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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罗寿欢 秦宏
华） 义龙新区基础教育园区幼儿园自今
年7月开始施工建设以来，严格按照施工
计划，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抢工期、抓进
度，目前教学综合楼主体建设已全部完
工，预计12月中旬可竣工投用。

近日，在施工现场，部分施工人员正
在进行斜屋面防水作业，另一部分工人正
在进行消防水池等配套设施的建设。现
场负责人李成坤说，基础教育园区幼儿园
占地面积为1602平方米，总投资1千万余
元，包含15间教室、食堂、宿舍、活动室及
周围附属设施等。

“我们加快施工进度，现在主体已经
完工了，现在一、二楼在做砌体工程，三楼

已经在拆模了，预计在 12 月中下旬能够
完工。”义龙新区城市投资有限公司现场
负责人李成坤介绍。

据悉，基础教育园区幼儿园位于义龙
新区鲁屯镇，该园建成投用后办学规模为
15个幼儿班，主要接收九丘田安置区内的
适龄幼儿，能够容纳就近入学的幼儿大概
为500人左右，是义龙新区教育事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

义龙新区基础教育园区
幼儿园主体建设完工

团结奋进 拼搏创新
苦干实干 后发赶超

模范机关风采
—— 州直属机关工委协办

本报讯 （通讯员 曾融兴） 近年
来，贞丰县以优化产业结构为主线，围绕

“一禽、两畜、三品、四果”和林下菌药等
特色产业，着力解决产业选择、资金筹
措、产销对接和利益联结问题，持续深入
推进特色产业扶贫，实现了特色产业富
农家、美乡村、助脱贫、奔小康。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贞丰县委、县
政府强力推进特色产业发展，千方百计
寻找突破口，结合县情实际，找准发展定
位，坚持“农业稳县、特产富农”思路，深
入谋划一批高质量、增后劲、惠民生的重
大产业，围绕“一禽（蛋鸡）、两畜（肉牛、
生猪）、三品（花椒、茶叶、糯食）、四果（芒
果、火龙果、百香果、李子）”和林下菌药
特色产业，通过抓结构调整、试点培育、
龙头带动、发展保障，着力构建特色产业
发展新格局。

“县农业部门坚持一个坝区一个专

班一套方案、一个主导产业一个龙头企
业的‘五个一’强化组织领导。健全物
资、销售、风险、利益、服务五个保障体
系，强化坝区体系建设。做实土地流转
保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增收、产业带
动就业促增收，强化利益联结机制，推进
特色产业发展。”贞丰县农业农村局负责
人介绍。

围绕特色主导产业，贞丰县大力引
进培育重点龙头企业，强化利益联结机
制，做好产销对接，通过整合涉农资金项
目投入、引进农业龙头企业参与规模发
展、选优配强合作社带头人，带动贫困群
众共同致富。近年来，该县共培育州级
以上农业龙头企业41家，建立农民专业
合作社276家，以“龙头企业+合作社+农
户”模式，直接带动 72 个合作社和 8337
户农户增收4555.41万元。

“一是强化多方合力，着力破解基础

设施、资金、技术等瓶颈；二是引进优强
企业，培育经营主体；三是培育市场主
体，搞好产销对接；四是强化科技支撑，
提高产品质量。”贞丰县农业农村局负责
人说。

通过不断创新工作思路，完善工作
举措，特色农业产业化进程进一步加速，
一批脱贫攻坚扶贫产业子基金向农村先
进生产力、先进生产方式精准聚焦，一批
特色优势扶贫产业得于金融活水浇灌迅
速产生裂变，一批以国有企业、龙头企
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深层次聚合的混合
所有制企业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托起
了群众增收致富的新希望。

脱贫攻坚战进展迅速，成效明显。
“一禽、两畜、三品、四果”和林下菌药等
特色种养业发展均取得新突破，成为地
方群众增收脱贫致富和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支柱。其中，一禽，主要以蛋鸡产业

