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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博黔南的百年之变—绿博黔南的百年之变

本报讯 我州自 2015年开展“百企帮百村”精准扶贫行动
来，州委统战部、州工商联紧紧围绕“四个聚焦四个强化”，推动
全州 802家民营企业参与“百企帮百村”精准扶贫行动，本地帮
扶企业总数在全省名列第3位，共实施项目数2222个，累计投入
帮扶资金（含物资）20.25亿元，共帮扶 675个村，受帮扶群众人
数达31.23万人次。

聚焦破解就业难题，强化民营企业典型引领作用。通过民
营企业开展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公益扶贫，树立民营企业勇挑
脱贫攻坚历史重任的良好形象，强化民营企业典型引领作用，
激励和带动更多民营企业踊跃投身脱贫攻坚战。贵州瓮安鑫
产园茶业有限公司采取优先与建档立卡户签订种植计划、优先
用建档立卡户务工原则开展就业帮扶，在瓮安县建中镇果水村
投资种植黄金叶和大白茶 12000 余亩，其中建档立卡户种植
4000余亩，用工8000余人次，其中建档立卡户800余人；贵州亘
蓝母图民族布艺蜡染开发有限公司以布艺、蜡染为产业核心，
采用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方式，带动 5000余户农户种植南板
蓝根26700亩，创收1.335亿元，有效带动农户增收，成为少数民
族地区民营企业助推民族产业扶贫的新样本。

聚焦深度贫困县，强化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组织州直属商
会和民营企业代表开展捐赠活动，捐赠帮扶资金近110万元，惠
及建档立卡户 850余户 3900余人。瓮安县工商联组织县域内
100家民营企业结对帮扶三都县；三都县、罗甸县工商联全力做
好脱贫攻坚帮扶协调服务工作，推动帮扶项目、帮扶资金在水
乡大地和火龙果之乡开花结果；州委统战部、州工商联组织7家
州直属商会和民营企业代表到罗甸县沫阳镇开展“脱贫攻坚
夏秋决战行动”现场捐赠活动，共涉及 4个镇 7个贫困村、7
个帮扶项目，帮扶项目涵盖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串户
路修建等，现场捐赠资金共计26万元，惠及群众200余户700
余人；州委统战部、州工商联组织 18家社会组织和民营企业
赴三都县都江镇开展助力脱贫攻坚捐赠活动，主要用于帮助
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共捐赠资金35.55万元。

聚焦东西部扶贫协作，强化推动帮扶项目落地。以东西
部扶贫协作为契机，继续发挥好“广东援黔企业家联合会”
平台作用，全州新增 27家广东企业落地，新增实际投资额 27
亿元，同比增长25.21%，产业项目带动群众增收17976人，同
比增长 97.69%；继续加强与广州市统一战线的协调对接，
2020年广州市统一战线继续结对帮扶全州 8个县市的 12个深
度贫困村，针对“两不愁三保障”、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等短
板问题帮扶项目 12 个，计划投入帮扶资金 265.76 万元。3年
来，共计投入帮扶资金1005.14万元；成立 “广东援黔企业家
联合会”，帮助在黔南的广东籍企业家“安家落户”，搭建了
东部企业家聚焦黔南精准扶贫、助力乡村振兴、招商引资的
合作平台。

聚焦创新消费扶贫模式，强化黔货出山助农增收。成立
“黔南州黔货出山联合会”，注册成立实体公司“贵州优特品
贸易有限公司”，整合各县市优质农特产品和龙头企业，坚持

“以销定产”，实现抱团出山，助力全州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现已与 20 余家省外贵州异地商会达成资源合作战略协
议，与广东、重庆等地部分商超批发市场签订供货合同，经
济和社会效益逐步凸显，“黔货出山”助力消费扶贫开启新征
程。

（本报记者 黄颂凯 实习生 宋勋杰 肖玥）

我州“四个聚焦四个强化”
推动民营企业参与精准扶贫行动

2月3日到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到贵州考察调研，期间亲切会见了有“中国天眼”之
称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项目负责人和科研骨干，并
通过视频察看“中国天眼”现场，与总控室的科技工作者代表
连线，勉励他们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勇攀世界科技高峰。

工程师孙纯是与习近平总书记视频连线的科技工作者
代表之一，回忆起与总书记连线的情景，她难掩心中的兴
奋。她说：“总书记对我们的工作给予肯定，对‘中国天眼’接
下来也提出了一些期望，对于我们基层的科技工作者来说备
受鼓舞，干劲十足，特别的激动，同时我们也有一个心愿，就
是希望总书记下次能够亲临现场，来看看我们‘中国天眼’。”

习近平总书记在视频连线时，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南
仁东等杰出科学家为榜样，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勇攀世界
科技高峰，在一些领域实现并跑领跑，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与总书记进行视频
连线的科技工作者赵永佳是土生土长的平塘人，还在上高中
时，就了解到南仁东在自己家乡建设“中国天眼”的先进事
迹，心里便种下了加入FAST队伍的种子。

“南老师的精神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大学选专业的时候，
我就想能不能选一个相关的专业，万一以后我能到这里工作
呢？现在就实现了。总书记与我们的连线给了我们很大的
鼓舞，我们一定要坚守好自己的岗位，争取让FAST出更好的
科学成果。”赵永佳兴奋的说。

“中国天眼”2020年1月验收以来，设施运行稳定可靠，1
年来已经观测服务超过5200个机时，超过预期设计目标近2
倍，发现脉冲星数量超过300颗，基于FAST数据发表的高水
平论文达到40余篇。“总书记在连线的过程中说，‘积小胜为
大胜，一件事一件事去做好’，这实际上就是对‘中国天眼’的
工作包括科研成果、电磁环境保护等方面给予了肯定。这里
的绿化工作做得很好，只有优良的电磁波环境我们才有可能

