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段时间我们每天都有18吨蔬菜拉到广州江南市场，
品种有苦瓜、茄子、毛节瓜，这批秋延晚蔬菜非常紧俏，价格
也好。”在都匀市墨冲镇良亩村蔬菜基地，贵州珠江源生态农
业有限公司主管李运艳正在组织工人摘菜、包装、运输，“前
段时间受水灾后，我们及时改种，所以这批秋菜上市时间较
往年整整提前了一个半月，抢了市场先机。”

黔南共有 21个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产地
蔬菜直供大湾区。

自夏秋攻势行动开展以来，黔南已完成蔬菜销售量
46.72万吨，完成目标任务 60万吨的 77.86%，其中省内销量
18.77万吨，省外销量 27.95万吨，一车车来自黔南山区的绿
色生态蔬菜南下珠三角，北上长三角，让外地市民尝到了黔
南时令瓜果的好滋味。

夏秋攻势期间，全州各地按照州委州政府提出的“快、
统、通、调、比、实”的“六字箴言”和28条具体措施，紧盯目标
市场，发挥销售主力，打通产销环节，强化利益联结，确保种
好收好卖好60万吨以上蔬菜，带动农民增收。同时，聚焦优
势单品，发挥比较优势，确保冬春蔬菜完成种植面积80万亩
以上。

引入经营主体 壮大产销力量
9月 8日至 17日，州农业农村局组织蔬菜产销专班赴广

东部分农批市场开展调研，走访了广州江南市场、虎门富民
和果利来市场、东莞润丰市场、深圳海吉星市场等 5个粤港
澳大湾区农产品批发市场，为 28个销售黔南农产品的档口
挂牌，共涉及经销商16个。

多年来，广州江南市场等5个农产品批发市场的16位经
销商与黔南38家合作社、种植企业开展产销合作，将一车车
新鲜蔬菜运抵广东，在28个档口（专柜）进行销售，年销售量
达到10万吨。各批发市场销售档口（专柜）的经销商对我州

农产品给予
了高度评价，
认为黔南蔬
菜品质好，不
打冰，非常受
欢迎，特别是
辣 椒 、毛 节

瓜、西红柿等品种，有多少要多少。
几天后，深圳市鑫禾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贵州一丰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应邀来到黔南考察，经过对当地交通区位、
水源、基础设施配套、用工等方面的比较，深圳市鑫禾顺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决定在平塘县者密镇福荣村四寨坝区建 600
亩茄子示范基地。目前，该公司已与平塘县绿色边贸种养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签订合作协议。

因为自然生态条件优越，水源好，土地资源丰富，气候温
暖湿润，黔南种植的茭白品质上乘，并与江浙一带的茭白错
峰上市，成为长三角市民的最爱。9月 27日至 29日，州委副
书记、州委政法委书记、州蔬菜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组长罗桂
荣率队赴浙江衢州、丽水、温州等地考察茭白产业，招引当地
茭白种植企业到黔南建基地。10月 10日，浙江毅恒农业公
司应邀到都匀市毛尖镇江洲坝区对茭白基地进行选址。浙
江省昊禾合作社也将于 10月 12日到福泉、独山、平塘、荔波
县对茭白基地进行选址，拟建3个基地。

在蔬菜产销中，国有平台公司发挥了积极作用。州县
（市）两级组建农投公司抓经营主体，全州蔬菜生产企业和合
作社发展到232家。对暂时没有经营主体进驻的基地，通过
州县农投公司、供销社转型、“村社合一”进行兜底，基本实现
每个基地都有一家以上经营主体覆盖带动发展。农投公司
集中精力做平台、做渠道、找订单，积极发挥创市场、连基地
的纽带作用。同时，加大与省蔬菜集团、贵阳农投集团和省
内外目标市场营销主体以及基地生产主体的对接联系，大力
推动目标市场与生产主体签订销售订单。

在产业发展中，黔南培育壮大了一批经纪人队伍。聚焦
生产端、流通端、销售端，培育了一批有活力、有能力、有实力
对接市场的产地型、流通型、市场型蔬菜经纪人，推动千家万
户的蔬菜产品从田间地头汇集起来，走向城镇市场，连接大
市场。

瞄准目标城市 抢占市场份额
为了抢占省内目标市场，我州持续抓好农产品“七进”，

推动生产经营主体与扎佐市场、地利物流园、龙里双龙市场
等批发市场，机关事业单位、教育医疗等公共机构以及各大
超市对接联系，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关系。加强与贵州永红食
品有限公司、贵州苗姑娘控股集团等“进军营”配送企业的对

