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手抓抗疫 一手抓生产

黔西南州农产品调度办公室

开通 24小时服务热线电话

2

月

9

日，黔西南州农业农村

局成立黔西南州农产品调度办公

室，并开通

24

小时热线电话：

0859-3116511

（

8:00-18:00

），

0859-3117139

（

18:00-

次日

8:00

）。

各县（市、新区）及农业企业、

合作社在推进农村产业革命，农产

品物流运输、销售，春耕备耕涉及

农药、肥料、种子、饲草饲料等方面

存在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

电话。 调度办公室将及时协调解

决，为战胜疫情、扎实推进农村产

业革命提供坚实保障。

黔西南州农业农村局

2020

年

2

月

10

日

热线电话：

0859-3195186

邮箱：

qxnrb-xw@163.com

2

要闻

2020

年

2

月

14

日 编辑

/

吕纪伦 校对

/

黄崇星 版式

/

袁万霞

战“疫”春耕共推进

———晴隆县花贡镇抗疫情抓春耕见闻

特约记者 李拼鳌 通讯员 王 进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

当前， 正是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

也是春耕生产的重要阶段。 在疫情防控

和脱贫攻坚面前，广大干部群众面临双

重考验， 既要打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又要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

2

月

10

日， 记者来到晴隆县花贡

镇， 一边是党员干部疫情防控一片忙

碌， 一边是广大群众春耕备耕一片繁

忙。

严防死守阻疫情

“没有全民的健康， 就没有全面小

康。 ”据花贡镇党委书记刘珂介绍，自疫

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来，花贡镇认真贯

彻落实中央、省、州和县的部署要求，充

分发挥全镇干职工、驻村工作队、网格

员、 村组干部等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

按照“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要求，实

施网格化管理、地毯式排查，严格落实

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做到早发现、早报

告、早隔离、早诊断、早治疗，竭尽全力

保护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在阻击新冠肺炎疫情战役中，花贡

镇

9

各村（社区）脱贫攻坚指挥所变身

“疫情防控志愿服务队”， 走村串寨，挨

家逐户，通过录制播放、张贴标语、发放

资料、上门走访宣传等巡回宣传和通过

微信群、

QQ

群宣传的方式， 向群众广

泛宣传新冠肺炎的危害、疫情防控相关

知识，确保疫情防控措施、政策、知识家

喻户晓，人人皆知。 同时，在各村（社区）

设置疫情防控宣传服务站，对过往人员

和车辆进行登记、检测，确保外村人不

进来、本村人不出去，做到外防输入、内

防扩散， 全力以赴打好打赢疫情阻击

战。

春耕备耕促增收

防疫春耕两不误 ， 金秋方有好收

成。 贵州省委、省政府提出，要在抓好疫

情防控的同时，坚决纵深推进农村产业

革命， 抓住春种时节加大结构调整力

度，加快提高规模化水平，切实提升组

织化程度， 毫不放松抓好农业绿色发

展，确保贫困群众持续增收稳定脱贫。

大好春光无限，春耕备耕正忙。 花

贡镇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全面

部署春耕生产工作，真正做到抗疫情抓

春耕 “两不误”。 以战疫情保春耕为重

点，强化春耕备耕措施，及早做好农资

调运计划， 扎实开展农资市场监管、病

虫害防治、春耕备耕技术指导服务等各

项准备工作，切实推动春耕生产顺利进

行。

春种不忙，秋天无粮。 如果不抢抓

春耕春播，一年便没有了盼头。 深谙此

道的花贡镇母洒社区的村民坐不住了。

2

月

8

日起，许多村民戴好口罩，做好相

关防疫措施后，走出家门，走上山坡，移

栽两年前育的花椒苗。

2

月

11

日， 新寨村烤烟育苗基地

里，三四位村民戴着口罩，正在为烤烟

育苗锄土、翻土。

放眼望去，花贡镇山间田野春耕春

播的图景已开始徐徐展开。

“疫情面前， 有干部们辛苦为大家

把守关卡，广播天天给大家宣传疫情防

控知识， 我们不串门不访友不聚会，现

在天气渐渐暖和了，正是春耕备耕好时

节，各家各户都各自安排好时间来地里

除草、整地，为春耕生产做准备。 ”在花

贡镇新寨村新三组，正在地里忙着翻地

的一位布依族妇女告诉记者。

“花贡镇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 ，

聚焦农民增收抓好产业结构调整，大力

调减低效作物，大力推进花椒、烤烟等

农业特色优势产业规模发展，大力推广

‘龙头企业

+

合作社

+

农户’ 组织方式，

聚焦‘八要素’强弱项补短板。 我们一手

抓防控阻击战， 一手抓脱贫攻坚战，干

群同心坚决打赢两场硬仗。 ”花贡镇党

委书记刘珂语气坚决。

在花贡镇的各村路段设置的疫情

防控宣传服务站， 为农业生产化肥、种

子、饲料运输留出绿色通道，切实保证

村民的出入通畅，努力把疫情对春耕生

产的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确保群众春

耕生产不受影响。 同时，精心对产业进

行规划，积极争取项目，完善坝区配套

设施，组织群众特别是贫困户参与到生

产中，为实现今年脱贫摘帽打下坚实基

础。

安龙县农商行龙山支行发放千万贷款支持农业生产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讯 （通讯员 孔庆宇）

