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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金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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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责任重，祖国在心中。

本报讯 （通讯员 邓安莉） 连日
来，普安县自然资源局以新定位、新要求
为根本遵循，通过强化指挥调度、隐患排
查、预警防范、应急值守四个环节，不断
筑牢地质灾害防治“安全堤”。

强化指挥调度。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
亲自部署，分管领导靠前指挥，领导到各地
质灾害隐患点进行检查40余次，召开常委
会、常务会、专题会等10余次，加强地灾防
治工作部署。县自然资源局对地灾防治工作

实行日调度，确保及时掌握当日情况。
强化隐患排查。开展对地质灾害隐患

点、风险斜坡、行业领域地质灾害隐患排
查。2022 年组织各乡镇 （街道）、成员单
位 、 技 术 保 障 单 位 组 成 排 查 组 3525 组
（次） 7781人 （次），累计排查隐患点7611
处（次）。

强化预警防范。各隐患点均明确2至3
名县级领导包保督导。落实“乡镇防灾责
任人、村级防灾责任人、监测责任人、监

测员、技术保障单位人员”一体五位人员
开展工作。针对隐患存在情况，编制应急
预案，设置警示牌。同时通过常态化开展
培训和演练不断提升防灾能力，先后组织
培训监测员 19 次 341 人，组织开展地质灾
害隐患点避险演练 207 次，参加演练人员
4267人（次），实现隐患点演练全覆盖。

强化应急值守。严格执行领导带班和
值班人员24小时值班制度，随时掌握天气
预报信息和地质灾害隐患点动态变化情

况，有异常情况第一时间上报处置。14个
乡镇 （街道） 每天反馈巡排查情况，县地
灾办汇总后上报。与气象部门联合，第一
时间发布天气情况和预警信息，为地质灾
害做好防范准备，累计联合发布地灾气象
预警预报28次。

本报讯 （特约记者 任常辉 通讯
员 郑书彩） 近年来，兴仁市城北街道
以海河村红色文化为依托，围绕长征路沿
线、海河组、对门寨组、伍箐组“一线三
节点”做文章，着重抓好组织、产业、文
化、基层治理等方面工作，加快推进红色
美丽乡村建设。

海河村2021年被列为兴仁市特色田园
乡村·乡村振兴集成示范试点，定位为“红

色美丽乡村”进行示范建设。这段时间，
走进海河村，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海河战斗
遗址展示中心正在如火如荼建设中，目前
主体已基本建成。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海河战斗遗址展示
中心房屋主体结构600平方米，内部展陈包
括声光战场模拟沙盘、监控系统、党课室
设备等，公安部帮扶建设资金 465.29 万
元，预计在今年12月份建成。

依托海河村2020年纳入全省国家长征
文化公园贵州段的契机，整合海河村3.5公
里的长征路沿线和丰岩村的全国少数民族
特色村寨建设资源，目前城北街道正积极
推进伍箐文化广场综合楼和浮雕挡土墙等
民族特色村寨项目建设。

据了解，城北街道通过项目建设将
“红色资源”转化为“红色动能”，把海河
和伍箐建设成为红色文化美、生态环境

美、庭院整洁美、乡风文明美、家庭和谐
美的“红色美丽乡村”。同时，依托现有的
马金河国家AAA级风景区，将锁寨、大桥
河、海河、丰岩一线建成集康养旅游、革
命教育、生态农业观光为一体的文化旅游
精品线路，打造“红色+绿色”文旅融合发
展，不断融入旅游新业态，力争将海河战
斗遗址打造成为具有特色的国家AAA级景
区，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

普安县自然资源局“四强化”筑牢地灾防治“安全堤”

城北街道围绕“一线三节点”扎实推进红色美丽乡村建设

本报讯 （通讯员 娄昌萍） 贞丰
县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聚焦教育领域群众广泛关心关注的问题，
以更实举措办好教育民生实事，推动教育
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

2022年，贞丰县新增2000万元财政预
算用于教育事业发展，县教育部门以办好

“十件民生实事”为着力点，加强统筹协调
和工作指导，加快推进贞丰一小和贞丰五
小改扩建项目建设，把教育民生实事“项
目单”转化为教育工作的“成绩单”。目

前，项目建设正在有序推进中。
在贞丰县第一小学改扩建项目 （一

期） 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施
工单位在做好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有
序开展施工作业，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贞丰一小改扩建项目于7月22日进场
开工建设，正在实施基础开挖和孔桩浇
筑。截至目前，土石方开挖完成工程量
99%，孔桩开挖完成工程量99%，孔桩混凝
土浇筑完成99%。9月中旬实施主体一层框
架施工。”贞丰县第一小学、贞丰县第五小
学改扩建项目负责人戴大海说。

