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28日，中共黔南州委农村工作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了《黔南州 2020年茶产业“黔货出山·
风行天下”夏秋攻势实施方案》（下文简称为《方案》）。《方案》
围绕“快、统、通、调、比、实”的总体工作要求，以深入推进农
村产业革命、助推我州高质量夺取脱贫攻坚收官战全面胜利
为根本目的，提出了实现全州 1万吨夏秋茶销售量的“小目
标”。

面对全新的课题，全州上下紧紧围绕《方案》，通过提升
管护和生产加工水平，扶优扶强新型流通企业，加强品牌宣
传推介，开拓多元化新市场等措施，进一步提升了我州茶产
业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水平，全力打好茶产业的“下半
场”。截至 9 月底，全州共销售茶叶 4.17 万吨，实现销售额
74.72亿元。仅一个月时间，就以 4倍的成绩，超额完成目标
任务。

提升生产加工水平，以质量取胜
来到瓮安县建中镇茶叶种植基地，万亩茶园随着山势连

绵起伏，漫山遍野的茶树郁郁葱葱……
在这里，贵州瓮安县鑫产园茶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黄红

缨，凭借着“不选老耕地、防止农肥残，不施通用肥、防止重金
属，不种连片茶、防止物种单，不喷农药剂、确保成分纯”的理
念，多年来深耕茶产业，提出做“最干净的茶”，始终坚持走绿
色生态欧盟生产标准之路，为当地茶产业带去了不一样的

“春天”。
茶叶销售，品质为先。面对各地茶友们越来越“挑剔”的

味蕾与品质需求，今年以来，黔南州以支撑销售为原则，突出
黔南气候环境条件有利于开展夏秋茶的实际，强化资金投
入，以贵定云雾镇、都匀毛尖镇、瓮安建中镇、平塘大塘镇等
区域为重点，在州内着力打造一批绿色生态管护示范样板，
提出实现全州完成提质增效茶园面积 10万亩以上的目标。
各县（市）也不断提升夏秋茶机械化采摘和加工能力，推进生
产加工升级，力争全州70%以上茶产品检测达到出口欧盟标
准。

截至 9月底，全州茶园提质增效面积超 12.7万亩，完成
全年目标任务的127%，再次超额完成任务。此外，茶园投产
总面积达 122.82万亩，茶叶产量 4.51万吨，完成全年目标任

务的 95.96%；茶叶产值达 73.82 亿元，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98.43%。

扶持新型流通企业，以龙头取胜
为更好完成黔南州“夏秋攻势”茶产业相关工作，推动

“黔茶出山”，9月7日至9日，州政协主席、州茶产业领导小组
组长魏明禄带队参加了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名茶专业委员会
二届二次会议暨全国传统名茶联盟成立大会。

会上，我州借助中国茶叶流通协会的龙头优势，成功搭
乘了传统名茶联盟这趟高铁快车，有效推动了我州“黔茶出
山”之路行稳致远。

产业发展，聚则兴、散则衰。今年来，黔南州高度重视龙
头作用。一方面，充分借助省内外优质平台，解决我州散小
弱茶企在开拓市场、商业营运管理等方面的困难；另一方面，
不断扶优扶强本地优质企业，通过龙头引领，实现本地企业
整合抱团发展，加强产业配套，打造产业集群。尤其是州级
农投公司及各县（市）国有平台企业的做大做强，牵引作用不
断体现，带领一批州内茶企拓展了销售渠道，提升了市场竞
争力，为我州茶产业发展尤其是近期的“夏秋攻势”提供了活
力。

强化宣传推广活动，以品牌取胜
9月21日，黔南州“黔货出山·风行天下”夏秋攻势行动、

“宣传促消费扶贫”集中宣传推广示范活动在都匀举办。当
天，黔南州农产品特色产业推介人就都匀毛尖茶作了品牌推
介。

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参加贵州代
表团讨论时作出了“对于都匀毛尖，希望你们把品牌打出去”
的重要指示。自此，我州始终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
发展理念，按照“绿色化、产业化、标准化”的思路，不断强化
都匀毛尖品牌创建，充分利用都匀毛尖品牌影响力带动“黔
货出山”。