为主，建成肉鸡养殖场3个，蛋鸡养殖场
2个，带动全县家禽存栏142.8万羽、家禽
出栏153.53万羽、年产禽蛋9000吨。两
畜，主要以肉牛和生猪产业为主，建成投
产肉牛养殖场8个、生猪养殖场23个，带
动全县牛存栏9.1万头、生猪存栏17.4万
头，年出栏牛 2.41 万头、生猪 20.01 万
头。三品，主要以花椒、糯食、茶叶为主，
全县种植花椒10万亩、糯稻2.1万亩、茶
叶7.9万亩。四果，主要以芒果、火龙果、
百香果、李子为主，全县种植芒果3.54万
亩、火龙果1.005万亩、百香果2.01万亩、
李子23万亩，共约30万亩。

此外，林下菌药产业，完成林下食用
菌种植 6250 亩，林下板蓝根、迷迭香等
套种 4790 亩，带动易地扶贫搬迁群众、
贫困户就业 1 万余人次，增强群众稳定
脱贫和后续发展能力。

本报讯 （通讯员 谢红梅 谭化
文 于泽江 侯 荣） 今年，普安县青
山镇高箐社区通过订单种植的方式，引进
种植工业紫薯200亩。近日，紫薯迎来了
丰收，有效带动群众增加收入。

这几天，在普安县青山镇高箐社区
的工业紫薯基地里，呈现一片丰收的景
象。基地负责人陈大昌正与村民们一起
采挖紫薯，去泥、分拣、装袋，忙得不亦乐
乎。

工业紫薯主要提取色素用于化妆品
和饮食行业，市场需求量大。今年初，陈
大昌通过订单种植的方式引进种植工业
紫薯200亩，精心管护下，迎来丰收，亩产
达5000斤。陈大昌说：“工业紫薯是订单
式种植。我们只管种，厂家直接来收购，
价格还不错，产量也可以。”

按照年初订单种植的约定，这几天，
紫薯收购商直接来到基地蹲点收购，村
民们刚从地里采收的紫薯，通过农用三

轮车转运出地，直接装进停靠在路边的
大货车，运往省外。“虽然陈大昌今年是
第一年种，但是他的紫薯品质还是比较
好的，以后我们还会继续合作下去。”黔
西南州紫农灵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袁萍说。

同时，工业紫薯基地有效带动周边
剩余劳动力 600 多人次务工增收。花
甲老人周明粉就是其中之一，通过在基
地务工，她的家庭收入有了明显改善。

订单种植，销路有保障，加上工业
紫薯耐寒抗旱等特质，在基地务工的村
民萌生了跟陈大昌一起种植紫薯的想
法 ，陈 大 昌 也 乐 于 带 领 村 民 增 收 致
富。“下一步，我打算发动周边的老百
姓，把他们带动起来。我供苗给他们，
产生效益之后，再来收取苗钱，他们种，
我来收，不用担心销路的问题。”陈大昌
如是说。

发展“一禽、两畜、三品、四果”和林下菌药

贞丰县特色产业托起群众致富希望

普安县200亩工业紫薯畅销市场

晴隆县光照镇东方红坝区是
全省 500 个创建达标坝区之一，坝
区总占地面积1416亩，有效种植面
积1178亩，主要种植花椒、辣椒、茄
果类、瓜豆类、葱蒜类、叶菜类蔬
菜，坝区采取“龙头企业+合作社+
农户+党支部”模式建设贵阳市蔬
菜保供基地，预计坝区亩产值 1.6
万元，项目年产值约400万元，净收
益约210万元。

目前，坝区平均每天用工 130
余人次，群众可常年在坝区务工，
坝区已发放群众务工工资130余万
元。

图为当地群众在坝区务工。
记者 杨 恒 摄

本报讯 （通讯员 韦园园 沙耀
文） 日前，笔者从相关部门获悉，兴义环
城高速建设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相关部
门正在紧锣密鼓的部署后续工作及附属
设施建设。

11 月 16 日，笔者在兴义环城高速公
路楼纳、丰都段现场看到，兴义环城高速
多个收费站和服务区已基本建成。机电
交安工程正在进行标识、标线施工作业，
房建工程服务区、收费站正在进行入住前
的施工调试和安装工作，绿化工程已接近
尾声。