2

月

12

日，笔者从安龙县农村商业银行龙山

支行获悉，截至

2

月

12

日，该行累计发

放贷款

2469.17

万元，其中，支持农业生

产

1171.23

万元， 有力地助推了当地的

脱贫攻坚工作上台阶。

该行行长杨阳告诉笔者：“当前正

值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时期，农时不等

人， 不可能等疫情过了才来发展生产，

为此， 我们在柜台开辟了贷款的专柜，

专门为乡亲们办理贷款，中间有大玻璃

隔着，一来保证了乡亲们的安全，二来

保证了我们自己的安全。 ”

今年， 龙山镇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

构， 把辣椒种植作为

2020

年农业产业结

构调整春季攻势的第一炮， 发展辣椒种

植。 该行为了助力扶贫攻坚，从上级争取

到

400

万低息贷款，利率仅为

3.625

，享受

和种植食用菌、 烤烟相同的低利息贷款，

目前，该专用贷款正在发放之中。

“辣椒贷” 受益农户王文界说：“今天

是个好日子，我们的铭利合作社也在今天

挂牌成立， 由于处于疫情防控的关键时

期，买好的烟花爆竹都没有放，我们会用

实际行动，让这个产业一炮打响，让更多

的农户加入我们的合作社。 我们一边搞疫

情防控，一边抓春耕生产，合作社里有很

多都是精准扶贫户， 如果我们错过了农

时，肯定会影响乡亲们的收入，这么好的

产业，乡亲们赚不到钱，我这个组长当不

当是小事，良心上肯定过不去。 ”

龙山支行还对坚守在龙山镇与笃山

镇接壤的大坡疫情防控宣传服务站送去

了方便面、雨伞、烧水壶等生活用品，感谢

疫情防控宣传服务站同志们的辛勤付出，

阻断了疫情的输入，为大家创造了一个安

心和放心的生活、工作环境。

我州扎实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重点区域和公共区域消毒工作

本报讯 （记者 蔡定平）

2

月

12

日，州疾控中心、州消防救援支队、

兴义市综合执法大队，按照州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的部

署，分别对州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区

域、高速兴义东进出口、兴义桔山大道

等地进行消毒，切实做好重点区域和

公共区域疫情防控。

为有效遏制疫情蔓延， 我州结

合当前疫情防控实际，制定了《黔西

南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重点区域和

公共区域消毒工作实施方案》，成立

消毒专班，明确州级相关单位、各县

市新区工作职责， 定期对重点区域

的空气、污染物、地面和墙壁、环境

物体表面以及公共区域的生活垃圾

处理场所、交通运输工具、机场车站

宣传服务站等进行消毒防控。 并要

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严肃工作作

风，严明工作纪律，站在讲政治顾大

局的高度 ，筑牢 “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结合

当前开展的爱国卫生运动及创卫工

作，细化分工，对标对表 ，强化责任

落实， 扎实开展好重点区域和公共

区域的消毒工作，阻断病毒传播，早

日战胜疫情。

在当日的消毒工作中， 州疾控

中心、州消防救援支队、兴义市综合

执法大队各就各位， 派出专员或专

用消毒杀菌车辆， 在指定区域进行

认真细致消杀。 在州人民医院进行

喷雾消毒的州疾控中心病媒生物科

副科长贺启生表示， 防控新冠肺炎

疫情，消毒是一个重要环节，对容易

造成环境污染和疫情传播的重点及

公共区域进行消毒消杀， 能有效阻

断病毒传播，有利于疫情的防控，下

一步将按照国家标准和省州的要

求，一步做好预防性消毒工作。

安龙：廷必村党群齐心共战“疫”

特约记者 王 云

“疫情防控不只是党员、 干部的事，

老百姓更不能袖手旁观。 ”