特别是“夏秋攻势”以来，我州按照省“1+N”系列产销行
动要求，在省外目标市场及对口帮扶城市开展多形式、不同
主题的宣传促销系列行动。截至目前，州内茶企积极参加深
圳、济南、重庆、武汉、贵阳、珠海、长春、广州等省内外各州博
览会、茶博会（推介会）10多场次，形成了以展会友、以展促销

的模式，强化都匀毛尖品牌效益。另一方面，我州在强化宣
传推广活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都匀毛尖品牌运营管理，
完善都匀毛尖茶官网及微信公众号的建设与运营，提升品牌
管理能力；持续推进都匀毛尖茶证明商标规范使用，加大打
假维权力度，强化执法检查，重点查处生产经营假冒都匀毛
尖茶、恶意侵犯都匀毛尖茶证明商标专用权的行为，为我州
茶产业“夏秋攻势”的销售保驾护航。

开拓多元化新市场，以渠道取胜
“受今年疫情影响，公司外贸订单基本没了，春茶销量惨

淡。好在广州、黔南两地通过消费扶贫、各种直播带货活动
等方式，在夏秋季为我们公司的茶叶销售‘回了口血’。”

贵州省都匀市贵台红茶业有限公司李志祥告诉记者，
从全国各地来看，今年茶叶市场不容乐观；但他们家的夏
秋茶，尤其是中低端茶的销量却依旧“给力”。

据介绍，贵台红能顶住压力，实现“丰收”的原因有
二：一是针对目标市场做好市场细分，贵台红以夏秋茶，
尤其是中低端茶为突破口，因价格亲民，口味浓烈，更适
合作为大众饮用的“口粮茶”，得到了不错的销量。二是线
上线下结合，由传统订单逐步转为电子商务规范化发展，
今年，仅湖北随州神农茶业有限公司一家，就订购了80吨
茶叶。

在黔南，像贵台红一样的企业仍有多家。自“夏秋攻势”
以来，省茶办组织电商培训，全州报名企业达 50多家，报名
积极性高涨，后来又同步开展了网上教学，成功满足了我州
广大茶叶企业的电商学习需求。同时，由州商务局牵头，带
领州内茶企瞄准“三北”市场，在当地实现了都匀毛尖茶上架
销售，通过统一品质、分散经营，逐步形成州内商超、旅游景
区等都匀毛尖销售点全覆盖。同时，上线了一码贵州、京东、
淘宝等电商
平台，巩固扩
大省内茶叶
市场，实现
了销售渠道
多渠道融合
发展。

黔南州落实 2 0 2 0 年“黔货出山·风行天下”夏秋攻势之茶产业篇

万吨销售超四倍万吨销售超四倍 夏秋茶一样有夏秋茶一样有““春天春天””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姜来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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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动干部有为有位、能上能下、能进能
出，鲜明树立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正确导向，都匀
市始终坚持把干部作风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政治任务，
持之以恒抓常、抓紧、抓细、抓实，标本兼治整顿干部作风“沉疴
痼疾”，持续推动干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

坚持惩防结合，架起作风建设“高压线”。针对干部“慵懒
散漫浮”“拖推等靠要”“吃拿卡要”等问题，“安于现状、得过且
过”“一慢二看三通过”“上热中温下冷”等现象，都匀市始终坚
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原则，建立健全不胜任干部召回管理
制度，定期组织召开干部“回炉”历练班，始终以“零容忍、出重
拳”的态度，对“不担当、不作为”的干部，一律采取“撤一批、换
一批、辞一批”的方式坚决进行处理，今年以来，都匀市共对17
名科级领导干部进行了免职处理，并对50多名干部进行了“回
炉”再历练，切实让“敢于抓反面典型、收拾不干事的干部”成为
一种常态。

坚持立破并举，紧紧扭住制度建设“牛鼻子”。聚焦干部作
风问题具有的顽固性和反复性，坚持以建章立制为本，涤旧生
新，着力破解干部作风建设痛点、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健全
完善领导班子担当作为情况专项调研制度，并同脱贫攻坚、乡
村振兴、扫黑除恶、巡视巡察等重点工作落实情况相协同，让干
部作风顽疾“无所遁形”。探索建立干部作风问题“零容忍”问
责办法，划定干部作风 9条“零容忍”红线、底线、硬杠杠。同
时，建立完善各单位党风廉政建设定期通报制度、重点岗位动
态调整机制，并同“红黄蓝”“金银铜”“容错纠错”等办法相结
合，着力健全完善干部作风建设制度体系，全面破解干部作风
建设体制性障碍和机制性梗阻。

