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特约记者 陈维维 通
讯员 黄丙凤 龚丹） “春争日，秋
争时。”时下，正值抢抓农业秋收的关
键时期，晴隆县各地的水稻、高粱也迎
来丰收好时节，为提高收割效率，晴隆
县引进 10 多台联合收割机帮助农户收
割，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助力农作物
秋收跑出“加速度”。

在安谷乡安谷村的 500 亩大坝里，
火红的高粱压弯了枝头。四台收割机在
高粱地里来回穿梭，隆隆的机械声回荡
在坝区，一茬茬满挂穗粒的高粱秆被

“吞进”收割机后，迅速实现秆粒分
离。得益于机械化的使用，该基地的高
粱收割实现了省时省力又省钱。

茂霖红高粱发展公司安谷片区负责
人韦永洪说：“这坝 500 亩高粱用人工
收割要花1500个工，相当于要花15万
元，一个月都收不完，今年我们用4台
收割机，三天就把500亩收完了，成本
降低了10万元。”

在光照镇孟寨村的水稻种植大坝
里，金灿灿的稻穗随风摆动，稻香扑
鼻，大型收割机在稻田间来回穿梭作

业。
光照镇孟寨村农户戴远琼高兴地

说：“我家种了3.6亩，用人工收割的话
要花费 1600 元，用机器割只需花费三
四百元，既省力、省钱又省时。”

近年来，晴隆县紧紧围绕粮食安全
生产和实现农业现代化发展工作，积极
引进农机并在全县推广使用，既提供资
金扶持又提供技术服务，不断提高农业
机械化应用率，既实现农业增产、农民
增收，又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让农民
种地越来越轻松。

目前，晴隆县共引进了 13 台联合
收割机，这些收割机已全部用于5万亩
水稻和2万亩高粱的秋收工作。

晴隆县农业农村局农机管理股负责
人朱良敏介绍：“目前秋收已经全面铺
开，全县通过机收完成了1.6万亩，接
下来我们将在秋冬种上继续推广好农机
使用率，指导老百姓在小麦、油菜等种
植上面使用机械化，并为他们提供好技
术跟踪服务，提高全县机械化覆盖率，
助推全县农业现代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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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特别报道

秋分时节，普安县茶源街道联盟村
的坡地间，依旧绿意盎然、茶香四溢，
村民们身穿布依族服装，背着背篓，三
三两两的采摘着秋茶，给秋高气爽的山
野增添了几分亮色。

作为省级乡村振兴示范试点之一的
联盟村，以发展茶叶为主打产业，全村
目前已栽种茶叶1.2万亩，有省级龙头茶
企3家、茶叶专业合作社9家，茶产业绿
了荒山富了民，让当地村民在迈步小康
的道路上越走越宽广。

安龙县栖凤街道者贵村的深山绿林
间，务工人员脚踩木梯，采收捆绑在一
株株粗大青杠木上种植的铁皮石斛鲜
条，一张张脸庞上洋溢着收获的喜悦。
者贵村在推动铁皮石斛产业发展上采取

“返租倒包”模式，由农户进行承包管
理，实现了“农户收取林地租金+基地打
工领取报酬”向“承包管理领取报酬+务
工薪金+收益分成”的转变，企业与农户
得到了“双赢”，较好地巩固拓展了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联盟村、者贵村是我州纳入省级特
色田园乡村·乡村振兴集成示范试点建设
7个村中的2个村，其因地制宜、分类施
策发展产业的经验做法，为引领乡村振
兴探索出了可供借鉴的好路子。

据了解，通过竞争性评选，我州兴
仁市大山镇老里旗村、安龙县栖凤街道
者贵村、贞丰县长田镇长田村、普安县
茶源街道联盟村、晴隆县鸡场镇学官社
区、望谟县麻山镇卡法村、册亨县冗渡
镇坛坪村共 7 个村，纳入了全省 50 个乡
村振兴示范试点。其中，晴隆县学官试
点用 500 亩集体荒山入股，引进本村在
外创业青年回乡种植脐橙，带动试点群
众种植2610 亩，打造晴隆脐橙品牌，较
好地提升了市场竞争力与占有率；册亨
县坛坪试点探索红、绿、蓝、橙“四
色”工作法推进乡村善治，其中代表生
态文化的“绿色”为建设1070 亩贵州省
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蔬菜基地，每
年可采收广东菜心 300 多万公斤，实现
产值 2500 多万元，带动 130 多名当地群

众就近务工，较好地实现了以产业促增
收。

示范点建设自 2021 年 9 月份启动以
来，州委常委会、州政府常务会多次研
究部署特色田园乡村示范试点建设工
作，相关领导多次到示范试点村调研指
导，协调解决工作推进中存在的问题困
难，给试点建设开药方、解困难。同
时，建立了示范点建设工作联席会议制
度，实行州委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办公
室、州乡村振兴指挥部办公室、州东西
部协作与定点帮扶领导小组办公室、州
特色田园乡村·乡村振兴集成示范试点建
设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州乡村振兴局