2

月

7

日，在

安龙县五福街道廷必村东洋组路口疫情

防控宣传服务站值守的罗八林说这话

时，语气坚定。

罗 八 林 是 廷 必 村 的 一 名 普 通 村

民。

1

月

26

日晚上，他看到肖登隆在廷

必村微信群里发布招募疫情防控志愿

者的微信后 ，摁通了他的手机报了名 ，

成了村里疫情防控的一名志愿者 。 罗

八林于正月初三以来 ， 与村里党员干

部轮流在东洋组路口疫情防控宣传服

务站值守已有

13

天了。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廷必村党支

部立即部署疫情防控工作，在坝秧地、黄

泥堡等

8

个通组路口设置疫情防控宣传

服务站，广泛动员村组干部、党员及群众

参与疫情防控工作。 村里党员、 退伍军

人、寒假返乡大学生纷纷报名，成了村里

疫情防控志愿者。

廷必村党支部将招募到的

21

名党

员、

7

名退伍军人、

3

名返乡大学生、

56

名

群众分成

8

个组， 分别安排到坝秧地等

8

个疫情防控宣传服务站，开展测体温、劝返

等工作，形成了群防群控的格局。

“我们村在安龙县城的律师汪浩，因

时间紧没能参与村里疫情防控工作感到

愧疚，用微信捐款

1000

元给村里作为防

疫经费。 ”肖登隆笑着说。

汪浩的捐款， 在村里群众中引起了

反响。随后，村民杨红、杨珍、岑光油分别

捐了

500

元，吴光才捐

200

元，李安霖捐

赠

26

箱水果， 谢雄捐献

50

斤大米……

截至

2

月

9

日， 村里已收到

11

人捐资

3900

元，

13

人捐赠价值

3258

元的方便

面、水果、木炭等物资，为村里防疫工作

提供了物质保障。

“村里搞疫情防控工作，要数我们肖

支书最辛苦！”在坝秧地疫情防控宣传服

务站， 值守现场的志愿者岑光荣感慨地

说道。

原来，作为村支书的肖登隆，是廷必

村疫情防控工作的领头羊。

1

月

23

日，

他接到五福街道的通知要求， 要把疫情

防控作为村里当前的头等大事来抓。 随

后， 肖登隆立即组织召开廷必村两委会

议，部署防疫工作。 他通过联系沟通，分

别得到安龙县委编办、 州投资促进局两

顶帐篷和

400

只口罩的支持。

看到乡亲及这些单位出钱出物支持

村里的防疫工作，肖登隆心里过意不去。

2

月

5

日早晨，他“擅自”把摆在堂屋里

的皇帝柑等水果一箱一箱搬上车。 妻子

问他要搬到哪里？肖登隆说，要拿去支持

村里防疫工作。 妻子“心疼”地帮他把水

果搬上车后， 默默地点了一下共有

10

箱。

肖登隆开着私家车跑上跑下运送防

疫物资，几趟下来，刚加的油就烧光了，

还得自己继续掏钱给车子加油。

看到肖登隆为村里的防疫工作付出

了这么多， 村里退伍军人陈象从兜里掏

出

200

元交到肖登隆手中， 作为支持廷

必村防疫工作的一点心意。同时，他还骑

着摩托车，把家里仅有的两袋木炭、两件

矿泉水送到村里的东洋组路口疫情防控

宣传服务站。

“我们村有了多方的支持，一定能战

胜疫情。 ”肖登隆信心满满地说道。

黄草街道八旬党员捐款千元抗疫情

本报讯 （通讯员 赵炫圳 汤金艳）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我作为一个老党员，

退休老同志，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只能尽

一点小小的心意， 请党组织收下

1000

元，

我是家住黄草街道的退休人员邹德昌。 ”