接合作，推动更大数量、更多品种进军营食堂和官兵家庭。
目前，贵阳农投公司旗下扎佐市场向我州贫困县提供免费档
口，将 154个惠民生鲜超市向黔南全面开放；贵阳地利物流
园拿出60个档口销售黔南蔬菜，摊位费减少三分之二；贵州
双龙市场设立黔南蔬菜销售专区，进场费全免；老干妈集团
表示需求的葱、姜、蒜、辣椒等加工原材料尽量在黔南采购。

稳住省内市场的同时，大力抢占省外目标市场。瞄准重
庆、四川、湖南、广西等周边市场，依托州县两级农投公司和
现有销售专班，不断巩固稳定并拓宽现有销售渠道，确保蔬
菜销售 11万吨以上。瞄准粤港澳大湾区，借助对口帮扶城
市资源力量，依托广州江南市场、贵州蔬菜集团等，以 21个
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基地建设为牵引，发挥黔南农产品配
送中心作用，确保蔬菜销售 8万吨以上。瞄准长三角地区，
以辣椒、茭白、佛手瓜、生姜、茄子等为重点，依托省州国有平
台公司，与长三角市场对接联系，确保蔬菜销售7万吨以上。

强化金融服务 抵御生产风险
在蔬菜生产环节，黔南积极协调金融机构，帮助蔬菜营

销主体争取“贵椒贷”等扶持支持，有效解决了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融资慢等问题。同时，探索多元化政策性保险补贴
形式，落实现有农业政策性保险补贴，调动保险机构和营销
主体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引导营销主体主动参加天气指数
险、价格和收入险等政策性保险，进一步增强抵御风险的能
力。

截至目前，我州蔬菜类投保规模达156644.52亩，保费收
入 1128.51万元，赔付金额 1609.65万元。其中，坝区蔬菜类
投保规模 143134.76 亩，保费收入 1054.79 万元，赔付金额
1528.3万元。截止 9月底，全州蔬菜坝区面积为 34.56万亩，
坝区蔬菜投保面积14.31万亩，蔬菜保险投保覆盖率41.41%。

在搞好销售的同时，我州瞄准今冬明春目标市场需求，
聚焦优势单品、优势品种，合理安排种植及茬口，共完成秋冬
蔬菜种植面积35.06万亩（次），完成目标任务80万亩（次）的
43.83%。其中，在低海拔地区，结合气候优势和贵阳市场需
求，利用水稻收割后的空闲期，重点发展了秋延晚及春提早
辣椒、瓜类、豆类等喜温蔬菜12.35万亩（次）。在中高海拔地
区，结合省内外市场需求，重点发展了豌豆、胡豆、白菜、西兰
花、香细菜等喜凉蔬菜品种22.71万亩（次）。

黔南州落实 2 0 2 0 年“黔货出山·风行天下”夏秋攻势之蔬菜产业篇

瞄准目标市场 打通关键节点 畅通销售渠道
刘涛 本报记者 刘雪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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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我和我的家乡》正在热播，黔南旅游也在风生水起。
从趋之若鹜的荔波小七孔到新兴热门景区都匀绿博园，从人来
人往的网红打卡地“都匀秦汉影视城”到声名远播的平塘“天
眼”，在这个国庆、中秋“双节”期间，黔南旅游热火朝天，再次体
现了我州旅游文化产业的独特魅力。

数据显示，今年“双节”期间，我州主要监测的12个景区中
累计接待游客超过 25万人次以上的景区有 1个，超过 15万人
次的有2个，超过10万人次的有3个。一组组数据无不展现了
黔南旅游发展的势不可挡。

绿博会未开，绿博园已热
盛会未至 绿博已热。
依山傍水，花团锦簇。“双节”期间的绿博园可谓热闹非

凡。10月1日一大早，绿博园的南门前便排满了买票进园观景
的游客。

“我们是从铜仁过来的，之前在网上看到绿博园的图片，
太漂亮了，就趁着国庆过来玩一玩。”游客叶女士说，这次黔
南绿博园之行，真的非常满意，“这里跟照片一样美，我们都
逛了大半天了，都没有逛几个展园，太好看了，怎么都看不
够。”

作为黔南的新兴景点，绿博园的美名早已家喻户晓。“双节
期间，绿博园的游客每天都很多，后面几天天气不好，但是游客
也没有减少多少。”绿博园工作人员说，开园至今绿博园热度不
减，双节期间，绿博园累计接待游客 9万人次，日均接待游客
1.1万人次，其中黔南游客占 69.06%，省内游客（不含黔南州），
占25.95%，省外游客占4.98%。

