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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充分发挥行业人大代表的专业特长，贵定县人大常委
会积极探索行业建站模式，建立企业家代表联络站室，生态
环境保护代表联络站、医疗卫生行业代表工作室、非公经济
代表工作室等，联络站（室）作用发挥明显。

教育扶贫传爱心
“通过非公经济代表工作室人大代表张丽霞阿姨，积极

与省内外的企业联系帮助筹措贫困学生的助学金，自己得到
了上海纪总的资助，让我在大学里没有了后顾之忧，更能全
身心的投入到学习中，作为一个贫困学生，不要为自己的现
状感到自卑，要直面困难。我们应该努力学习，将所学的知
识为家乡发展做出一份自己的贡献。”连续第二年被资助的
贫困大学生胡锐，在一次助学捐赠仪式上说道。自 2017年
宝山街道非公经济人大代表工作室成立以来，县人大代表张
丽霞带领工作室的代表积极参与到脱贫攻坚工作中，发挥了
代表的专业特长和行业特点，组织号召有经济实力和奉献精

神的代表和企业积极开展
捐资助学，帮助贫困大学生
完成学业，为全县打赢脱贫
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作出积极贡献。目前，他们
通过宝山街道非公经济人

大代表工作室这一平台，先后资助困难家庭学生 136名，关
爱留守儿童 1400 余名，帮助 300 余个贫困家庭实现就业脱
贫。同时，为加强受助学生与资助人的联系，贵定县人大常
委会特向各位受助学生与资助人发放“爱心助学联系卡”，并
为12名爱心人士代表发放“爱心大使”荣誉证书。

产业扶贫助增收
“如今赚钱了，脱贫了，也找到媳妇了，这都要感谢人大

代表彭忠祥……”云雾镇东坪村村民陈兴贵高兴的说。
云雾镇县、镇人大代表彭忠祥，依托云雾镇东坪村人大

代表工作室，发挥蔬菜产业优势，以富村带穷村的方式，组织
村组干部外出学习，签订订单，通过“公司+支部（村委）+农
户+基地”的模式，成立的贵州云雾长寿庄生态农业特色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组织东坪村、谷丰村、塘满村等 1700多户
农户抱团发展，发展蔬菜种植 2000余亩，带动贫困户 312户
1095 人走上产业脱贫之路，带动 4 个村 7953 名群众抱团发
展。在他的带领下，东坪村获得了省级“五好基层党组织”、
县级“争先创优先进基层党组织”、县级“标兵”党支部、县级

“先进基层党组织”、县级“蔬菜专业示范村”等荣誉称号。他
也获得“2011年荣获州级优秀共产党员 ”、县级“十佳乡土人
才”、县级“共产党员办事先锋模范”，县级“创业带富先锋”，
县级“好支书”、县级“优秀党务工作者”、省级“高产农业创建

示范户”等荣誉称号，连续三年被评县人大常委会为“优秀县
人大代表”。在脱贫致富的道路上，他仍在不断摸索，不断创
新，他用实际行动、实际成绩诠释着“脱贫攻坚，代表在行动”
的深刻含义，带领全村百姓共奔小康路。

就业扶贫助脱贫
贵定县企业家人大代表联络站室围绕“发挥代表作用，

做强实体经济，助推贵定发展”这一宗旨，于 2017年 12月举
办首届企业家代表发展论坛，围绕实体经济发展建言献策，
为县委、政府制定出台加快实体经济发展实施意见和招商引
资黄金十条等提供决策参考。组织企业家人大代表“以商招
商、以情招商”，先后帮助政府招引了老干妈、皇冠陶瓷等21
家企业落户该县，招引相关联的上下游产业链 14家。企业
家人大代表所办企业直接解决就业 5000余人，其中贫困户
234户 326人。企业家人大代表积极参与脱贫攻坚、社会公
益等活动，两年来共捐助物资（资金）近 850 余万元。2017
年，县人大常委会对人大代表创办的 23家脱贫攻坚示范企
业进行了授牌和表彰，企业家人大代表联络站被县人大常委
会评为优秀人大代表联络站。