据了解，兴义环城高速公路项目采用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建设，概
算批复金额为 101.88 亿元。路线起于义
龙新区打磨冲汕昆高速公路顶效东枢纽
处，经楼纳、丰都、则戎、敬南、洒金、木贾、
破古，将现有的汕昆高速公路兴义西接地
互通立交，改扩建为T形枢纽，即为路线
终点。本项目路线全长62.5公里，桥隧比
为56%，全线共设互通式立体交叉7处，全

线新增收费站5处，改造1处，设置服务区
1处、停车区1处，设景峰、洒金、敬南互通
式立交连接线3.69公里。日前，兴义环城
高速全线纵向通道全部打通，已完成工程
进度98.13%。为顺利完成验收，保障环城
高速尽快投入使用，兴义高速公路管理处
正有序开展各项巡检工作。

此外，兴义高速公路管理处对兴义环
城高速沿线经过的 8 个村镇历史建筑物
进行全面拍照固化存档，对沿线村寨村民
进行挨家挨户的统计和宣传，并统计沿线
上跨下穿线路，明确线路产权的归属及管
护措施。

该条高速建成通车后，将有效缓解兴
义中心城区和峡谷两岸的交通压力，并有
效地把义龙新区的东峰林、间歇泉、楼纳
田园综合体、鲁屯古镇、云屯公园等和兴
义市的马岭河峡谷、万峰湖等景区景点贯
穿在一起，助力全州旅游业和经济社会的
快速发展。

兴义环城高速建设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已完成工程进度98%

本报讯 近年来，州应急局机关党委
所属三个党支部，狠抓理论武装、提升能
力本领、认真履职尽责、严肃作风纪律，持
续巩固提升“让党组织放心，让人民群众
满意”模范机关创建工作。

坚持向深处扎根学，全面提升支部党
员政治素养。狠抓“学”这个基础，通过以
上率下示范学，分类施策精准学等方式，
时刻拧紧支部党员思想“总开关”，做到真
学真懂真信真用。截至目前，全体干部职
工集中 44 次，在《法宣在线》和《学习强

国》开展日自学学习积分全部在 1000 分
以上，在应急管理部网络学院《大培训》开
展日自学达到 76 个学时，开展党委理论
学习中心组理论测试1次，开展全局党员
干部职工理论测试1次。

坚持向实处发力做，以过硬本领服务
全州中心工作和安全生产工作。紧紧抓
住“做”这个核心，引领支部党员加强思想
淬炼，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持续开展安全
生产工作检查督查，全面落实《黔西南州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和《黔

西南州安委会关于立即组织开展奋战一
百天切实做好2020年第四季度及今冬明
春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组建16个行业
检查督查组，检查州直部门和各县市区单
位企业。截至目前，共查出安全生产一般
隐患 65744 条，整改 62460 条，整改率达
95%；开展安全生产挂牌督办企业1个，对
3个县开展安全生产定向体检会诊。

坚持向细节着眼改，确保创建模范机
关不走样见实效。按照模范机关创建实
施方案有关要求，突出问题导向，紧盯

“改”这个关键，以解决问题实效检验活动
成果。同时，各支部认真对标对表，深入
查找党建工作存在的重大风险隐患，并结
合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确保作
风整治促进隐患整治专项工作取得成效。

（州应急管理局机关委员会供稿）

本报讯 （通讯员 李鑫波） 初冬
时节，在熙熙攘攘的兴仁市区东湖公园
里，许多市民驻足于好人长廊前，认真阅
览着好人展示牌上的一个个感人故事，有
的高声赞美、有的无声落泪。潜移默化
中，好人的种子已悄然种下。

为进一步发挥道德模范、身边好人
的先锋模范作用，向市民展示榜样力量，
兴仁市利用市区东湖公园游人多，宣传
效果好的特点，在公园内建设了“最美奋
斗者、身边好人”展示长廊。在好人长廊
的展示牌上，不仅展示了全国最美奋斗
邓迎香、全国道德模范杜富国、时代楷模
陈立群等 8 位全省重大典型人物，还展
示了该市近年涌现出来的 7 名中国好
人、1 名全国最美志愿者、2 名全国敬老
爱老助老模范、2 名全国最美孝心少年、
1 名全国新时代好少年、2 名中国好少
年、10 名全省道德模范及提名奖、43 名
贵州好人、10 名全省新时代好（美德）少
年、2 户全省文明家庭等先进典型人物
和家庭美德故事。