作为大西南通向大华南、大岭南的咽喉要津，贵州的南
大门，贵州南下出海的最近通道。黔南交通便利，山川秀
丽，气候宜人，独特的区位优势让黔南的旅游发展迅速，作
为天文之域、生态之州、名茶之都、红色圣地，黔南不仅有
享誉中外的世界最大、灵敏度最高 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
镜——中国天眼，更有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之称的世界自然
遗产地。

绿博园是黔南的新风景。
大雁塔、古长城、苏州园林、北京亭台……56个展园，

各有奇观。每一个展园都浓缩了全国各省（市）精华景点或
大型央企的亮点，每一个景点都是对青山绿水的精美点缀，
可谓“抬头是美景、低头是精品”。

“江苏园真的特别清雅别致，贵州园里面也有很多特别的
景观。下一次我还要带朋友来，这里真的太美了。”来自都匀
的游客赵阿姨说，黔南能有这样的绿博园，真的是宝藏，“家
门口就有这样游玩的地方，我们真的太幸福了。”

距离第四届中国绿化博览会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可以预
见，绿博园将成为黔南旅游继“荔波世界遗产地、中国天
眼”后的又一张靓丽名片、贵州南部旅游线路上的一颗明珠。

“当前，全国已经恢复跨省团队游，我们将进一步加大绿
博园、绿博会的旅游推荐营销，充分利用好绿博会在黔南举
办的契机，持续吸引国内外游客来到黔南旅游，促进黔南旅
游增长、推动黔南旅游提质增效。” 黔南州旅游局相关负责
人说。

（下转第二版）

提质增效显独特魅力
——我州国庆、中秋“双节”期间旅游“井喷”综述

本报记者 蒙帮婉

本报讯 截至 10月 10日，电影《我和我的家乡》已上映
第 10天，据猫眼专业版统计数据显示，影片总票房已突破 20
亿元大关，用户评分高达9.3分。据了解，该影片上映首日票
房就突破了 2亿元，持续被人们所热捧，10月 1日至 7日，票
房破17亿元，票房排名为同期国庆档影片中第一名。

电影《我和我的家乡》采用单元剧的形式，以短片合集的
方式，以段落式为基本结构，通过《北京好人》、《天上掉下个
UFO》、《回乡之路》、《最后一课》、《神笔马亮》 这五个故
事，从不同层次角度，生动讲述了人与家乡的深刻情感，唤起
人们心底最深处的那抹“乡愁”，以致于原把影片当做喜剧片
的观众们，最后走出影院时都哭成了泪人。

“每一个单元故事的主题，都紧扣时代步伐，尤其看到我
们黔南篇章时，片中的场景很熟悉，十分有亲切感，讲述家乡
的发展过程，笑中有泪，每次看都很有感触。”刚从都匀南州
国际横店电影城出来的王先生，已经是第二次看《我和我的家
乡》。

影片的五个单元都反应了祖国天南地北这几十年来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许许多多普通人在普通的岗位上做出了不普
通的事迹，很多人为自己的家乡奉献者青春甚至是生命，这都
蕴含了每个国人对家乡最真挚的爱。其中单元《天上掉下个
UFO》 主要取景地位于贵州黔南，影片中有三都县盖赖村、
都匀西山民族路、平塘的“中国天眼”“天空之桥”、克度小镇
等多个场景，让人们感受青山绿水里的乡愁。

“单元 《天上掉下个 UFO》 的故事，融入了很多民族元
素，用了很多梗，是笑点比较多的一个单元，展现了家乡的变
化，笑中有感动，适合和家人一起看。”影片上映的第一天，
家在都匀小围寨的李女士，就抢票到影院观看，国庆期间还特
意去平塘的“天空之桥”打卡，回来又到影院刷了第二遍。

（本报记者 朱丽 谢义将）

电影《我和我的家乡》票房破20亿元

本报讯 为深入推进“黔货
出山·风行天下”夏秋攻势行动，
营造浓厚的农业丰收节气氛，展
现都匀农村产业革命成绩，提升
都匀农产品竞争力和知名度，10
月 1日，为期 15天的都匀市庆祝
第三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暨“黔货
出山·风行天下”消费扶贫农产
品产销对接活动，在都匀市文峰
广场拉开序幕。

活动以“城乡同庆丰收节，
全民共迎消费季”为主题，免费
为都匀市农业企业提供展位开
展农产品展销对接活动，各镇
（乡）、办事处农业企业踊跃报名
参加。

主办方精心筛选市内 20 家
代表性农业龙头企业参展，展销
产品有茶叶、蜂蜜、鸡蛋、土鸡、
腊肉、绞股蓝、刺梨原液、猕猴
桃、紫薯、小米、稻花鱼以及民族
服饰等等，数不胜数。