几年来，贵定县人大常委会不断探索，积极创新，建立健
全了工作机制，实现了代表联络站室由虚到实的转变，工作
成效显著。2018年 11月，全省代表联络站建设推进会在贵
定召开，贵定县代表联络站（室）工作得到全省各级人大常委
会高度认可。“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幸福站”、“一张名片
情”、“召开企业家人大代表发展论坛”、“组建生态环境保护
联络站”等做法得到《人民代表报》《人大论坛》等媒体的深度
报道。先后有省内外80余个县市到贵定观摩交流。贵定县
人大常委会将继续围绕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平台、推进
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平台、助力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平台和
服务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平台等“四个平台”的目标定位，不
断建强代表联络平台，搭建服务人民群众“同心桥”，共筑小
康梦。

搭建同心桥 共筑小康梦
——贵定县人大代表联络站风采二三事

钱仁研 王振港 本报记者 张琴

本报讯 为深入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加强广州黔南
两地工作交流，9月22日至24日，州委统战部、州工商联赴
广州市开展对口帮扶、就业协作、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
作考察交流学习。

在广州，双方举行对口帮扶工作座谈会，介绍了广州市
委统战部、市工商联近 3年来对口帮扶黔南的工作情况及
成效。自2018年签订《广州市工商联黔南州工商联战略合
作协议》以来，广州市民营企业积极参与黔南州脱贫攻坚帮
扶工作，广州市 9家民营企业与黔南 12个深度贫困村签订
结对帮扶协议，共组织协调落实帮扶资金 1005.14万元，从
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公益教育等方面进行对口帮扶，推动
帮扶项目有效落实。广州市委统战部介绍了广州市新的社
会阶层人士、网络人士统战工作情况及经验。双方就进一
步深化东西部扶贫协作内涵、提升扶贫协作效能、加强新的
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和近期拟合作事宜等进行了深入的
探讨交流。广州市委统战部表示，将继续组织动员更多的
民营企业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帮扶黔南，抓住招商引资和
产业园区建设等工作重点，把过去一些好的做法和经验继
续承接下去，推动工作创新发展。

州委统战部表示要按照双方所达成的共识和签订的协
议内容，以产业扶贫、就业扶贫为重点，进一步加强工作对
接协调，扎实抓好文旅网络宣传推介、产业园区招商等拟合
作事宜，推动对口帮扶工作再上新台阶。同时要把广州市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先进经验带回去，融入到实
际工作中，用以指导和推动黔南州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
工作。

两地工商联签订了《就业扶贫框架协议》，合作内容包
括 建立劳务用工务工信息对接机制，为贫困劳动力提供岗
位信息、技能培训信息等服务;拓宽用工渠道,引导、动员广
州市民营企业积极承担对口帮扶社会责任，同等条件下，优
先使用黔南籍贫困劳动力,尽量不辞退、不解聘贫困劳动
力;加强培训合作,协助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加强对贫
困劳动力的培训，开展订单、定向培训;强化权益保障,协助
相关部门开展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维权热线等活动，协调
解决务工人员子女入学、医疗救助等问题，推动建立维护务
工人员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 （李俊）

州委统战部、州工商联赴
广州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

本报讯 9月 23日，州委统战部深入福泉市开展少数
民族干部队伍建设调研，通过座谈、个别谈话的方式与参加
人员面对面进行交谈，对福泉市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情
况，在培养、管理、使用少数民族干部等方面的主要做法、经
验、成效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详细了解，认真听取大家
对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调研组对福泉市采取对外交流、外出挂职锻炼，一线驻
村等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措施，对支持“引进来”“走出去”，
组织少数民族领导干部上讲台授课等培训工作方式，对选
拔任用少数民族领导干部比例等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工
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就福泉市在市乡两级领导班子及部门
党政正职中配备一定比例少数民族干部，在配备民族事务
部门领导班子主要领导时优先考虑优秀少数民族干部，进
一步加强我州少数民
族干部、少数民族代
表人士和知识分子、
民族工作部门干部建
设 等 提 出 对 策 及 建
议。 (岑忠银)