据悉，贞丰县第一小学改扩建项目
（一期） 总投资约 3868 万元，主要建设 1、
2、3号教学楼和2号综合教学楼，总建筑面
积11139.5平方米；项目建成后，可新增40
个教学班1800个学位。贞丰县第五小学改
扩建项目总投资 636.89 万元，主要建设综
合教学楼一栋，建筑面积 2448.03 平方米；
项目建成后，可新增 5 个教学班 225 个学
位。贞丰县第一小学和第五小学改扩建项
目建成后，可解决功能室不足等问题，进
一步改善县城区老旧学校办学条件，提升
学校办学品质。

贞丰县抢抓新国发2号文件机遇，系统
谋划、协同推进，扎实办好教育民生实
事，按照“抓项目、优布局、促均衡”的
工作思路，坚持问题导向，持续扩充县城
区教育资源，着力补齐教育发展短板，推
动全县教育高质量发展。

贞丰县办好教育民生实事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本报讯 （特约记者 刘朝富） 眼
下，在安龙县钱相街道，由企业种植的
230亩红头蒜进入成熟采摘季，公司组织
工人抢抓时节采收蒜苗外运销售。

走进贵州金龙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红
头蒜种植基地，一阵蒜香迎面扑来，绿油

油的蒜苗长势喜人，工人们忙着采摘、清
洗、分拣蒜苗，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贵州金龙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现
代化蔬菜生产龙头企业，目前建成单体大棚
274个、连栋大棚19个、观光棚和育苗棚各
2个，蔬菜种植面积600多亩，于2019年被

纳入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
今年，公司依托当地良好的气候、土

壤、水源等优势，首次试验种植蒜苗230
亩，并在种植、除草、施肥、采收等环节
中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大量务工岗位，让他
们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

“我在这里干活离家比较近，工资一
天最少都有100元，我很满意。”基地采摘
工人庹萍说。

本着发展绿色、优质蔬菜的宗旨，公
司在采摘、清洗、分拣等过程中都严格按
照相关标准细致处理，确保蒜苗品质。

据了解，基地的蒜苗从8月下旬开始
采摘，预计总产量 13.8 万公斤，总产值
110.4万元。

钱相街道蒜苗飘香采收忙

今年，册亨县秧坝镇秧坝
村通过“合作社+农户”模式，
在大棚内种植 20 万棒红毛木
耳，10 月下旬成熟上市，预计
产值130 多万元，带动用工120
多个。

图为合作社正组织群众管
理红毛木耳。

特约记者 叶方杰 摄

本报讯 （特 约 记 者 王
程） 今年以来，兴义市总工会精
心组织、落实措施积极投入参与兴
义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

精心组织，强化责任担当。市
总工会深入学习贯彻兴义市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相关会议文件精神，主
动对标对表、发挥工会组织优势，
认真研究制定市总工会参与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工作方案，成立单位党
组书记任组长、各领导班子成员任
副组长、部室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
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协调联系对
接网格包保辖区内公共场馆、公共
环境、公共秩序、公共服务等创建
工作日常事务。同时，实行分管领
导及部门包保责任制，明确 18 项
责任目标，针对创建工作中存在的
薄弱环节逐项排查、逐条整改、逐
个落实，确保形成“责任落实到
位、工作推进到位、人员部署到
位”的工作格局。

抓实标准，强化工作落实。认
真贯彻执行 《兴义市 2022 年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攻坚方案》和《兴义
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双月考核
方案》，主动融入大局，单位全体
干部职工强化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知
识应知应会，积极深入各网格包保
责任区，着力开展环境卫生、停车
秩序等专项整治行动。28名同志组
建“周末志愿红”，充分利用“双
休日”和节假日，通过采取集中宣
讲、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切实对
广大职工群众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和文明城市创建等政策知识宣
传。

同时，要求全市各基层工会深
入开展“中国梦·劳动美”主题实
践教育活动和建立完善劳模创新工
作室、职工书屋等，以推动创建工
作在基层组织的深入开展。截至9
月上旬，市总工会共出勤开展文明
劝导卫生整治行动300多人次、发
放宣传资料 1200 多份，投入资金
30多万元，着力解决创建工作存在
的相关实际困难，各项工作持续有
序开展。

兴义市总工会多举措助推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

本报讯 望谟县蔗香镇深入贯
彻落实中央、省、州、县有关加强
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
设等要求，进一步做实“一中心一
张 网 十 联 户 ”“ 党 小 组 （党 支
部） +网格员+联户长”铁三角基
层治理机制，结合乡镇实际情况，
推行基层治理新举措。

健全机制，激发基层治理新动
力。健全“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
机制，全镇共划分52个网格，254
个“十联户”单元，明确 44 名网
格员、254 名联户长，成立 9 个网
格党小组，构建“党小组+网格
员+联户长”铁三角，并对各村