“这些看得见、信得过、学得来的身边

榜样，很接地气、贴民心，既传递了社会正
能量，又能让孩子们将传统美德铭记于
心。”市民王先生带着八岁的女儿，认真阅
览着好人长廊展示牌上的一个个感人故
事。

“每当我走到公园里，看到我的照片
和事迹在好人长廊上展示，既感到光荣，
又有压力，它不断激励着我向前。”全国最
美志愿者陈珊感慨道。

精神文明建设需要向上向善、凝聚
人心的精神，而榜样就是最直接、最生动
的载体。兴仁市把身边好人的先进事
迹，通过好人长廊的方式展现，旨在以

“好人”引路，引导广大市民关注“好
人”，见贤思齐、择善而从，从而形成“灯
塔效应”“群体效应”，提升整个社会的文
明程度。

兴仁市建好人长廊展好人风采

州应急局“三个坚持”巩固提升模范机关创建活动

经州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对下列
同志进行任前公示（排名不分先后）。

易青松，男，苗族，中共党员，1975
年1月生，籍贯湖南湘潭，出生地贵州晴
隆，1998 年 8 月参加工作，在职大学学
历，现任黔西南州委编办综合保障中心
副主任，拟提名任黔西南州人民政府政
务服务中心（黔西南州政务公开领导小
组办公室）副主任（试用期一年）。

杨芳燕，女，汉族，中共党员，1980
年3月生，籍贯和出生地贵州兴仁，2001
年4月参加工作，省委党校在职大学学
历，现任黔西南州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
心热线服务科科长，拟提名任黔西南州
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黔西南州政务
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试用期
一年）。

蒋茂军，男，土家族，中共党员，
1977 年 1 月生，籍贯和出生地贵州凤
岗，2001年9月参加工作，大学学历（法
学学士），现任贵州金州电力有限责任
公司法律事务部主任，拟提名任贵州金
州电力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试用期一年）。
秦 勇，男，苗族，中共党员，1970

年5月生，籍贯和出生地贵州兴义，1994
年8月参加工作，在职大学学历，现任贵
州金州电力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经营管
理部主任，兴义市电力公司副经理，兴
义市上乘发电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
理，拟提名任贵州金州电力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副总经理（试用期一年）。

公示时间：2020 年 11 月 21 日至
2020年11月27日止。如对公示对象有
问题反映的，请通过电话、信件、短信、
网络等方式，在公示期间向州委组织部
干部监督举报中心反映。

举报电话：0859-12380
举报网址：http://www.qxnzzb.gov.

cn
举报短信：18386492380
通讯地址：兴义市沙井街22号（邮

编56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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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西南州领导干部任前公示

（上接第一版） 丰富了群众的“菜篮
子”，鼓了村民的“钱袋子”。

“我们就地取材，利用村里现有的竹
子，以及农户家的旧木材、零散的石
堆，把房前屋后的空地腾出来，打造成
庭院空地用于发展庭院经济。”坡头村驻
村干部罗专说，“然后种一些中药材、百
香果、瓜蒌子，以及蔬菜，留守在家的
妇女和老人就可以管理自己家的庭院，
不仅美化了环境，‘菜篮子’也丰富起
来，还有一部分额外的收入”。

此外，坡头村结合脱贫攻坚任务和
目标，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
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鼓励农户
发展庭院经济，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着力打造美丽庭院。同时，引导农
民种植中药材、水果等经济价值较高的
农作物，并组织驻村工作队对庭院经济
进行跟踪服务，提升庭院经济效益，进

一步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目前，我们村的庭院经济外围工作

已全部做完，进入了种植阶段，项目实
现了在家农户的全覆盖。下一步，我们
将组织驻村工作队对每家每户的庭院经
济进行跟踪，从种植到产品的销售，我
们都做好服务，让庭院经济为群众带来
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坡头村党支部书
记史文卫说。