“五办合一”，合署办公，统筹推进，积
极集成政府、群众、社会等各类资源，
扎实稳步推进试点建设。

在推进示范点建设中，州直 23 家成
员单位、相关县市对照“产业兴旺、生
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总要求，围绕“生态优、村庄美、
产业特、农民富、集体强、乡风好”的

目标，抢抓新国发2号文件政策机遇，群
策群力，整合各类资源，共同推动试点
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取得了明显成效。
截至目前，全州7个省级集成示范试点共
计规划项目169个，开工项目87个，完工
项目 68 个，项目计划总投资 2.78 亿元，
完成投资1.16亿元。

在产业发展方面，试点村立足耕地
保护，保障粮食安全，对示范点现有主
导产业优化布局，因地制宜引导发展有
市场潜力和竞争力的特色产业，努力增
加经济效益。7 个省级试点现有薏仁米
1700亩、乌金鸡2.5万羽、铁皮石斛6200
亩、茶园 8500 亩、脐橙 2610 亩、蔬菜
1070亩，州级以上龙头企业7家，培育家
庭农场 28 个，家庭作坊 42 家，打造了

“薏生有礼”“普安红”“晴隆脐橙”等15
个特色品牌。 （下转第二版）

在希望的田野上越走越宽广
——我州7个省级乡村振兴集成示范试点在探索中前行

记者 蔡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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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秋分，我国将迎来第五
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放眼长城内外、大
江南北，稻浪随风起伏，玉米长势喜
人，田野上铺展着丰收的图景。

粮稳天下安。习近平总书记今年在
四川考察粮食生产时指出：“我们有信
心、有底气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
己手中。”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乌克
兰危机、极端天气频发等背景下，我国
夏粮实现增产，秋粮克服多重挑战，丰
收有基础、有希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
的头等大事，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
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牢牢把

住粮食安全主动权，带领亿万人民走出
了一条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

“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
今年粮食问题备受关注。国际粮价

高位波动，农资价格大幅上涨；去年秋
汛造成我国三分之一的冬小麦晚播、长
势复杂。粮食压舱石能否稳得住，直接
关系经济基本盘。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
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
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
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
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
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

支撑。
14亿多人口要吃饭，这是中国最大

的国情。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

次出席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
话，对“三农”工作和粮食生产、粮食
安全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

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
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三农”工作
阐释了五方面重大问题，将“确保我国
粮食安全”放在首位，强调“我国是个
人口众多的大国，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
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

2017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
议上， （下转第四版）

在第五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

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
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
强调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推动实现农村更富裕生活更幸福乡村更美丽

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人民干好这件头等大事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在第五个
“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

“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的祝

贺和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指出，今年，我们克服去年

北方罕见秋雨秋汛、冬小麦大面积晚
播、局地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应对
南方局部严重高温干旱挑战，实现夏

粮、早稻增产，粮食生产有望再获丰收。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深

入贯彻党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大政
方针和决策部署，强化粮食安全保障，
稳住农业基本盘，巩固拓展好脱贫攻坚

成果，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实现农
村更富裕、生活更幸福、乡村更美丽。
全国广大农民要积极投身加快农业农村
现代化的实践，让日子越过越红火、生
活更上一层楼！

贵州日报讯 （记者 许邵庭） 9月22日，省委书
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谌贻琴到贵阳市检查疫情防控工
作。她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
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部署
要求，毫不动摇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

“动态清零”总方针，强化分级分区分类精准管控，集中
力量攻克重点区域，持续强化社会面管控，有序推进复
工复产复学复市，稳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坚决打
赢疫情防控歼灭战。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贵安新
区党工委书记胡忠雄，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陈少波参
加。

中天甜蜜小镇是贵阳市本轮疫情防控重点区域，谌
贻琴来到小区，详细了解静态管理、生活物资供应等情
况。她强调，要严格落实防控措施，依靠群众力量强化
管理，不失管一个区域，不疏漏一个环节，周细解决好
物资供应、看病就医等问题，让群众能够安心安稳安
定。在观山湖区妇幼保健院核酸采样点，谌贻琴详细了
解贵阳市常态化核酸检测工作开展情况，与志愿者及现
场前来采样的市民交流，强调要创新思路办法，科学设
置采样点位，合理安排采样时间，强化现场组织管理，
提高检测质量效率，尽最大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安全、
优质的服务。高科格莱酒店是贵阳市的集中隔离点，谌
贻琴来到这里，认真听取隔离点服务保障情况介绍，看
望慰问一线医护人员，强调要从严加强隔离场所规范管
理，压紧压实责任，严防交叉感染和疫情外溢。要加强
精细化管理，强化人文关怀，用心用情、周全安全做好
服务。谌贻琴还来到修文县贵阳农产品物流园，实地检
查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详细了解农产品保供工作。
她强调，贵阳农产品物流园既是生活物资保障供应的重
点基地，也是疫情防控的重点阵地，要一丝不苟抓好人
场物运闭环管理，做到疫情要防、物流要畅、保供要
稳，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需求。

