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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做得好，服务有质量

10月3日，国庆中秋佳节第三天，荔波迎来旅游高峰期。一
大早，驶入景区的车辆便络绎不绝，小七孔桥、拉雅瀑布、卧龙
潭等也纷纷刷爆朋友圈，获“赞”无数。“我是被抖音吸引来的，
来到这里真的感觉太美了。”来自陕西的游客李女士说。

古色古香的建筑物、五彩斑斓的油纸伞、幽幽流淌的朵花
河……走进龙里水乡旅游生态城，是看不完的惊喜连连，一场

《龙乡水里·贵秀》，诠释出了贵州的传奇。数据显示，今年中秋
国庆期间，龙里水乡旅游生态城累计接待游客量达9万人次，其
中《龙乡水里·贵秀》表演好评率高达97%。

长顺县神泉谷、平塘“中国天眼”景区、瓮安草塘千年古邑
旅游区、贵定金海雪山景区等，游客络绎不绝。长顺神泉谷粉
黛花田还获“贵州省十大网红打卡地”称号。

为保证游客的健康安全，“双节”期间，黔南也做好了各方
面的管理。

面对客流高峰，各景区积极做好安全疏导，并根据客流分
布情况，进行调度和管理，缩短游客排队时间，使景区游览秩序
井然。

落实门票分时预约制度，做好游客流量关口前置管控，把
好客源关、扫码关、测量关，做到景区游客不扎堆、不聚集。时
刻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持续抓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工作，重
点抓好中高风险地区和境外游客的管控。节日期间，荔波小七
孔景区旅游接待工作先后获得《贵州新闻联播》、贵州5频道《法
治第一线》、CCTV4频道点赞。

为进一步优化旅游服务环境，全面提升景区服务质量。在
节前，黔南开展旅游购物乱象综合整治，州文旅局多次联合消
防、市监、公安等部门针对旅游购物投诉较多的地区开展联合
执法，严厉打击旅行社低价揽团、强迫游客购物等违规行为，整
顿旅游市场秩序、解决侵害游客合法权益等突出问题。

加强完善各A级景区在线服务、网络营销、网上预订、网上
支付等旅游电子商务，提高景区服务水平，其中，荔波小七孔景
区和气象部门形成“旅游+气象”点对点专报的联动机制，实现
景区 2小时以内精准预报，及时应对“双节”期间可能出现的恶
劣天气，做足充分准备和应急处置工作。

文化“走出去”，游客“走进来”
节日期间，黔南又一次登上荧幕。
票房冠军电影《我和我的家乡》子单元《天上掉下个UFO》

取景黔南，电影里的黔南元素也再一次进入观众的视野，西山
大桥、平塘“天眼”，黔南的少数民族及自然风光一开始便吸引
了大家的眼球，影片不仅展示黔南独特的风土人情，还从侧面
展示了贵州黔南脱贫攻坚成果。

乘着影视文化的东风，黔南旅游一路高歌。 国庆假期，
周星驰关门弟子陈炳强主演的电影《大捕快之盗画案》在秦
汉影视城精彩开机。星光盛典、魔幻艺术节等精彩节目，让
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倍感赞叹。与此同时，巨升红色旅游小
镇的红色主题影视体验、红色影视爱国主义教育研学体验、
军事主题房车营地、军车特色烧烤、篝火晚会等节目也精彩
纷呈。

都匀经济开发区依托不同主题、不同风格的影视基地，打
造“大文化”“大影视”“大旅游”胜地的氛围正在逐步变热。国
庆期间都匀经济开发区共接待游客11.2805万人次，实现旅游综
合收入 895.516 万元。都匀市旅游累计接待总人次 65.55 万人
次，其中过夜游客累计接待 12.04万人次，一日游游客累计接待
53.51万人次，旅游综合累计收入7.17亿元。

为推动文旅融合，促进旅游产业的发展，在线上开启“云旅
游”营销模式，利用线上图文、短视频、网红直播等活动，推荐黔
南旅游。在线下，开展“中国油画名家笔下的黔南”写生创作活
动、在广州地铁站人流密集站点投放地铁广告，组织 12县市围
绕国庆、中秋假日快速推出精品化、有内涵、有特色、创意新、体
验强的旅游节假活动，快速吸引人气带动消费。