据黔南州瑶韵民族服饰有
限公司现场负责人介绍，“展销
期间活动很丰富，吸引很多人来
观看，他们通过展销会了解我们
的产品后，会直接转化为客户，
比花钱打广告效果好”。同时，
不少商品当日脱销，给企业（农
户）带来不菲的销售收入，“很热
闹，我的茶叶按照半斤装一袋，
60 块钱一袋，买茶叶送水果，一
天至少能挣4000多块钱，好卖得
很，基本上每天拿来的茶叶都能
卖光”黔南州梅渊商贸有限公司
陈金娥说道。

活动现场，线上线下同步销
售。在丰收节期间“有播”4个直
播带货展位也频传捷报。据直
播平台负责人朱莉介绍“10 月 1

日一天，直播带货销售额达4万元的好成绩，20多种特产
通过线上卖往全国各地。”主打商品优质大米、鸡蛋、茶
叶、豆腐、腊肉、香肠、红薯等特产也实现了销量增长。截
至10月6日，20家农业企业（合作社）实现农产品销售金
额58万元，其中带货直播销售额达15万元。

（寇红 本报记者 蒙帮婉）

城乡同庆丰收节

全民共迎消费季

都匀举办丰收节暨

﹃
黔货出山

·风行天下

﹄
消费扶贫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

本报讯 10月10日，纪录片《红山寨—巴香坪》开机
仪式在福泉市陆坪镇香坪村巴香坪组英雄文化苑举行，州
文联、州影视家协会、福泉市委及宣传部主要负责同志、
巴香坪退役军人代表、乡贤代表等参加开机仪式。

陆坪镇香坪村巴香坪组曾经是福泉市的一个省级贫困
村寨，有300多人口。在历史上，该组先后有29人参加红
军、抗战、抗美援朝和对越自卫反击战，并涌现出多名一
等功臣、二等功臣，是全国罕见的功臣村寨、英雄村寨、
红色村寨。巴香坪组红色文化是人民群众反抗压迫、反抗
侵略、保家卫国民族精神的缩影，纪录片将结合音像资
料、实物、参战健在人员及家属口述等方式记录巴香坪的

红色事迹和拥军情怀。纪录片拍摄完成后，将在中央及省
州市各级媒体公开放映，并计划以此作为建党百年的献礼
文艺作品。

据悉，纪录片《红山寨—巴香坪》是黔南州首部红色
革命题材大型纪录片，是福泉市文联和州影视家协会合作
的成果。在策划期间，福泉市文联与黔南州影视家协会多
次商谈研讨，深入巴香坪调研，最终确定拍摄为纪录片，
拍摄《红山寨—巴香坪》，对于福泉红色文化的挖掘、宣
传、弘扬，经济、文化、旅游的发展，美丽乡村建设和争
创双拥模范城十连冠，都具有独特的意义。

（本报记者 彭悦 肖伟 摄影报道）

红色革命题材纪录片《红山寨—巴香坪》在福泉开机

本报讯 10月11日，都匀迎来难得的艳阳天。在剑江大道
旁，只见十余辆垃圾清运车依次排开，环卫工人们在秋日暖阳
的照射下，认真的对清运车进行清洗刷漆，一辆辆垃圾清运车
在环卫工人的维护下变得靓丽起来。

前来清理垃圾清运车的清洁工帅永涛介绍；“我们是昨天
晚上接到公司通知，今天早晨一早就带着车来清洗了”。

据了解，正在清洗垃圾清运车的环卫工人隶属贵州黔北市
政环卫服务有限公司，主要负责西山公园至火车站范围内的道
路卫生环境维护工作。公司经理袁政介绍，在提前了解到今天
天气放晴后，便通知工人将垃圾清运车集中起来统一清洗并刷
油漆，对损坏的地方进行维修，既保护了清运车，延长使用寿
命，同时也提升队伍形象，为绿博会的召开做好环卫保障。

袁政介绍，除了提升队伍形象，为迎接绿博会的召开，公
司现在除了常规的道路清扫保洁工作，还增加了夜间作业，10
月 13开始将根据人流及车流等情况，夜间合理安排时间对路
面、道牙、护栏进行冲洗维护。工作人员也由原来的两班增加
到三班，竭尽全力为绿博会召开提供好环卫支持。

袁政希望市民能够珍惜环卫工人的劳动成果，共同行动起
来，爱护公共环境，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良好卫生维护习惯，大
家共同努力，为绿博会
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游
客展示贵州、黔南、都
匀的美好形象。

（本 报 记 者
刘江运 实习生 罗莎）

扮靓环卫清运车 喜迎绿博盛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