坚持正本清源，牢牢拧紧思想信念总开关。都匀市始终在
思想建设下功夫，注重“问题整改”和“党性锻炼”同向发力。一
方面，坚持将干部作风建设同模范机关创建、落实党委（党组）
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结合起来，扎实开展都匀市干部作风建
设提质增效行动，并将问题查摆和整改贯穿始终，让干部查摆
问题、狠抓整改成为“家常便饭”，目前，全市共深入查摆问题
200多个，问题整改正在有力有序推进。另一方面，紧盯党员
干部党性淬炼这个关键，以过好支部“三会一课”等组织生活为
基础，统筹用好“新时代学习大讲堂、融媒体中心、学习强国”等
宣传载体，针对性开展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推动党员党性锻炼
融入日常、抓在经常。

（张玉林）

都匀市：标本兼治整顿干部作风“沉疴痼疾”

本报讯 国庆、中秋假期期间省总工会、州总工会联合到惠
水县、荔波县、瓮安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开展“新市民·追梦
桥”送文艺活动，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群众送去精彩纷呈的
文艺节目，让移民群众和广大干部职工能在家门口享受免费的

“文化大餐”，更好更快地融入城市新生活。
9月 28日，首场慰问演出在惠水县新民社区拉开帷幕。除

文艺节目演出外，文艺演出活动还特别邀请了劳动模范和先进
工作者为广大职工群众宣讲劳模故事，弘扬劳模精神，倡导广
大搬迁群众以劳动模范为榜样，爱岗敬业、踏实工作，用勤劳的
双手和辛勤的汗水创造美好生活。随后，慰问演出活动相继走
进瓮安江口坝社区、荔波兴旺社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为基
层一线干部职工和移民群众带来了一场别具特色的视觉盛宴，
赢得在场观众热烈的掌声。

据了解，2020 年“新市民·追梦桥”送文艺活动以“决胜小
康·奋斗有我”为主题，围绕脱贫攻坚内容进行编排，通过《瞧瞧
这座桥》、《搬迁搬迁》、《造孽哥的脱贫梦》、《不忘初心》、《梦想
成真》等文艺节目讲述全州广大干部职工苦干实干、拼搏奋进，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暖心故事，将传统优秀文化、红色文化和
现代艺术融为一体，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
提升职工群众的荣誉感、获得感、幸福感，激发广大移民群众决
胜建成小康社会的信心。

（本报记者 叶大霞）

我州开展“新市民·追梦桥”送文艺活动

本报讯 10月 1日，都匀国际足球小镇营旗招展，彩旗飘
飘，由教育部组织，贵州省教育厅和州教育局、州体育局共
同承办的“2020年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夏令营 （小学组） 第
四营区分、总营”活动在都匀市国际足球小镇隆重举行开营
仪式。

此次活动于 10 月 1 日至 9 日举行，共五轮竞赛。活动期
间，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18支各省小学男子乙组共
330名领队、教练员及运动员齐聚都匀国际足球小镇开展一场
精彩绝伦的逐梦之旅。同时，活动还涉及爱国主义教育、赴
英 （法） 留学体会分享、分营小组总结、总营联席会议、教
练员培训、专题讲座等内容。

据了解，2020 年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夏令营活动分小学
组、初中组、高中组共 13个组别，每个组别均在不同营区，全国
共设13个营区。其中，小学组第四营区设在我州都匀市足球小
镇。

为保障赛事活动正常开展，赛前，州教育局、州体育局联合
成立系列保障组，提前进驻足球小镇，开展系列前期工作，并制
定了周密的实施方案，在疫情防控、竞赛安排、营区安保、后勤
保障等方面做了诸多准备。

（本报记者 叶大霞）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夏令营（小学组）
第四营区活动在我州举行

本报讯 国庆、中秋双节期间，由州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州体育局）主办，州文化馆承办的州第七届中秋音乐会在州
电视台演播厅温情上演。

2020年中秋佳节意义非凡，历经疫情影响，人们对家人
团聚的美好时刻更加珍惜。国庆中秋过后，第四届中国绿化博
览会也将在我州州府都匀隆重举办，更是全州的大事和喜事。
音乐会以绿博黔南·绿色家园“月圆·梦园·人团圆”为主
题，既符合了人们对中秋月、合家欢等美好意向的憧憬，又表
达了对绿博会顺利召开的美好祝愿。