州委统战部到福泉市
调研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

本报讯 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制止餐饮浪
费行为的重要指示精神，如今，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文明新风
在黔南州各地校园已蔚然成风，进一步增强了广大师生们的节
约意识、弘扬了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反对
浪费的思想观念正根植于学生心中，为积极营造“浪费可耻、节
约光荣”的社会氛围贡献校园力量。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近日，记者来到都匀市第二小学，看到同学们正在老师的带领下
学习《光盘行动我在行》这一门课程。课程结束后，学生们开启
了午餐时间，记者跟随学生的脚步来到食堂，大家整齐有序排
队，按需打饭菜。用餐结束后，记者看到同学们的饭盒都吃得干
干净净，一粒不剩。

学生黄俊杰对记者说，老师在课上教育我们“粒粒皆辛苦”，
每次打饭菜时，都是能吃多少就打多少，回家后还要告诉家人不
能随便乱倒饭菜。

都匀市第二小学副校长许勇告诉记者，都匀二小一直注重
传统文化教育，开学以来，学校就对学生进行“光盘”教育，利用
校园广播、张贴海报和黑板报等多种形式向全校师生发出“吃多
吃少，光盘就好”的倡议，希望大家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小事做
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同时，在全校范围内开设

《光盘行动我在行》的课程，培养学生爱惜粮食、勤俭节约的习
惯，让“节约粮食，杜绝浪费”成为校园新风尚。

据了解，连日来，都匀市教育系统积极倡导“厉行节约，反对
浪费”新风尚，学校通过推行课程、校园广播、贴宣传标语等方
式，让师生们懂得在日常生活中要珍惜粮食，敬畏粮食，以实际
行动共同形成勤俭节约的良好新“食”尚。

除了都匀市范围内的学校外，全州其他县（市）学校也正在
持续开展各种各样的“光盘行动”和宣传教育活动，积极倡导全
州师生积极行动起来，节约粮食，文明用餐，弘扬节俭之风。龙
里县各所学校在结合学校实际调节菜量外，还通过张贴宣传标
语、引导学生争当“光盘行动”监督员等多种方式开展宣传教育，
让广大学生成为节约粮食的倡导者、践行者。龙里县第三小学
学生田语是学校组织学生争当“小红帽”的其中一员，近期以来，
她一直参与食堂用餐常规管理、文明用餐、监督秩序活动，她说，
现在同学们浪费粮
食的现象越来越少
了。

（本 报 记 者
叶大霞）

我州各地开展“光盘”行动进校园活动

本报讯 日前，贵州山王果健康实业有限公司年产 2
万吨高品质刺梨原汁规模的智慧工厂正式开工建设，将于
2021年投产，建成后每年刺梨生态鲜果的收购规模将达到
4万吨，种植户每年总收益将达到2.8亿元。

该智慧工厂可将物联网技术引入到刺梨的种植、生
产、加工全过程，智能仓储、智能车间、智能品质管控、集成
其他系统、追溯管理等大模块都将实现智能化、可溯源。

据了解，经过近10年的发展，贵定县刺梨产业通过“公
司(收购)+合作社(组织)+农户(种植)”模式，不断壮大种植
规模，并建立起集种植、采收、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刺梨全
产业链。今年，贵定县刺梨预计收购量将达到2.5万吨，刺
梨产值将达 1 亿元以上，带动户均增收将达到 5000 元以
上。

（本报记者 冯小东）

贵定县刺梨原汁
智慧工厂开工建设

本报讯 9 月 22 日，由平塘县供销社牵头组织的“庆丰
收·迎小康·平塘有货”、“黔货出山·风行天下”平塘农产品直
播带货活动在京舟养生乐园开启直播获得成功，当天交易额
达15.5636万元。

