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都匀市工商联组织 30余名非公企
业家到遵义市委党校开展都匀市非公经济人士理想信
念教育培训，增强非公企业家“四信”，提升广大非公有
制经济人士的素质能力，促进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发
展。

培训中，都匀市工商联采用课堂讲授、现场体验、交
流互动相结合的方式，重点学习了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内容。在遵义会

议会址，非公企业家
们通过浏览图片资
料、观看视频和聆听
讲解，重温了中国革
命发展的艰难历程和
漫漫长征路上红军所
经受各种严峻考验的

故事，对“四渡赤水出奇兵”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在
红军山烈士陵园里，全体学员怀着对革命烈士的敬仰，
向革命先烈三鞠躬，为红军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在新
农村建设示范点花茂村，全体学员感受到花茂村近年统
筹推进精准扶贫的成果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变化。

通过理论知识学习及革命传统教育，非公企业家们
从理论到实践，重温了革命历史，缅怀了革命先烈，深刻
感受到中国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坚定了跟党走的理想
信念。大家纷纷表示，要坚决听党话、跟党走、报党恩，
学习我们党艰苦卓绝的奋斗历史，学习革命先辈实事求
是、自我革新的革命精神，感受今天美好生活的来之不
易。学习革命先辈独立自主、攻坚克难的革命精神，把
企业做大做强，努力担当起应有的社会责任，为都匀市
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沈声婷)

都匀市工商联开展非公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培训

（上接第一版）
做靓特色品牌

“这次带去的产品都卖光了！中秋、国庆节马
上到了，我回来准备一下，要赶紧补货运去广
东！”9月 7日晚上，从广州市南沙区赶回贵定县的
贵州黔粤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袁贵富告诉
记者，贵州的原生态农特产十分受南沙区市民青
睐。

做强农产品牌，大力实施农产品“泉涌”工
程，着力提高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依托地理标志
产品，抓好“三品一标”认证申报工作，加快特色
农产品品牌建设，培育苗姑娘、云雾贡茶、敏子刺
梨干、苗阿妹等15余个著名品牌，挖掘和研发刺梨
干、百合粉、香酥辣、紫皮大蒜等50余个特色农特
商品；完成云雾贡茶国家地理标志著名商标、贵定
益肝草凉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以及盘江酥李等特色
农产品“三品一标”认证92个。

贵州苗姑娘品牌下的系列产品，以及刺梨、菊
花茶等黔货越来越受到广州市民的欢迎。“建立农
特产品数据库，可以更好地了解市场需求和供应商
情况，帮助黔货更好地出山。”广州市南沙区对口
支援办周冠华说，目前数据库内为贵定县 250余种
农特产品建立目录，动态更新数量、质量和供需两
端信息，实时查漏补缺。

推进电商扶贫
2016年以来，贵定县通过宣传推广展销、龙头

企业带销、“电商+直播”等模式，以 832 扶贫平
台、“东西优选”、粤港澳黔掌柜、优品南沙等电子
商务平台，为市场和当地企业“牵线搭桥”，着力
拓宽贵定农产品销售渠道，探索构建立体式消费扶

贫体系。据统计，广州市场累计销售贵定农特产品
6.7万吨、销售额 5.1亿元，带动 3954户 11862名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增收，“黔货出山”消费扶贫取得
了显著成效。

为扎实推进电商扶贫，巩固脱贫攻坚成效，加
快全县产业结构调整。6月8日，来自南沙区对口帮
扶贵定县的刺梨干和刺梨原汁等特色山货在首届广
州直播节亮相，当晚的线上销售额超过 21 万元。

“我们的贵定农产品今天限时优惠，价格全网最
低，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广州市南沙区派驻贵定
县挂职的县委常委、副县长范献强化身“主播”，
在直播间卖力吆喝，刺梨干和刺梨原汁等贵定特色
产品一同亮相。

贵定县牢牢把握东西部对口帮扶契机，加强与
对口帮扶城市协作，开展东西部协作消费扶贫行
动，以对口帮扶城市为支点撬开省外地区市场。在
广州市和南沙区设立贵定县农产品销售直营店，将
农产品输入外省。同时，创新农产品营销新模式。
抢抓“互联网+电子商务”发展机遇，建立农产品
大数据交易中心，将农产品接入线上线下销售，促
进“黔货出山”，截至目前，全县电商农特产品销
售额达9081.52万元。

