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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务 简 报
■ 8月26日，州委常委、州委宣传部部

长、州委统战部部长、州委教育工委书记王
芳率队到独山县调研基础教育工作开展情
况。

■ 8月22日，州委常委、州委组织部部
长郑建国到贵州省2020年公开招录公务员
（人民警察)黔南考区笔试开考考场巡考。

■ 8月18日，州委常委、副州长马云飞
带队赴遵义市参加第五届贵州·遵义国际辣
椒博览会。

■ 8月25日，副州长、州爱国卫生运动
委员会主任谭夔出席黔南州爱国卫生运动
暨全州秋冬季疫情防控能力建设工作推进
视频会议。

■ 8月26日，副州长谭夔出席2020年
全州中药材（石斛）产业、健康医药产业发展
推进会暨产销对接会并讲话。

本报讯 8月27日，继小升初、九年级等学段学生报名开
学后，都匀市各年级其他学段也开始相继报名开学。鲜艳的红
领巾、充满青春和朝气的各色校服再次活跃在都匀大街小巷。

今年的秋季开学与往年明显不同，校园门前多了疫情防控
宣传海报，学生进入校园需进行体温检测，并扫描出示健康
码，体温及健康码均需符合要求之后才能进校。在校园内的学
生须知以及各类开学手册上，均明确介绍了疫情防控相关知识
及注意事项。为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各学校在报名流
程、学生管理、健康宣传等方面做了更加充分详细的准备，以
保障学生健康入校，放心上学。

八点不到，校门前已经站了许多前来报名的学生。学生家
长陆女士说，学校提前在微信家长群里通知了入学相关事项及
需要准备的材料。在十几天前学校就开始要求家长每天在家长
群提交学生及共同生活成员的健康码，为开学做好准备。

“今年开学不只是学生及家庭成员需要提交健康码，所有
的老师也在十四天前开始每天上传自己的健康码，会有专门的
工作人员做好统计”。据都匀二小老师介绍，为了确保学生安
全，学校为每位学生制作了学生个人及家庭成员健康档案，以
便于准确了解学生情况。学校还制定了科学规范的应急预案，
准备了应急隔离室、观察室等场所，为疫情常态化防控做好应
急准备。开学之后学生可以按正常作息出入校园，但需配合做
好进出体温检测等工作。除此之外，学校也要求各家长配合学
校做好学生的管理工作，帮助孩子做好卫生清洁，勤洗手，室
内多通风，为孩子准备好一次性医用口罩，关心孩子的身体健
康，与学校一起共同为学生打造一个健康安全的生活学习环
境。

据了解，都匀市中小学全学段将于8月30日前完成入学报
到及相关工作，8月31日正式上课，新学期将正式拉开帷幕。

图为学生和家长主动接受体温入校检测。
（本报记者 刘江运 摄影报道）

都匀市各中小学实现全年级开学

本报讯 为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
金融服务，助力实体经济快速发展，8月
26日，都匀融通村镇银行开展了“大走
访、大服务”联动宣传活动。

该行员工利用晚上下班时间，积极
走访辖内客户，详细了解客户经营情况
以及金融需求，广泛征求金融服务方面
的意见和建议，并推介该行多款专属信
贷产品“支小贷款”、“小微贷”、“余值
贷”等。同时，针对部分商户启动资金
不足、资金需求急的特点，为其开通了
商户信贷绿色通道，制定专属服务方
案，线上线下有效结合，优化审批流程，
缩短申贷流程，有效解决客户燃眉之
急。

目前，该行开展联动宣传活动 5
次，走访商户 56 个，发放宣传页 500 多
份，吸引 260 名客户进行业务咨询，投
放支持实体经济相关信贷资金 4964.1
万元。

下一步，该行将进一步改进优化服
务模式，根据不同需求提供差异化金融
服务，全面贯彻稳企业保就业工作，继
续积极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助力地方实体经济发展，
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图为员工走访辖内客户。
（黄文东 徐丽梅 本报记者 谭惠凌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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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 27日，黔南南山精神病医院组织医疗团队到
都匀市沙包堡街道办事处茶园村开展义诊活动。医疗队在驻村
干部、村支两委及村卫生院医务人员的带领下进行了入户随
访，通过宣传视频、宣传折页、横幅等方式向当地群众宣传医
疗知识及国家相关政策。