2

月

7

日下午， 一位老人步履蹒跚地走进了

黄草街道党政办公室， 递给工作人员一叠

现金及一张纸条后默默离开。

这位老人名叫邹德昌， 今年

83

岁，

是革命烈士家属，更是一位老党员，邹老

平时生活朴素节俭。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邹老每天都关注着疫情防控工作。当

看到各级各部门及广大医护人员都在积

极防控、不懈努力时，他深受感动，决心

要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自己的力

量。于是他把自己攒下来的

1000

元钱交

给国家， 希望能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

疫情防控工作作贡献。

工作人员整理现金时发现，这

1000

元钱大都是由二十、 十块甚至是五角的

零钱组成。老人这份沉甸甸的心意，让工

作人员十分感动， 老人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践行着一名老党员的初心和使命，诠

释着退休党员离岗不离党、 退休不褪色

的奉献精神。

兴义市政法机关

发挥职能作用

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本报讯 （通讯员 张金祥 ）

自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 兴义市

政法机关立足职能、主动作为，充分

发挥政法机关职能作用， 坚决维护

好辖区范围内社会大局稳定， 为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营造安全的政治

环境、稳定的社会环境。

市政法机关联合发出 《关于严

厉打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防控期间违法犯罪行为的通告》，

严厉打击故意逃避、恶意阻挠、暴力

抗拒等方式拒不配合防疫等

8

类行

为，并在各乡镇（街道）主要道路、自

然村寨、 社区、 居民小区等张贴通

告， 在各疫情防控宣传服务站开展

宣传。 兴义市法院、检察院、公安局、

司法局分别结合职能发布相应的公

告， 维护疫情防控期间审判执行工

作平稳有序开展； 检察机关对涉疫

情案件优先办理、快捕快诉，并组建

专门办案团队， 依法严厉打击疫情

防控期间各种犯罪行为， 积极跟进

在疫情期间立案查处的涉嫌销售假

冒“

3M

”口罩、涉嫌销售无中文标识

口罩等假冒伪劣产品和哄抬物价案

件

16

件。

该市公安机关依法处理了网民

张某等不实言论行为、 某娱乐场所

拒不执行政府管控公告和刘某等

18

人聚众赌博行为； 同时组织包村民

警会同社区民警、村组干部、警务助

理深入村寨开展疫情排查宣传 ，对

借机销售假劣药品、医疗器械、医用

卫生材料和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

贵、 濒危野生动物等违法犯罪行为

进行排查，并严厉打击。

该市司法机关制作宣传音频 ，

由各乡镇（街道）进行滚动播放 ，并

安排两辆司法宣传车在市区范围内

流动播放；利用《人民日报 》官方公

众号推送的 “

2020

年新冠肺炎防治

考试”，开展法律法规的学习 ；在新

市民社区张贴 “

12348

”法律咨询热

线宣传海报， 及时为广大群众提供

法律咨询、法律援助服务等。

全市各级网格员开展拉网式排

查、深入式宣传、服务式跟进 ，开展

社会面管控。 进村入户宣传防疫知

识， 劝导群众外出佩戴口罩， 不聚

餐， 对疫情防控期间红白喜丧事情

况和集市休市进行劝导， 按照告示

贴起来、体温测起来 、口罩戴起来 、

广播响起来、消毒杀菌搞起来、手套

戴起来、无口罩的代购起来、监督岗

设起来“八个起来”的要求 ，扎实开

展好疫情防控工作。

兴义市人社局

多措并举做好疫情防控

本报讯 （通 讯 员 贺 国 海

王 珊） 近日来，兴义市人社局为

有效防止疫情发生聚集性传播和流

行， 多措并举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

提高政治站位和思想认识 ，坚

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州、市有关

疫情防控的部署和要求， 注重协作

配合，不折不扣抓好落实。

认真学习领会近期疫情防控有

关要求， 掌握新冠肺炎有关知识和

州、 市印发的健康科普小知识及宣

传读本等内容， 切实落实好相关要

求。

各分管负责人加强分管部门干

部职工的监督管理， 指导监管相关

人员加强自身防护和正面宣传引

导， 以正规渠道接受政府官方公布

的信息， 做到不传谣信谣造谣。 同

时，严格执行外出报备制度，完善相

关手续，无极特殊情况，不要外出兴

义，各分管负责人做好跟踪监管，并

反馈相关情况。

对从湖北武汉及途经武汉返回

兴义、 有湖北武汉旅居史的人员及

家属和近期到安龙、 罗平等地的干

部职工， 由该局负责排查并明确专

人统计汇总并监管， 有关数据信息

严格把关、签字审定，每日动态须及

时按要求上报。

每天

3

次定时做好办公室区域

的消毒工作， 全体干部职工外出佩

戴口罩，做好相关防护措施，自觉遵

守不举办、 不参加一切集体聚餐和

民间赶集活动， 减少走亲访友和外

出活动的次数。 若出现发热、干咳等

症状， 及时就近到指定国家医疗机

构接受救治 ，尽早发现 、尽早治疗 ，

不得隐瞒不报， 避免直接本人及家

人身体健康受到威胁。

主动适应新变化， 顺应和配合

应急反应措施， 关注自己和他人的

健康，安排好本职工作和生活，严格

纪律要求，对执行不力、落实不到位

的严肃追责问责， 全局上下齐心协

力，做好进一步防控疫情的准备，做

到防疫、发展两不误。

让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

自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

来， 兴义市丰都街道的爱心

企业通过捐赠消毒物品 、主

动进行消毒作业等方式 ，对

辖区内所有公共场所进行消

毒，齐心协力抗击疫情，全力

保障辖区内

7

万多名群众公

共卫生安全。 图为工人对公

共场所进行消毒处理。

通讯员 彭 丽 孔令

相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