当贵定把交通区位“好”，资源禀赋“优”，民
族风情“美”变成精美礼品包装，把藏在大山里的
农产品，汇于广州市南沙区时，这一份“贵礼”蔓
延的是贵定如何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
态理念，更是一份生动的实践打通消费扶贫这篇

“大文章”，让贵定县精准扶贫事业的“朋友圈”走
在了“高速路上”， 更好推动全县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农村增绿。

“山货”越来越俏，走进大湾区“菜篮子”
（上接第一版）

因地制宜 小茶叶变大产业
茶树是黔南最知名的“摇钱树”。
在退耕还林工程实施中，黔南成功培

育了茶产业，成为黔南发展重要“法宝”。
“就是因为种植茶叶，现在每年都能有

好几万的收入，告别了以前欠债的日子。”
三都县大河镇村民蒙琴邦说，茶产业的发
展，给他们家带来了很大的变化。

小茶叶成大产业。靠着茶产业，平塘
县大塘镇告别极贫面貌，走出了“以茶助脱
贫、以茶促增收、以茶保生态”的发展新
路。靠着茶产业，独山县影山镇的茶农搭
上了致富快车，发展起了茶旅融合的新路
子……

近年来，为深入推进农村产业革命，助
推黔南高质量夺取脱贫攻坚收官战全面胜
利，黔南以“扩总量、保位次、提质量”为工
作主线，以产销对接为抓手，以促进茶产业
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为重点，以“严管护、壮
龙头、强品牌”为支撑，坚持市场化导向，优
化茶产业结构，完善利益联结机制，进一步
提升了茶产业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水
平。

据了解，全州完成茶叶种植80余万亩，
总面积达161.8万亩，2019年全州茶叶总产
量 4.48 万吨，总产值 67.3 亿元。退耕还茶
惠及贫困户达 5万余户 20余万人，户年均
增收达1.5万余元。

绿色产业的发展，让黔南享受到了生

态扶贫的“福利”，特色经果林、花卉苗木、
林下经济等后续产业，也成了主力脱贫攻
坚的重要保障。

独山紫林山村在都柳江自然保护区内
的群众种植海花草，每年收入1000万余元，
人均增2000元，罗甸县木引镇创建“精品水
果之乡”品牌，打造集生产、加工、培训、休
闲、观光、旅游、度假为一体的农旅观光园，
不断巩固脱贫成效……

林业产业的发展，绘出了一幅绿水青
山与金山银山相得益彰的美丽画卷。

地绿人富 大生态助大扶贫
在生态文明建设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时代背景下，“生态美”与“百姓富”正在同
频共振。

近年来，黔南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
事和第一民生工程，通过绿色发展带动脱
贫攻坚，取得了明显成效。2020年全州选
聘生态护林员总数 26437名，助推 26437个
家庭稳定脱贫。

黔南是大西南通向大华南、大岭南的
咽喉要津。境内山川秀丽、空气清新、气候
宜人，绵延山峦的喀斯特原始森林，搭建起
一 座 天 然 的 绿 色 篷 帐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65.82%。依托着优质的自然资源，黔南生
态旅游和康养产业发展如火如荼。

荔波漳江景区游人如织，贵定甘溪林
场暨森林公园年接待游客人数在20万人次
以上，中国天眼、都匀毛尖等，逐渐成为黔
南享誉中外的靓丽名片，生态旅游成为助

力扶贫的重要力量。
绿色发展带来的红利数据可见。2011

年以来，全州新增国家森林公园 2个，国家
湿地公园 8个，完成营造林 666 万亩，林业
总产值由 2011年的 25亿元增加到 2019年
的412.5亿元。

2017年 12月，黔南在成功创建省级森
林城市的基础上，全面启动国家森林城市
建设。2018年，黔南开始实施“美丽黔南林
业提质增效三年行动计划”。千里多彩生
态廊道、百个多彩森林村寨、十大景区多彩
森林景观、十万亩多彩景观林、十二个多彩
森林城市……成为“美丽黔南”建设的最大
亮点。2019年接待游客达 3000万人次，森
林旅游综合产值达106亿元，突破了百亿大
关，实现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如今，黔南又增加了新的康养景点
——黔南绿博园。黔南绿博园紧扣“绿水
青山新画卷、生态文明新标杆”主题，在黔
南版图上描绘出了一幅山光水色、诗情画
意的盛世百园新画卷。

而今，第四届中国绿化博览会即将召
开，这对于黔南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不仅是生态文明发展的机遇，更是旅游产
业发展的机遇。第四届绿博会的举办，丰
富了黔南人文生态旅游内涵，提升了黔南
旅游品质。绿博园作为贵州生态、旅游、康
养的新名片，为都匀市成为贵州南部旅游
中心城市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黔南将坚定不移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共同肩负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责任，走
出一条生态美、百姓富的生态与经济“双
赢”之路。