据了解，为贯彻落实健康扶贫工作措施，坚决打赢脱贫攻
坚战，做实做好人民群众的“健康守门人”，推行便民惠民措
施，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真正感受到暖心的优质医疗服务，黔
南南山精神病医院将 8月份定为“义诊活动月”，先后组织医
疗团队到都匀市平浪镇、墨冲镇、匀东镇、广惠社区、沙包堡
街道办事处、绿茵湖街道办事处、毛尖镇、归兰山水族乡和荔
波县小七孔镇开展主体为“健康扶贫、进村入户”“科普义
诊、关爱健康”等义务诊疗活动。

据介绍，此次义诊活动旨在普及群众健康知识，让群众户
足不出户就享受到方便贴心的医疗卫生服务，真正打通服务群
众的“最后一公里”，进一步提升老百姓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此次活动共惠及 300多人次，精准康复筛查 150人左右，建档
服药病史50人次。

（韦光乐 本报记者 罗阳）

黔南南山精神病医院开展义诊活动

本报讯 “天也蓝
来水也蓝，幸福生活
比蜜甜；致富不忘共
产党，党的组织真是
强”、“党的组织来号
召，男女老少全来到；
撸起袖子加油干，乡
村振兴大发展”、“党
的领导真是高，寨管
委的作用妙；凝心聚
力谋发展，想法设法
节节高”……近日，龙
里县湾滩河镇新时代
文明实践山歌伴飞新
思想“萤火虫好声音”
结合本地“五唱山歌”
系列活动在湾滩河镇
园区村唱响，四邻八
寨群众踊跃参加。

“一唱山歌强组
织”是湾滩河镇新时
代文明实践“五唱山
歌”系列活动之一，
主要为了突出在党组
织的领导下村民自治委员会 （自管委），带领群众开展新
农村建设、发展产业经济、推进乡村振兴，引导群众紧密
团结在党组织周围，体现党组织的凝聚力、号召力，发挥
群众自治的作用，以活跃农村乡土文化为抓手，号召广大
群众积极行动建设美丽家园。

2018 年，自龙里县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以来，
湾滩河镇园区村为进一步提高党员责任意识，增强党组织
的凝聚力战斗力。园区村党组织经过分析研究，广泛听取
群众意见，通过群众自荐、党组织推荐、党员大会研究、
群众会议通过后，形成了毛栗寨“党员+寨老+能人+群
众”的村民自治管理模式。目前毛栗寨自管委共有成员
13名，其中党员 4名、乡贤寨老 3名、致富带头人 4名、退役
军人2名。

在村党支部的引领下，毛栗寨自管委带领当地群众美
化家园、发展产业、推动社会基层治理等方面初见成效，
当地结合实际利用山歌的形式传播党的好声音。截至目前
毛栗寨“山歌伴飞新思想”理论宣讲志愿服务队共有志愿
者26名，编排各类时政山歌50余首。“党的好声音在我们
传统布依山寨唱响，群众思想得到进一步解放，大家发展
产业，增收致富的信心更足了。”园区村党支部书记刘志
国说。

据悉，湾滩河镇将持续开展“二唱山歌树新风、三唱
山歌聚合力、四唱山歌强文化、五唱山歌感党恩”主题活动，
用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抓实理论宣讲，积极引导、教育
群众成为建设家乡、移风易俗、产业发展的志愿者。

（罗贤恩 刘才勃 摄影报道）

龙里湾滩河镇：

理论宣讲出奇招 一唱山歌强组织

本报讯 8月 26日，记者在长顺县广顺镇广农社区广
农长山桃花园里看到，一株株低矮粗壮的桃树上硕果累
累，拳头大的脆桃缀满枝头，微风徐来，沁人的桃香温柔拂
面，不少游客沉浸在采摘的欢乐中。

沿着果园小道继续往前走，可见不少批发商正在分拣
装箱。“我从成都来这里拉桃子已经第三个年头了，每天基
本上是两个车换着拉，一天大概能拉万把斤，这个园子的
桃子我一季拉下来，大概有20万斤的样子。”前来批发桃子
的批发商张太望说道。

张太望一边分拣装桃子一边和记者聊开了，他说，晚
秋红脆桃口感比白黄桃子好，在成都走势很好，很受消费
者的青睐，基本上每天拿到市场上就卖完了。

在桃园里像张太望一样前来批发桃子的批发商不少，
来自贵阳的批发商王伦侠今年是第二次过来批发桃子，他
满脸笑容的告诉记者：“这个晚秋红脆桃，口感不错，甜度、
脆度都比较好，拉到市场上很受消费者的欢迎。”

据悉，广顺镇广农社区广农长山桃花园由贵州长山农
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550万元，其中
50万元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覆盖贫困户 25户 67人。项
目总占地面积为400亩，其中80亩主要种植晚秋红脆桃，成
熟后的桃子果型大，皮薄肉嫩，果肉细腻，汁甜如蜜，深受
广大市民追捧和喜爱。