事实证明，影视文化发展“风生水起”，让黔南更有魅力。
文化“走出去”，游客“走进来”。未来，我州将加快文化和旅游
融合，推动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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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本报讯 为进一步增强人民调解在诉源治理中的参与、推
动、规范和维护社会稳定“第一道防线”作用，完善诉讼与非诉讼
相衔接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今年6月17日，瓮安县人民法
院、瓮安县司法局联合在县人民法院成立瓮安县诉前人民调解
委员会，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聘请了 4名专职调解员开展诉
前人民调解工作，运行3个多月来，成效初显。

诉前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至今，共接收法院委派调解案件
644件，电话通知被告方表示愿意接受调解314件，调解成功186
件，调解成功率达 59.23%，案件涉及当事人 847人，协议涉及金
额1480万元；当事人双方自行到诉前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
的案件7件，调解成功7件，调解成功率达100%。为防止义务履
行人反悔协议，调解员引导当事人对约定期限的权利义务内容
的人民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120件。

诉调机制无缝衔接不仅为当事人提供了方便快捷的法律服
务，更为当事人节约了律师费等诉讼成本，避免当事人进入起
诉、上诉、再审及执行等诉讼程序的漫长过程。同时，在现行法
院员额法官紧缺的情况下，不仅为法院节约了司法资源，也为法
院减轻了一定的工作负担，更为社会经济发展和平安瓮安建设
做出了积极贡献。 （杨继钟）

瓮安诉调无缝衔接机制初显成效

金秋时节，丹桂飘香，贵定大地尽显丰收景象。在南瓜
基地，农户们忙忙碌碌，采瓜、搬运、装车……今年南瓜丰收，
又有了好去处，农户们喜笑颜开。

在田间地头，农户们正忙着收割大米，而这些大米将同
贵定的众多农产品一道，统一按照订单运到贵定县供销社。

在贵定县供销社，仓库里摆满了各种农产品，有南瓜、大
米、茶叶、刺梨汁、菜籽油……工作人员正忙着打包，胶布拉
扯箱子的声音不绝于耳。在仓库门口，只见一辆辆大货车

“接踵而来”，搬运工们大汗淋漓，在忙着将农产品装车。这
些农产品经过一千多公里的长途跋涉，将到达对口帮扶贵定
县的广州市南沙区。

在南沙区互太（番禺）纺织印染有限公司，记者见到了该
公司食堂负责人陈子春。他介绍：“今年从贵定采购了20000
斤大米、7000斤南瓜，感觉大米有股清香味，而且特别白，口
感也不错，南瓜很粉、够老，很满意，感觉那里的山水种出来
的东西就是不同。”

在南沙区葡淘商旅汇，这里不仅设立线下“印象黔南展
区”，还专门设立了“港澳黔展柜”线上商城，多措并举力推贵
定农特产品。

广 州 市
南沙区粤港
澳青少年深
度合作发展
促进中心经
贸服务部副
部长陈碧婷

说：“我们曾经把最特色的刺梨汁带到澳门国际贸易投资论
坛，作为指定用品，让港澳的青年去了解贵州的特色产品，助
推进入澳门市场。消费者整体反馈，黔南州的农特产品都是
绿色无污染的。”

在广州市南沙区企业和企业家联合会，一进门，最醒目
的位置摆着贵定各种农特产品，工作人员正忙碌向来访的客
人推荐消费扶贫产品。作为消费扶贫工作的“桥梁”，通过走
访企业、产品上架“企汇云”平台、召开专项主题会议、媒体宣
传等方式，助推贵定农产品“走”上南沙市民餐桌。截至目
前，南沙企联、南沙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企汇云平台累计共达
成贵定县消费扶贫指标约 400万，参与购买的企业达 400余
家。

联合会秘书长刘清怀告诉记者：“贵定农产品比较原生
态，品质优质。我们积极向更多企业和消费者推荐和推广，
号召更多的社会群体和人士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在享受优
质农产品的同时，又在帮扶和助农上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广州市南沙区天汇百汇大型综合市场，走进超市，记
者来到贵定农产品展卖专柜，香酥辣、娃娃鱼面条、菜籽油、
姜茶等产品琳琅满目，不时会有消费者前来挑选。

广州市天汇百汇商业连锁有限公司东涌店总经理陈高
举说：“‘酒香不怕巷子深’，东西好了，摆在哪里都好卖，也会
逐渐吸引顾客的注意。”