生态美来百姓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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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位于贵定县新巴镇总投资 500万元，占地
10余亩的誉鑫蛋鸡养殖基地，分饲料坊、养殖坊、肥料坊
等多个功能作坊，初步形成规模化、标准化、自动化、智
能化的“人管机器，机器养鸡”养殖模式，实现从蛋鸡养
殖、饲料加工到有机肥加工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共有蛋
鸡 5万羽，成为贵定县新巴镇产业发展新的发展动力，
为当地群众提供就业岗位，增加群众收入。

记者在基地看到，一栋栋看似普通的圈舍，里面装
备全部是专业的机械化养殖设备。在这里，自动喂料机
把饲料和水均匀地送到食槽，每隔一段时间，刮粪机自
动清理一次鸡粪，喂养、清粪、捡蛋……只需一人操控便
可实现对圈舍的全面管理，整体实现了喂料饮水、取蛋
清粪的自动化操作，蛋鸡养殖实现一键养殖的标准化

“流水线”。
养殖场内还装置了梯式错位漏粪鸡笼，使蛋鸡在正

常产蛋的过程中不会直接接触粪便，确保了舍内干净，
避免了病原的传入，使原有低效益、不卫生的传统养殖
状态获得了改良。

（本报贵定记者站 何梦琴 杨兰 摄影报道）

贵定新巴：蛋鸡养殖开启“自动化”模式

工人正在捡蛋工人正在捡蛋

各机关单位、企事业单位、社会各界人士：
扶贫济困、崇德向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乐善好施、助人为

乐，是全社会倡导的时代新风。
2020年10月17日是我国第7个“扶贫日”，也是第28个国际消除

贫困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
坚工作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打响
脱贫攻坚战。州委州政府坚持贯彻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综合施
策，持续发力，让贫困群众更多更公平地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今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党中央作出的
庄严承诺，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是我们当前一项重要的工作任
务。

消除贫困，需要共同努力；脱贫致富，更需形成合力。在此，我们
怀着最真诚、最崇高的敬意，向社会各界郑重倡议：让我们一起行动
起来，伸出援助之手，奉献一片爱心，送上一份真情，点燃一份希望，
共同参与2020年“扶贫日”活动，以实际行动支持和参与脱贫攻坚伟
大事业!我们坚信，涓流共汇、足以涌成江河，绵力齐聚、定能众志成
城!您的点滴善举，必将温暖护佑贫困群众前行；您的无疆大爱，必将
如灿烂阳光照亮贫困群众的梦想；您的真情奉献，必将赢得受助者的
感恩和全社会的尊重!

我们承诺，您的爱心善款，将全部用于脱贫攻坚事业，并主动公
开公示，接受社会各界监督，让社会各界捐赠的每一分钱，都真正用
在贫困群众身上。

扶贫济困，与爱同行；脱贫攻坚，我在行动。让我们携起手来，共
同为黔南扶贫开发事业献上一份爱心！

募捐账号：2405040109026474189-000000109
开 户名：黔南州州级财政国库支付中心
开 户行：中国工商银行都匀分行桥城支行
单位地址：都匀市匀都国际B栋15楼
联 系人：姚钰晗 王荣东
联系电话：0854—8285200 8195319

黔南州扶贫开发办公室 黔南州民政局
2020年10月9日

黔南州“携手扶贫济困·助力决战决胜”
募捐活动倡议书

全州广大人民群众：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州干部群众团

结一心、披坚执锐、逆行而战，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统
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第四届中国绿化博览会将于10月18日在我州都匀举办，这是全
面宣传黔南、展示黔南的良好机遇。做好疫情防控是顺利举办第四
届中国绿化博览会的基本前提，需要全州上下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
努力。

近期，青岛市发生聚集性反弹疫情，再次警示我们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容不得丝毫松懈。
为持续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确保广大人民群众健康安全。为此，我
们特作如下提示。

一、9月29日以来如有青岛市旅居史或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
者活动轨迹有交集的，要主动向所在社区报备，并按照所在地疫情防
控工作要求，接受社区健康管理并进行核酸检测。同时，要密切观察
个人健康状况，一旦出现发热、咳嗽、腹泻等不适症状，须立即佩戴口
罩，及时前往就近发热门诊或定点医疗机构就诊（避免乘坐公共交通
工具），并如实告知个人旅居史、活动史和接触史。

