泗城镇相邻，西与田林县浪

27246 亩（其中：水田 8209 亩，

0.68 亿元。

平乡、利周乡接壤，北与乐业县

旱地 19037 亩）。生产总值达

2011 年，
全乡种植水稻 8209

甘田镇、新化镇毗邻，地理位置

9815.4 万元。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亩，粮食总产量 7322 吨；茶叶

十分优越，素有凌云县的“北大

4320 万元。
农民人均收入达 2469

种植面积 5.8 万亩，春夏菜种植

门”和“金三角”之称。距凌云

元。

面积 3000 亩，秋冬菜种植 2200

县城 42 公里。全乡总面积 334 平

2011 年，全乡总人口 22639

方公里，辖 18 个行政村，182 个

人，（其中：瑶族 5817 人,占全

繁母猪 3430 头，出栏 16890 头，

村民小组，辖区内居住着壮、汉、

乡总人口的 25.69%）
。耕地面积

产值 2600 万元；家禽存栏 4.4

瑶三种民族，主要产业为茶叶、

27248 亩（其中：水田 8209 亩，

万羽，出栏 4 万羽，产值约 100

烟叶、桑蚕和优质柑果、大红五

旱地 19039 亩）。生产总值达

万元；农业总产值达 0.88 亿元。

星枇杷、蔬菜（简称“三张叶子、

11974.3 万元。固定资产投资完

两个果子、一蔸菜”
）
。土特产以

成 5816 万元。农民人均收入达

【各项社会事业】 2010 年，发

八角、茶叶著称，盛产黑糯米、

3086 元。

救灾款 66.9 万元，救济粮 7.2

核桃、板栗、茶油、乌骨鸡等；

【工作机构】

玉洪瑶族乡党

万公斤，农村医疗救助 12.5 万

矿产资源有那洪滑石矿，那洪村

委、政府机关设党政办公室、财

元。发放军属优待金 8 万元。实

一带的砂金，具有一定的开采前

务办公室、村镇规划建设办公

施残疾人危房改造 7 户、茅草房

景。境内水资源丰富，是布柳河

室、扶贫办公室、人口与计划生

改造改造 5 户。农村沼气池建设

的发源地，大大小小支流有 18

育办公室、社会劳动保障事务

完成 270 座。贯彻落实计生“奖、

条，布柳河流经境内 15 个行政

所、财政所、农业服务中心，水

优、免、补”政策，加大宣传和

亩；生猪存栏 17726 头，其中能

执法力度，有效控制人口增长，

孩 181 人）
，政策生育率 90.66%。

设。完成基础设施的建设任务，

全乡出生人口 388 人（其中：一

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为 99.8%，

总投资达 325.2 万元。主要建设

孩 205 人，二孩 172 人）
，政策

巩固率为 100%。开展农村实用培

项目是：完成屯内道路硬化 3000

生育率 90.72%。小学适龄儿童入

训班 12 期，学员 5000 人，举办

米，建设活动场 1200 平方米，

学率为 99.8%，巩固率为 100%。

科技培训 6 次，印发资料 1600

农户住房和改厕、改厨 1200 户；

开展农村实用培训班 12 期，学

份。组织农业科技培训 4 期培训

安装引水管道 8000 米，新建水

员 5806 人，举办科技培训 5 次，

2000 人
（次），
发放技术资料 2200

柜 4 座，对屯内进行了绿化和美

印发资料 6000 份。组织农业科

份。全乡有科技示范村 4 个，科

化。五是农村危房改造。全乡农

技培训 6 期培训 1241 人（次），

技示范户 37 户，科技示范基地 3

村危房改造建设任务 220 户，完

发放技术资料 1200 份。全乡有

个。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

成 220 户。

科技示范村 4 个，科技示范户 37

94%，全年，门诊补偿 3697 人，

2011 年，一是交通道路建设。先

户，科技示范基地 3 个。新型农

补偿经金额 17.18 万元，住院报

后新建、改扩建村屯公路 10 条

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 90.8%，全

销 3697 人，报销经额 156.09 万

49 公里。二是农村沼气池建设。

年，门诊补偿 499 人，补偿经金

元。调解纠纷 256 起，调解成功

扶贫沼气池建设任务 60 座，动

额 1.3 万元，住院报销 294 人，

248 起（其中：
“三大”纠纷 17

工 60 座，完工 60 座。三是基层

报销经额 56.45 万元。调解纠纷

起，调处 17 起，民间纠纷 239

政权设施建设。 四是水利基础

130 起，调解成功 112 起（其中：

起，化解 231 起）
，发生刑案件 3

设施建设。
人饮大会战水柜 4 座，

民间纠纷 130 起，化解 112 起），

起，破 3 起，破案率 100%，治安

容量 286 立方米；五是新农村建

发生刑案件 2 起，破 2 起，破案

案件 4 起，查处 4 起，查处率

设。完成各项基础设施的建设任

率 100%，治安案件 7 起，查处 7

100%，刑拘 2 人，治安处罚 1 人。

务，总投资达 113 万元。主要建

起，查处率 100%，刑拘 4 人，治

【项目建设】 2010 年，一是交

设项目是：完成进村道路建设 3

安处罚 5 人。

通道路建设。继续抓好桂西五县

条 8 公里，完成屯内道路硬化

2011 年，发救灾款 18.16 万

基础设施建设大会战的扫尾工

7000 米，农户住房和改厕、改厨

元，救济粮 26.63 万公斤，农村

程 5 条屯级公路；抗洪救灾应急

1000 户；安装引水管道 6000 米，

医疗救助 163.27 万元。发放军

道路建设 1 条，竣工验收，先后

新建水柜 12 座，对屯内进行了

属优待金 9.2 万元。实施残疾人

新建、改扩建村屯公路 4 条 36.5

绿化和美化。五是农村危房改

危房改造 4 户、茅草房改造改造

公里。二是农村沼气池建设。扶

造。全乡农村危房改造建设任务

2 户。
农村沼气池建设完成 60 座。

贫沼气池建设任务 150 座，动工

196 户，完成 196 户。
（撰稿：玉

贯彻落实计生“奖、优、免、补”

150 座，完工 150 座。三是基层

洪瑶族乡党政办公室）

政策，加大宣传和执法力度，有

政权设施建设。四是水利基础设

效控制人口增长，全乡出生人口

施建设。人饮大会战水柜 5 座，

381 人（其中：一孩 200 人，二

容量 335 立方米；五是新农村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