贵定县农产品在南沙区得到了消费者一致的好评，这不
仅得益于自身的绿色健康，也得益于南沙区对口帮扶贵定这
一契机。截至目前，在贵定与南沙区的共同努力下，贵定绿
色农产品“黔货出山”在对口帮扶城市的销售总额达到 1697

万余元，消费扶贫覆盖到贵定22个贫困村。
“我们会更进一步加强与南沙区的深度合作，让南沙区

的79家单位和部门、10000多家企业了解和认可我们贵定县
的农特产品。我们采取免费向各企业、单位和部门寄送样品
的方式，得到他们的认可后，他们网上下订单，我们通过线下
发货，及时快捷把他们需要的农特产品送达。下一步，我们
会根据南沙区各单位、部门、企业的需求，生产出更多的‘定
制化’产品，提高农特产品的品质，提高服务质量，确保贵定
县的农特产品在南沙区卖得出、卖得快、卖得更好。”贵定县
供销社主任王明勇说。

芦笙吹响丰收曲 贵定产品南沙行
文/图 本报贵定记者站 鲍伟 陈鸿

本报讯 随着秋收工作的落幕，都匀市的田间地头，新
一轮的秋种工作也加快了节奏，金黄的大地又将染上一层
新绿。

近日，毛尖镇双堡村的蔬菜种植基地一派繁忙，农户们
抓紧农时，开展秋播秋种工作。整地、播种、施肥、盖土，现
场忙而有序。都匀市农技专家李贵斌正在从下种、土地深
松、行间距离等方面，对种植技术进行指导。“用草木灰混合
菜籽洒进土里，菜就长得很快，10 多天就长出来可以吃
了，”蔬菜种植大户杨老伯说道。

连日来，都匀市抢抓时机，一手抓秋收确保粮食颗粒归
仓，一手抓秋种实现满栽满种。都匀市计划今年完成水稻

田接茬种植经济作物 23.5万亩，其中油菜 9.6万亩，蔬菜 8
万亩，夏粮5.9万亩，确保全市不留空闲田，实现满栽满种。
为抢抓秋播时间,确保群众增收,都匀市充分发挥 8个指导
组、农技专家作用,深入田间广泛开展各类秋播秋种技术培
训，及时协调做好翻土、种子、肥料等全方位服务,确保来年
收成好。

截止目前，全市完成秋冬种 7.393 万亩，其中：油菜
1.358万亩，蔬菜5.5万亩，粮食0.056万亩，其他0.497万亩，
主要品种有油菜、蔬菜、马铃薯等，秋冬种植预计12月底全
面完成。

（寇宏 本报记者 蒙帮婉 摄影报道）

都匀秋种全面铺开

10月10日，难得一见的晴好天气。龙里县龙山镇草原
社区高山组的群众正在平整土地进行油菜育苗。

今年，龙山镇采取政府集中育苗的方式育苗兼容性油
菜，育苗 25 天后再由农户移栽至自家田土，减少了秋冬病
虫害给农户造成的经济损失。育苗的兼容性油菜可食用菜
苔部分，成熟后还可以作为油料作物榨油。

此次育苗由草原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牵头，聘请当地
农技能手在育苗基地务工，男工一天150元，女工100元，主
要工作是起垄、撒种、篾竹、覆盖地膜。

据了解，龙山镇今年利用草原坝区、坝子发展种植兼容
性油菜100亩、蔬菜400亩。

刘深林 冯明菊 摄

龙里龙山：秋高气爽秋种忙

本报讯 近日，州委组织部机关委员会第五支部委员会到
贵定县德新镇四寨村开展“助力脱贫攻坚”主题党日活动。

此次主题党日活动邀请了州政协原主席胡品荣、州关工委
老科技专家服务团成员徐先捍等老领导、老同志参加。在贵定
县德新镇四寨村，大家实地到老专家徐先捍助力脱贫攻坚创建
的“水稻种植产业发展示范点”，听取老专家多年来带领科研
团队推广“滇杂 31”和“浅肥密嫩”良种良法配套种植成效
等有关情况介绍。

这次主题党日活动的开展，支部广大党员加深了对 “水
稻种植产业发展示范点”的了解，切身感受了老专家徐先捍长
期以来扎根山村田野、向千家万户推广良种良法、克服各种困
难助力农民群众脱贫攻坚的奉献精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
老同志们对事业一如既往的执着和退休不褪色的优秀品质，强
化责任和担当，努力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