当天19时至22时，“庆丰收·迎小康·平塘有货”“黔货出
山·风行天下”平塘农产品直播带货活动开启直播，通过“公益
助农”方式联手省内贵阳、遵义、安顺、黔东南、黔南等地主播
13人，选择货量足、具备线上销售所有资质的12款产品（包括
百香果、都匀毛尖·平塘甲茶、金桥贡米、红香米、黑糯米、黄金
应子、赤松茸、胡辣椒等），在平塘县农民丰收节主会场平舟镇
京舟养生乐园现场直播带货，时长 3小时，在线观看人数 315
万人，获得点赞 1260万（人次），预热和直播销售平塘农产品
累计 2587单，付费人数 2402人，交易额 15.5636万元，畅销产
品有金桥贡米1271单，茶叶681单，百香果374单。

图为活动观摩团查看销售订单情况。
（王承振 摄影报道）

“黔货出山·风行天下”平塘农产品直播带货交易额达15万元

本报讯 9月24日，连续下了两周雨的天空终于放
晴，福泉市第六战区321名帮扶干部、驻村工作队、道
坪镇干部职工分别奔赴道坪镇5个村，重点帮助孤寡老
人、残疾人户、大病户等弱势群体收稻谷、辣椒等农作
物。

田间地头，大家干劲十足，割稻、打米、捆稻草，
分工合作，动作娴熟，帮扶干部挥汗如雨，把光盘行动
精神直接带到田间，不放过一株稻穗，开展“光田行
动”。农户看着一袋一袋的稻谷摞起来，脸上连续两周
担心稻谷生秧的眉头舒展开来，直夸帮扶干部，干群合
力共抢秋收。

“米早就黄了，天天下雨，看到就要在田里生秧
了，今天好不容易出太阳，在家里的人又不多，根本收
不完，没想到浩浩荡荡的就来了很多干部，撸起袖子挽
起裤腿就下田，一上午帮我全部收完了，还帮我抬回家
里放好，真的很谢谢他们，这么下力为我们着想。”看
着帮扶干部忙碌的身影，村里的老人激动地说。

据了解，这一天第六战区道坪镇的帮扶干部帮助
96 余户累计抢收水稻 1000 余亩、玉米 50 余亩、辣椒
500余亩，切切实实帮助农户解决了实际困难。

图为抢收稻谷现场。
（李家琴 张荣远 摄影报道）

福泉道坪：

干部职工为群众抢收稻谷

本报讯 连日来的阴雨天气对稻谷收割造成
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为防止稻谷霉变，三都县大河
镇主动协调动员镇内茶叶加工厂免费为群众烘干
稻谷，帮助群众减少损失。

9月 22日，记者在泓霖茶叶有限公司看到，该
公司负责人韦布能正在帮助群众蒙启国、陆金霞夫
妇烘干稻谷。“我是大河镇本地人，看到连日来一直
下雨，群众收割稻谷后不能正常晒干心里很难受，
希望利用茶叶烘干设备帮助他们烘干，减少损失。”
韦布能说，“今天已经接到 20多个电话了，将会陆
陆续续有群众运稻谷过来，目前厂里有 13台烘干
机，一天可以烘干2万斤稻谷左右。”

“最近天天下雨，稻谷都要发霉了，很是发愁，
我儿媳妇在微信上看到这里可以免费烘干稻谷，我

就赶紧叫老伴运过来了，今天烘了 500斤，明天继
续运来，真的很感谢他们。”前来烘干稻谷的陆金霞
一边整理稻谷一边激动的说。

“今年我家1000多斤的稻谷都在这里了，现在
已经全部烘干，这下放心了。”在丰隆茶叶有限公
司，村民陆光银和他 60多岁的母亲正在将已经烘
干好的稻谷进行装袋。

据悉，大河镇种植稻谷 1.6 万亩，未收割 9270
亩，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抢收烘干，稻谷就会发霉
变质。大河镇调动一切可用的人力物力，全力做好
水稻抢收和烘干工作，同时，加强宣传发动，引导农
户千方百计加快水稻收割进度，确保当前抢收工作
顺利开展。图为茶叶加工厂正在帮群众烘干稻谷。

（王炳芬 本报记者 彭悦 摄影报道）

三都大河：

茶厂帮忙烘稻谷解燃眉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