“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进行专题
培训，强化能力提升，让联户长、
网格员成为基层矛盾纠纷的线索排
查员、信息员、调解员，纵横联
动、线上线下结合，让矛盾纠纷发
现在“早”、化解在“小”。

夯实平台，建立两级综治中心
枢纽。不断加强镇、村两级综治中
心建设，明确各村党组织书记为村

级综治中心主任，实现了村级综治
中心全覆盖，搭建起了两级指挥调
度平台枢纽。同时，联系村领导带
头下沉基层，开展走访调查，帮助
查找不足、分析原因、查找对策，
精准指导各项任务落实，推动重点
工作联动、矛盾纠纷联调、社会治
安联防。不定期对社情民意、矛盾
纠纷等问题进行分析研判，始终保
持综治中心统筹调度和高速运转。

强化服务，提升人民群众满意
度。建立“指尖式”新时代“村级微
警务”微信群，派出所民警、各站
（股、室）负责人进群组成网上便民
服务窗口，为老百姓提供便利，真正
实现了“让群众少跑腿，让数据多跑
路”，汇聚指尖上的“政能量”，打通
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截至目
前，共建立9个微信群，解决民生实
事 20 余件。进一步提升了服务水
平，让群众切实体会到“平安”就在
身边，切实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及满意度。

（望谟县融媒体中心供稿）

蔗香镇：

基层治理出“真招”
平安建设见“实效”

本报讯 （特约记者 黄太富 通讯
员 刘光兰） 日前，普安县高棉乡的
2000多株老核桃树迎来收获，农户们手持
长竿登高采收，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中。

在高棉乡嘎坝社区村民郑金月家门
前，一棵树龄60年的薄壳核桃树上，密密
麻麻结满了硕大饱满的核桃果。村民们攀
爬上树，采收今年的新核桃。伴随一阵长
竿敲打枝头的响声，新鲜成熟的核桃散落
满地。

“这棵树是我家年龄最大的一棵，每
年产量在 150 公斤至 200 公斤。按今年每
公斤 24 元来算，这棵树预计能带来近
5000元的收入。”郑金月说，核桃树越老
越值钱，像这种大树，她们家有近30棵，

每年的收入还是挺不错的。
作为普安县核桃主产区，高棉乡境内

分布有2000多株生长环境原始、树龄较高
的薄壳核桃树，结出的核桃壳薄、果仁丰
满、口感香纯，果实不仅品质好、产量
高，上市时间也比其他品种早，成为当地
群众增收的重要渠道。当地村民历来就有
在房前屋后或闲散空地种植核桃树的习
惯，新鲜下树的核桃，还未来得及晾晒风
干，便有顾客慕名登门抢购。

高棉乡核桃种植面积达 2.4 万亩，现
有核桃挂果面积约7200亩，为着力解决核
桃残次果销售问题，该乡通过建设精深加
工厂，提升产品附加值，助推产业提质增
效，让核桃树结出更多致富果。

本报讯 （特 约 记 者 韦堂敏
通讯员 代仙鸿） 近日，走进义龙新
区德卧镇林下菌种植基地，只见一垄垄
灰树花菇长势喜人，基地负责人王统成
正给采收工人细心讲解采摘、分拣、装
筐等技术。

自去年底以来，义龙新区德卧镇林
下菌种植基地采取“公司+合作社+基
地+农户”组织方式，由兴义洒金林下菌
基地提供菌棒，分两批次种植灰树花
菇。目前种植总面积达 150 亩，规模约
25万棒。

经精心管护，灰树花菇迎来了丰
收。眼下，基地正组织群众抓紧采收。

“你们采的时候尽量把它稍微抬高一

点，用比较厚的刀连着泥巴翻起来，尽
量不要伤到它的菌朵。菌朵面尽量轻拿
轻放，这样用刀把泥巴削去，整理干净
上面的松针，再慢慢轻放入筐。”王统成
详细解释采摘的每一个步骤。

德卧镇坡告村群众贺时友开心地
说：“松林里发展灰树花菇种植，让我们
就近就业，每天差不多能拿到100元。”

据了解，灰树花菇具有药食同源的
功效，营养价值高，是市场上的抢手
货。“基地每年可采收2至3茬，总产量
预计在 1 万公斤左右。出产的灰树花菇
主要供给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中
心，干货主要销往沿海一带。”王统成介
绍。

“欢迎各位家人们进入直播间，我是你们的好物推
荐官布依族小哥哥韦龙。”

“欢迎所有粉丝宝宝们，我是你们的朋友杨颖颖，
一个专门为你推荐好物的布依族小姐姐。”

“今天我为大家介绍的是峰林米，这是今年的新
米……”