（刘超 本报记者 牟泗亭）

州委组织部机关委员会第五支部委员会
到贵定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 近年来，三都县大河镇围绕产业发展、农村组织
化经营模式、基层治理、群众引导教育等农村热点难点问题，
创新提出坚持“三条线、三级促提升、三步抓引导”的工作机
制，助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坚持市场效益是产业发展的生命线、创新带富是“村社
合一”的生命线、群众自主是乡村治理的生命线。始终紧扣
产业发展“八要素”，坚持市场导向，围绕效益选产业，根据山
区和大坝实际梯级规划布局，围绕增效提质扩规模，将茶、
果、蔬明确为农业结构调整重点进行培育，现已形成 6 万亩
茶园、2 万亩水果和坝区常年 1 万亩“菜稻菜”一年多熟种植
规模，在辖区构建了“高山种茶、半山种果、大坝蔬菜、林下蓝
靛、生态渔业”的立体农业格局，产业结构调整取得初步成
效。

全力推行“村社合一”股份经济合作社运作模式，把创新
服务农业发展方式、支部带动共同富裕作为“村社合一”的生
命线，切合当前农村实际作了积极探索实践。

在具体运作中，按照“龙头企业市场端、合作组织服务
端、农民群众生产端”找准定位，推进“龙头企业+合作社+农
民”在基层务实落地，2019年9月份完成11个村全覆盖，目前
已步入正轨运行。在市场端龙头企业培育上，打造“三都扶
贫农产品市场”，将其作为全镇最大的农业龙头企业进行培
育，该市场已于 3 月 12 日启动运营，并成功推出了“三都生
态”系列农产品，引起中国食品报、省州多家媒体关注报道。

移民社区组建“三都扶贫农产品市场运营服务有限责任

公司”对市场进行运营管理，拓宽了移民社区发展渠道，逐步
培育增强移民经营意识和能力水平。目前，以扶贫市场为主
要依托，创建区域农产品物资集散地，加速形成产业培育的
品牌效应和拉动力，逐步构建农业“接二连三”产业体系等工
作正在有序推进中。

采取“网格员面向群众述职”方式，紧紧依靠群众
“共商共建共管”网格，切实提升群众对驻村帮扶工作的认
可度，持续充分发挥网格服务管理功能，着力提升群众自
治管理能力。

“试点示范、辐射带动、整体推进”三级抓提升。通过样
板田、示范田带动,推进产业结构调优增效,夯实群众持续增
收产业支撑。2019年春耕期间兴办200亩以上示范点11个、
500 亩以上示范点 4 个，辐射带动蔬菜种植 1.3 万亩，覆盖带
动农户 9800 余户 4.2 万人；积极主动与黔南职院达成战略合
作，校方在大河镇挂牌“产学合作基地”，建成“校农合作蔬菜
基地”2500亩，开辟校园稳定订单，双边共同服务农户助推产

销，早熟蔬菜效益创历史新高。2020年春耕期间兴办农业产
业示范点34个，早熟蔬菜6月底结束采收。

“做给群众看、带着群众干、群众自己办”三步抓引导。
大河镇以自治管理和自我监督群众为抓手，逐步激发群众内
生动力和自治意识，释放农村发展活力，群众常态化村容整
治、用水管理、移风易俗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主动性、积极
性大幅提升。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上，通过“两
委一队三个人”带动，聚集乡土贤达人士力量资源和社会力
量，按照“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岗出岗、有智出智”思路，广
泛发动群众积极参与，正在推进实施“3311”工程。目前，已
提前并超额完成任务，33 个产业示范基地、34 个示范村寨建
设已初具成效，其余目标正在推进中。通过探索实践，逐步
走出一条“教育先行，群众主体，因地制宜，节约高效，自我管
理”的农村自治之路，逐步实现“财力有限，民力无穷”的引导
目标，增强农村治理能力，夯实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本报记者 黄颂凯）

三都大河：“三个三”创新基层工作机制

拍实田垄好育苗拍实田垄好育苗

给田垄覆上薄膜给田垄覆上薄膜

繁忙的秋种现场繁忙的秋种现场

琳琅满目的贵定农产品展卖专柜琳琅满目的贵定农产品展卖专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