“我在这里上班十多年了，现在是采收桃子的季节，大
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大家在这里采收桃子很开心。”正在采

收桃子的工人冯慧说道。冯慧告诉记者，她们采收桃子一
天多的时候要采几万斤，少的时候有4、5000斤。在桃花园
上班每小时10元，每天多的时候能拿到100多元，少的时候
也有90元，一个月下来有2800元左右的收入。

“果园采收、剪枝、除草等管理工作都需要请工人，忙
的时候每天要 40多个工人。”公司负责人赵海龙说道。据
赵海龙介绍，果园里桃子的品种共有早熟桃、晚秋红脆桃
和即将上市的晚秋红蜜桃，主要是销往贵阳市场、昆明市
场、重庆市场等，目前走势良好，预计本周六就正式开园。

“这一季的桃子预计总产量 30万到 35万斤左右，现有
的产值在70万元左右，这几天陆陆续续的有来我们园子里
采摘游玩的朋友，还有一部分是周边县市的批发商。”看着
满园的桃子，赵海龙高兴地说道。

时下，正是桃子成熟的季节，放眼望去，果园里一派繁
忙的丰收景象，累累硕果色艳香溢，绿叶掩映间，鲜桃饱满
水嫩，令人垂涎欲滴，一筐筐鲜桃，一张张笑脸，让桃园里
充满了生机。

（本报长顺记者站 罗远鹏 朱涛 摄影报道）

长顺：脆桃枝头笑 果香飘满园

本报讯 近日，记者走进三都县大河镇巴佑村茉莉花种
植基地里看到，连片的茉莉花长势喜人，花香四溢。现在仍
是采摘茉莉花的旺季，基地里随处可见背着小箩筐埋头采摘
茉莉花的农户身影。

“我家今年种了 7亩的茉莉花，从 7月中旬开始采摘，到
现在已经采摘了 600多斤了，每斤 10块钱，一直可以采摘到
10月份，忙不过来时就请人帮忙，采摘之后就可以直接拿到
加工厂去卖，加工厂就在自家门口，不担心卖不出去，村里合
作社还帮忙买种子、肥料和农药，明年我还想多种点茉莉花，
不出去打工了。”巴佑村胜利四组村民莫良芳说。

莫良芳口中的加工厂是贵州福佑沁绿茶叶发展有限公
司，来到贵州福佑沁绿茶叶发展有限公司，阵阵飘香，沁人心
脾。据巴佑村副支书蒙加红介绍，贵州福佑沁绿茶叶发展有
限公司是大河镇通过招商引资引进的福建茶叶企业，是三都
第一家茉莉花茶加工厂，在今年 2月完工并开始生产，巴佑

村采取“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形成合作社集中经
营和社员分散自主经营相结合，甲方统一收购的形式。由公
司统一供应优质高端茉莉花种苗、化肥、农膜，统一签订收购
价、种植技术流程、开展病虫害防治、供应肥料和药品、建设
基地文化、申报品牌销售等；合作社负责管理基地、发展农
户，并严格按照公司制定的种植技术流程，跟踪基地管理、跟
踪社员服务，农户严格按照公司和合作社的要求和指导进行
种植。

公司生产部经理黄铿文向记者介绍，技术人员必须按照
精品茶叶制作流程进行加工操作，确保茶叶质量不出现偏
差。今年 7月中旬，公司开始加工生产茉莉花茶，当前已经
生产销售茉莉花茶 5000斤。公司以“茉莉龙珠”与“茉莉针
王”为主打产品，拟以“天下富”、“一叶沁心”、“三都花”、“黔
南之花”为公司产品商标名称，力争把茉莉花茶做成三都县
地理标志及有机绿色食品品牌。公司计划建设示范茉莉、茶

叶种植基地 2个 1000亩，投入茉莉花茶生产线一条，绿茶生
产线一条，成品包装设备一套，检验检测室一座，设计年生产
能力 1000吨，产品销售方向为北京、天津等地，年产值 5000
万元。

据了解，巴佑村今年可采摘茉莉花 150亩，亩产值预计
在 2000元以上，截至目前，共用工人达 1300多人次，现在每
天有20人采摘，每天的收入在100元—160元之间，覆盖贫困
户 110 户。种植茉莉花既
解决了群众就近就业问
题，又能推动群众增收，积
极稳固了大河镇的脱贫攻
坚成效。

（王炳芬 本报记者
彭悦）

三都巴佑村三都巴佑村：：美丽茉莉花芬芳又致富美丽茉莉花芬芳又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