“老铁们，这是咱们黔西南特有的花糯米，做出来
的糯米饭五彩缤纷、色彩诱人、晶莹剔透，令人垂涎
欲滴，喜欢的老铁们赶紧点击视频下方的小黄车购
买。”

直播镜头前，20余位主播在热情地推荐，把黔西
南绿色、纯天然、无污染且实惠的农特产品推荐给大
家。

丰收的盛景，幸福的气息，绘就万峰林一幅幅生
机勃勃的多彩画卷。9月21日，在2022年中国农民丰收
节即将来临之际，黔西南州本土网红、艺术工作者、摄
影师等齐聚万峰林乐立村，和当地村民一起庆丰收，在
稻田边通过现场直播带货的方式助力乡村振兴。

直播带货说丰年。“在这个致敬辛勤的节日，放眼
盘江两岸，万峰林下，处处是动人色彩。今天不但有
美景欣赏，还有优质且实惠的好物推荐给大家。”网红
主播韦龙说，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本地人，自己也是
从农村走出来的主播，通过这样的方式为家乡优质农
产品代言，助力老百姓增收是他的荣幸和责任。

“各位家人们，这个五彩糯米饭是由天然植物紫蕃
藤、黄花、枫叶、红丝线提取颜色后把白色糯米浸泡
而成，不含有其他添加剂，可以放心购买食用。”在稻
田里直播的胡金娆专注地介绍带货的产品。

“今天过来这里主要是帮助老乡们把家乡好的农产
品销售出去，也通过这样的方式向外界宣传我们家乡
优质的农产品。”胡金娆说。

演员王应恒说：“通过这个直播，让全国观众朋友
和网络朋友们都了解到我们黔西南，了解我们美丽的
家乡。在线上推荐我们家乡的美食、农副产品，我觉
得是很好的一个平台。”

从唯美的稻田边到农家饭的现场，大家喜气洋洋
欢聚一堂，将早上收割的水稻带回来煮饭吃，庆祝丰
收，也代表最先吃到新鲜稻米——尝新。布依手抓
饭、八大碗、褡裢粑等一一呈现在大家面前，吸引了
众多网友纷纷留言期待尝到这些美食。

据悉，在黔西南，除兴义市开展系列活动外，其他县 （市、区） 也
将围绕“庆丰收 迎盛会”这一主题，立足本地特色和优势，突出“一
地一特色”，在乡村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节庆活动，共同营造全州
同庆丰收的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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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棉乡老核桃树带来新收益 德卧镇直供市场灰树花菇抢手

（上接第一版） 在乡村建设方面，试
点紧紧围绕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
板，优先实施基础性、兜底性、保障性民
生项目，坚持工作目标化、目标项目化、
项目节点化、节点责任化推进村庄建设，
截至7月底，各试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项
目完成了 40%的进度，新(改)建厕所 618
个，7个试点村污水处理实现全覆盖，建成
集中处理池 8 个，分散处理池 28 个，整治
黑臭水体96处，垃圾全部实现村收集、镇
转运、县处理，并正在探索污水生活化利
用。7个试点全部启动宜居农房建设，完成

“一分三净五改”781 户，房前屋后小花
园、小菜园、小果园“三小园”建设 433
户，整治乱搭乱建、乱堆乱放231处，村庄
宜居度得到提升，乡土性得到保留。

在乡村治理方面，坚持以自治为基、
德治为辅、法治为本的“三治融合”乡村
振兴治理体系，建立健全“一中心一张网
十联户”治理体系，以“村规民约”“积分
制”“红黑榜”“文明家庭评比”等为手
段，充分调动了群众参与治理积极性；大
力倡导红白喜事“车不过十、礼不过百”，
整治乱办酒席，树立文明乡风，实现移风

易俗。截至 7 月底，开展“文明卫生户”
“最美家庭”等评选活动31余次，开展“我
为群众办实事”“共话家乡”座谈会等特色
文化活动67次。

目前，我州7个省级试点聚焦“特色产
业特色生态特色文化、田园风光田园建筑田
园生活、美丽乡村宜居乡村活力乡村”基本
内涵，推动政策措施日益完善、产业发展特
色鲜明、乡村建设稳步推进、民生福祉持续
改善，各项工作取得了实质性成效。

记者从州乡村振兴局了解到，在下步
试点建设中，我州将补齐建设进度参差不

齐、产业联农带农不强、乡村综合治理能
力不强、规划落细落实不够等短板，始终
坚持党建引领乡村振兴，聚焦“产业发展
壮体、乡村建设塑形、乡村治理铸魂”，始
终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围绕产业、
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振兴”目
标，进一步聚焦重点难点工作和关键环
节，汇聚各方力量和各种资源，找准工作
定位，强化沟通协作，形成工作合力，推
动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在产业优化、乡村
建设、改革创新等方面更上台阶，取得实
实在在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