检查中，谌贻琴强调，当前，贵阳市疫情防控工作
取得积极进展和成效，但防控任务仍然十分艰巨。要坚
定信心、攻坚拔点，切实把各项防控措施抓细抓实抓到
位，不获全胜、绝不收兵。要强化分级分区分类精准管
控，高风险地区要严格做到“足不出户、上门服务”，中
风险地区要严格做到“人不出小区、错峰取物”，低风险
地区要严格做到“人不出区县、有限活动”，实行常态化
疫情防控管控措施的区县要坚持“解封不解防”，坚决防
止疫情反弹。要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做到“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省有关部门和贵阳市负责同志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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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张飞 吴懑
成） 近日，广西宁铁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在国家税务总局贵州顶效经济开发区
税务局工作人员的帮助下，通过贵州省
电子税务局网站成功办理了一笔跨省预
缴税费业务，金额 46 万余元。这是黔
西南州税务系统完成的首笔跨省异地电
子缴税业务，标志着黔西南州跨省异地
电子缴税业务正式开启。

跨省异地电子缴税，极大地简化了
企业异地缴税环节，降低了缴税成本，
让“信息铺路、数据搭桥”成为现实，
实现了异地缴税全程电子化办理，让纳
税人从“最多跑一次”到“一次都不用
跑”。自跨省异地电子缴税业务开展以
来，顶效经济开发区税务局管理人员加
快异地电子缴税平台的学习、流程的操

作，让纳税人、缴费人尽快享受到便民
办税带来的便捷。

“以前跨省办税，手续繁琐、耗时
费力，现在有了跨省异地电子缴税业
务，我们在线签订‘三方’协议就能成
功扣款，足不出户就能轻松完成预缴申
报和缴税，很大程度上节省了成本和时
间，对我们来说太方便了。”成功办理
了缴纳税款的广西宁铁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财务人员李女士激动地说。

下一步，顶效经济开发区税务局将
持续深化“我为纳税人办实事办好事暨
便民办税春风行动”，着力解决群众办
理涉税事项的痛点、堵点和难点，加强
与上级部门及人民银行的协调联动，为
纳税人缴费人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服
务。

顶效经济开发区税务局

办理首笔跨省异地电子缴税业务

晴隆——

机械化助力秋收颗粒归仓

金秋九月，万峰林下稻谷
飘香。

9 月 22 日，在兴义市万峰
林街道乐立村，金黄稻田与美
丽乡村辉映成景，田间地头，
一派丰收的忙碌景象。

记者 魏浩然 摄

本报讯 （记者 蔡定平 周祥霞）
9月22日，在黔桂滇三省（区）万峰湖联合
水上检察室召开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新闻发布
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雪樵宣
布，历时一年，通过办案督促整治，万峰湖
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得到有效整改，湖面非法
养殖、沿湖岸线及干支流污染等问题得到有
效解决，水质持续好转，万顷碧波都是I类
或者II类的优质水体，万峰湖流域生态环境
受损公益诉讼案成功办理。

据介绍，这是最高检发布的第四十
一批指导性案例，这批案例仅有一个案
例：最高检督促整治万峰湖流域生态环
境受损公益诉讼案。这是最高检第一次
采用“一批次一案例”的形式发布指导

性案例，同时也是第一次在办案现场发
布指导性案例。

万峰湖是全国五大淡水湖之一，属
黔桂滇三省（区）跨界流域，由天生桥一
级水电站建成蓄水形成，水域面积816平
方公里，最大库容102.6亿立方，沿湖涉
及黔桂滇三省 （区） 五县 （市） 21 个乡
镇50多万人，是“珠三角”经济区的重
要水源供给地。

万峰湖本来山清水秀，因为盲目发
展、无序养殖，导致流域污染日趋严
重。虽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贵州
省、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所辖湖区
陆续开展了治理行动，但由于地跨三省
（区） 五县 （市），上下游、左右岸的治

理主张和执行标准不统一，流域污染拖
延多年一直无法根治。

2019 年11月，贵州省人民检察院向
最高检反映了万峰湖流域生态环境污染
公益诉讼案件线索。最高检调查查明，
万峰湖流域污染拖延多年一直无法根
治；2019年12月，最高检决定基于万峰
湖流域生态环境受损的事实直接进行公
益诉讼立案。

万峰湖流域生态环境污染公益诉讼案
件的成功办理，彰显了公益诉讼检察在跨
区划生态环境受损问题解决上的独特价值
作用，为破解“公地悲剧”这一世界性难
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同时对省级以上
人民检察院直接办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领域的公益诉讼案件、检察一体化办案模
式的运用以及检察机关以办案为中心推进
诉源治理等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

现今的万峰湖，绿水青山白鹭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而此前的水上网箱养
殖泛滥、浮动设施管理无序、沿岸污染
严重等导致的“黑臭水体”问题，已经
得到了彻底治理。随后推进的“全国大
水面绿色健康养殖示范区”与“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等综合
开发保护工作的探索及阶段性成效的取
得，打破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零
和博弈”，化“绿水青山”为“金山银
山”，为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树立
了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典范。

最高检直接进行公益诉讼立案

解决横跨三省（区）万峰湖流域污染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