而在国务院扶贫办挂牌督战的另一
个深度贫困村——乐旺镇大湾村，在全
力抓好花椒种植、光伏发电等产业发展
的同时，结合村情和村民实际，利用农
户闲置的庭院大力发展养鸡产业，确保
每家每户有产业、有收入。

韦堂兴是大湾村大湾组村民，在养
鸡之前，他家院里堆满了石头和杂物，
不仅影响院落美观，也浪费了闲置的庭
院资源。如今，在镇、村干部的帮助

下，他利用闲置的院落盖起了鸡舍，养
起了 100 多只鸡，成为全村第一个名副
其实的养鸡大户。

“这一批我养了100多只，政府还派
专业的技术人员教我饲养和管理，三四
个月以后，一只鸡能卖50元，到时我就
有 5000 多块钱的收入。”在院落鸡舍
里，韦堂兴看着渐渐长大的鸡群，和记
者算起账来。

今年 8 月，大湾村结合群众发展意
愿，合理规划农户闲置院落和圈舍，积
极向中天金融集团协调到39万元的产业
帮扶资金，免费向村民发放第一批鸡苗
8150羽，涉及农户87户，通过“公司+
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大力发展庭院养
鸡、圈舍养鸡，并组织技术人员到农户
家中进行指导喂养，确保全村贫困人口
户户有产业、户户有增收。

近年来，望谟县始终坚持把脱贫攻

坚作为头号民生工程来抓，县委、县政
府提出“五个全覆盖”（产业全覆盖、就
业全覆盖、合作社全覆盖、庭院经济全
覆盖、消除视觉贫困全覆盖） 的工作要
求，重点推进产业扶贫。从今年开始，
该县在发展庭院经济助推脱贫攻坚方
面，结合本地区农户畜牧家禽规模小、
庭院闲置土地面积大的实际，统筹研
究，提出“因地制宜、合理布局、提升
效益、改善环境”的目标，全面推行

“小果园、小田园、小菜园、小养殖场”
的庭院经济发展模式，拓宽贫困户增收
致富渠道，真正把农户的“巴掌地”建
成增收致富的“小产业园”。

房前屋后环境美，村里旧貌换新
颜。如今，走进望谟县各乡镇 （街道），
随处可见各种各样的庭院经济“开花结
果”，而村民们依托庭院经济模式，脱贫
致富的路子也越走越宽。

（上接第一版） 王玲玲之前因为孩子比较小，没人带，
就一直没有外出工作。我每周都问她有没有就业意愿，还时
不时地发一些招聘岗位给她，得到的回复都是“孩子还小，
暂时不考虑。”

今年9月，我再次打电话给王玲玲的丈夫雷国鹏，雷国鹏
高兴地对我说：“姐，王玲玲跟我在一起上班了，每个月收入
在1600元左右，现在我们生活压力相对减轻了很多，谢谢姐！”

挂了电话，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激动与开心……
（记者 文建秋 整理）

帮婆媳俩找到了工作
（上接第一版） 2018年1月，我当选全国人大

代表。我深知，作为人大代表，肩负起带领乡亲们
一起过上美好生活的重任，一定要把刺绣和茶业、
旅游业结合起来发展，让更多的人实现家门口就
业、创业，增收致富。

在江西坡茶源小镇，几乎天天都有人来找工
作，大多数都是刚刚从大山里搬来的新市民。于
是，我又成立了“贵州省南中源茶旅发展有限公
司”，采取“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实

行“茶旅一体化”开发，传承发扬布依文化，结合
布依刺绣服饰，带动就业，带动农户发展茶产业。
目前，公司有200多名工人，其中新市民有119人。

如今，无论是刺绣厂还是公司，生意都越来越
红火。这一切变化都是党给我带来的，我这个大山
里的“布依绣郎”一路走来，一直都在获得党的恩
泽，也一直走在感恩的路上。

（记者 郭连军 整理）

做一个感党恩的“布依绣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