二、即日起，从青岛市中高风险地区或其他中高风险地区来返黔
南人员，需提供7日内核酸检测证明。如无法提供相关证明的，必须
在首站地进行核酸检测。在核酸检测结果出来之前，不要接触其他
人员，不前往公共场所，不参与聚餐聚会；如果检测结果为阴性者建
议居家观察7日，并于第7日在属地进行第2次核酸检测。

三、请广大人民群众时刻关注国内疫情形势发展以及青岛市发
布的确诊病例及无症状感染者行动轨迹，如非必要近期不要前往青
岛市；如必须前往，请务必全程做好个人防护，返回后主动向所在地
社区报备行程轨迹。

四、对故意谎报瞒报旅行居住史、接触史和健康状况造成疫情传
播的，将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

五、请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加强个人防护意识，养成随身携带口
罩、科学佩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保持安全社交距离、不聚集、不扎
堆的良好卫生和生活习惯，避免一切因麻痹和疏忽造成疫情传播的
情况发生，共同助力绿博盛会成功举办。

最后，祝您和您的家人朋友身体健康、事事顺心！
黔南州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10月14日

关于近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温馨提示

本报讯 10月 11日，罗甸县斛兴街道召开第七次全国人
口普查启动大会，拉开了全县第七次人口普查摸底工作序
幕。在未来的一个月里，斛兴街道326名普查指导员、1675名
普查员将走进1381个普查小区开展走访登记摸底普查工作。

斛兴街道此次人口普查将涉及人口约104640人，划分为
城东、城西和河滨等小区，其中涉及易地扶贫搬迁三个安置点
有 29个普查小区共计 4000多户。每一个普查员的任务最多
的达到 140多户，最少的也有 100户，平均普查人数达到 500
余人。

据介绍，罗甸县入户摸底排查工作将历时 20天左右，12
月将完成整个普查数据汇总处理等工作。

（本报罗甸记者站 计秘密）

罗甸县启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摸底工作

本报讯 10日12日，黔南州委老干局邀请黔南州人民医
院营养科副主任医师荣翠凤就老年人健康养生进行专题讲
座，为老年人补“营养”，分析了老年人健康问题的归因和防
治，详细讲述了养生秘诀，告诫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注意调
节饮食，加强锻炼，增强体质等。

讲座涉及老年人群营养管理、各种膳食的作用、老年人
膳食指南等，就老年人的身体素质较差、抵抗力下降、营养不
良等情况进行系统、全面地讲解，告诉老年人食物摄取要全
面化、多样化，不能总吃那几样食物，要进行合理搭配等。

州委老干局的部分同志和州直 30家单位离退休支部的
退休人员参加了培训，通过学习，让大家明白了合理营养关
系到每个人的机能状况、智力水平、劳动能力、免疫功能、预
期寿命等，不仅提高了老年人对养生保健常识的了解，也提
高了广大老年人的健康观念和预防疾病意识，受到一致好
评。 （叶卫华）

我州邀请健康养生专家为老年人补“营养”

本报讯 瓮安县老年教育工作坚持从加强队伍建
设、不断改善办学环境，创新管理方式、不断促进教
学相长，搭建展示平台、不断激发学习热情，大力筹
集资金、不断补充发展能量和延伸服务网络、不断整
合优势资源等着手，充分发挥县老年大学的示范、指
导、辐射作用，有力推动了全县老年教育工作健康发
展并取得初步成效。

瓮安县老年大学邀请省、州专家、先进典型人物
来校宣讲或在线教育，开展政治理论专题学习，提高
干部职工、学员的政治文化道德理论修养。组织专家
和任课教师认真设计课程安排，规范教学内容，建立
日常管理机制，在党员学员中组建学员临时党支部，

组织学员下乡开展文艺演出、书画摄影展等活动，让
学员走进农村，走近群众，服务群众。组建便民小分
队和学员党员志愿者队伍，开展送文化下乡、送教下
乡，参与公益活动、助力脱贫攻坚等。合理利用乡
镇、村（社区）活动场所资源，不断扩大老年教育覆
盖面，与县文化旅游局、县教育局、县文联等部门合
作，共同完成各种文化宣传、文化教育、文化传承、
文化娱乐等活动，借助互联网，利用远程教育网络资
源，搭建“学员+群众”教育平台，积极开展远程教
育，让更多的老年人和其他群众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新
成果。 （邓仁智）

瓮安县“五个不断”抓老年教育见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