音乐会共有第一乐章“月梦圆·绿水青山走过来”，第二
乐章“人团圆·绿色黔南等你来”，尾声“我和我的祖国”三
个部分。节目有古曲经典乐曲《春江花月夜》，极具江南丝竹
味道的《荷塘月色》，欢快高昂《天路》合唱，宏大的《好花
红》交响乐……音乐与舞台主屏的各色景象交相辉映。悠悠荷
塘、皎洁的月光、轻柔的飞花，让人体验到江南水乡的舒缓、
轻柔、宁静。高昂的歌声、宏伟的城墙，让人不禁想象盛世的
繁华。

整场音乐会，听众凝神静气，用心感受，或安静的拿着手
机拍照录像，记录着难得的唯美时刻。直到音乐会在《我和我
的祖国》合唱中结束，听众才意犹未尽的离开会场。

（本报记者 石学业 刘江运 实习生 罗莎）

我州举办第七届中秋音乐会

以越城兰亭序为设计主体，“水墨长卷、诗画浙江”为设
计主线，使参观者体会到浙江园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唤起
埋藏在心底的精神向往。

瓜果飘香的季节，绿博园里依然满是花香，处处是诗情
画意。进入浙江园，一幅山水画徐徐展开，首先看到的是水
墨长卷大花园展示区，此区块位于展园南侧的主入口迎宾
广场区域，是对外展示浙江山水人文资源的窗口。入口广
场中央设置一幅水墨长卷地雕，以图文雕刻的形式展示浙
江大花园建设的新成果。

入口景墙应用传统浙派民居院墙门牌设计元素，上书
“诗画浙江”，使用先抑后扬的造园手法，结合两侧地形，围
合入口空间，突出浙江园的特色，游人可以感知浙江人民对
建设浙江大花园的不懈努力。

过了门牌，映入眼帘的是广场铺地上浙江版图地雕，以
大花园建设的四条诗
路来表现浙江大花园
建设的宏伟蓝图，四
条诗路不仅兴盛在笔
墨间，更兴旺在实景
里。广场正对整个展
园的主体建筑“四时

胜景”，建筑两侧书写“古往风雅诗文流韵、今朝锦绣山水传
情”对联，表达了浙江山川秀美、底蕴深厚的鲜明特色，以及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实践成果。

展园整个水系布局引用王羲之以酒会友，写出“天下第
一行书”的兰亭曲水流觞空间形态设计，广场左侧是一副栩
栩如生的东晋兰亭饮酒作诗场景画卷。绕过画卷走过小桥
流水，便进入展园核心区建筑，在这里可以了解浙江林业发
展的新成果与新展望。

步出室内展区往北走，可以看到源头叠瀑，清泉叮咚，
缓缓流入乐池，山顶的“集芳”亭与山下的“四时胜景”水榭
遥相呼应。登上亭子可以近观浙江园，远眺绿博园的全景，
亭子上有“曲水叠石绿柳成荫、浅溪淙淙茂林修竹”的对联，

既是古时浙江美丽山水景象的写照，更映衬了当下浙江园
的建设风貌。从“集芳”亭往下看是茶园、花圃、香榧林、竹
林、珍贵彩色健康林等的组合，展示了浙江特有树种和林业
特色产业的现代山林景观。

以浙派民居院墙围合而成的次入口景观，位于展园东
侧，两扇门上署有景幽、事雅、文妙、书绝四块门匾，寓意着
浙江深厚的历史人文、优美的人居环境、和谐的自然山水和
高洁的精神品质。

从生态山水、人文浙江，绿色人居和林业产业等方面来
倾心打造林水相依、山川相融的绿化生态景观，犹如一幅水
墨长卷，游赏于其间，令人心旷神怡，陶醉于山水间，沉迷于
别具一格的建筑里，流连而忘返。

水墨长卷 诗画浙江
文/图 本报记者 谢义将

独具特色的浙江园让游客流连忘返独具特色的浙江园让游客流连忘返

绿树鲜花掩映的浙江园绿树鲜花掩映的浙江园

犹如诗画般的浙江园犹如诗画般的浙江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