把射电天文做好，贵州省、特别是平塘县在这方面作出了巨
大的贡献。”FAST观测基地办公室主任赵保庆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由衷地说。

为给“中国天眼”观测提供“宁静”环境，平塘县对“中国
天眼”5公里核心区内1406个无线电台站、9个移动通信基站
清理关停，停建 25 个已规划未开工项目，核心区内居住的
1433户6747名群众搬离了世代居住的家园。

“‘中国天眼’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需要一个宁静
的观测环境，我们非常支持从核心区搬迁到镇上。我们搬到
镇上来做点生意，生活条件各方面都比以前好了，日子越过
越红火。 ”从核心区搬迁的群众刘品军说。

借助“中国天眼”，平塘县着力打造国际天文科普旅游
带，建起了天文体验馆、球幕飞行影院、天文时光塔等，一个
以天文科普研学为特色的“天文小镇”渐渐兴起，带来了“天
文研学热”。

“研学旅行是行走的课堂，由研学导师带领研学团队来
参观我们的南仁东馆，以及天文馆还有‘中国天眼’，让大家
了解老一辈科学家无私奉献的精神。同时我们也增加了台
地的合作，邀请天文台的专家到我们的现场来对我们学生进
行天文课堂的有效科普，让学生到这里能学习到更多的天文
知识。”贵州平塘三天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讲解员罗文叶
向记者介绍。

天文研学热带来了大量访客，如何将宁静区电磁波保护
与地方发展相融合，平塘县一直在努力。

“首先我们对运输访客的车辆要进行特殊化的处理，同
时我们也对所有来访的访客进行一个严格的安检，在安检前
要大家储存相关的物品进行安检，再前往核心区，确保‘中国
天眼’观测不受影响。”罗文叶向记者详细介绍了保护‘中国
天眼’采取的系列措施。

“中国天眼”带来的“天文研学热”也给生活在这里的人

们开辟了新的致富路，不少群众在小镇上开起了餐馆、农家
乐、酒店，安居乐业，过上了幸福红火的生活。

搬迁群众杨元翠开心的说道：“我们在镇上开了一家农
家乐，生意还不错，每天有 10多桌人吃饭，一家老小生活不
成问题了，日子越过越幸福了。”

2020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强调“国
际科技合作是大趋势”。今年4月1日起，“中国天眼”将向全
球科学家开放，为人类认识宇宙、探索外太空奥秘作出中国
贡献。

孙纯告诉记者：“通过国际的合作，学习借鉴国外的一些
优秀团队的经验，通过这种交流，我们国家科研团队的研发
能力也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提升。项目申请评审系统已经开
发完成了，我们近期就会进行上线的测试，对英文网站的建
设目前正准备中，我们有信心为了国际的开放，尽快地做好
这个工作。”

“‘中国天眼’面向全球科学家开放，可以说也给我们克
度天文小镇打开了对外开放的窗口，天文小镇也将成为天
文学研究的国际开放门户和全球重要的射电天文学术交流
中心。我们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大旅游招商力度，丰
富天文小镇的旅游业态，融入全省国际天文科普旅游带，
在保护好‘中国天眼’安全运行的同时，让更多的群众吃
上天文研学旅游饭，实现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平塘
县克度镇镇长韦志敏对“中国天眼”向世界开放也充满了
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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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州林业局了解到，我州于 2018年
1月起启动实施的“美丽黔南林业提质增效三年行动计划”
已圆满完成任务，美丽黔南变得更绿更美更多彩。

3年来，我州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根本
遵循，以建设林业优美生态环境、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为要求，以推进林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

“守底线、建金山、创品牌”和“调结构、添景观、增效益”为路
径，以实现百姓富、生态美有机统一为目标，构建区域生态
安全屏障，打造全域多彩生态景观，发展林业“五大产业”，
建设林业“十大基地”，加快形成绿色生态走廊和绿色产业
体系。

3年累计完成森林资源增量工程 189.44万亩，全州林
地面积达 2605万亩，森林面积达 2586万亩，森林蓄积量达
8000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 65.82%，位列全省第 3位，提
前一年实现计划目标；培育五大产业十大基地 800万亩以
上，全州林业总产值达到440亿元；建成1014公里多彩生态

廊道、10万亩多彩景观林，获批国家森林乡村47个，省级森林乡
镇 42个、森林村寨 199个、森林人家 498户，完成 10个重点景区
森林景观打造，国家森林城市“4大体系20大工程”建设的36项
评价指标均达到国家森林城市评价标准。

据了解，“美丽黔南林业提质增效三年行动计划”从绿色黔
南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生态黔南林业特色产业建设、多彩黔南美
丽幸福家园建设三大方面着力，提出了推进 9条林业生态红线
守护行动、百万亩森林资源增量工程、工程创面生态修复工程，
实施刺梨特色产业、特色商品林、林下经济产业、花卉苗木产业、
森林康养产业等提质增效工程，打造千里多彩生态廊道、百个多
彩森林村寨、十大景区多彩森林景观、10万亩多彩景观林、12个
多彩森林城市等 13项建设任务。其中，“添彩增香、提质增效”
成为美丽黔南建设的最大亮点。

通过3年建设，全州生态林网得到完善和提升，初步形成了
林水相依、林山相依、林城相依、林路相依、林村相依、林居相依
的片、带、网结合的一体化城市森林生态系统，州及 4县（市）成
为省级森林城市，百万亩森林资源增量工程、林地面积、森林面
积、森林蓄积、湿地面积、古树名木挂牌保护率，森林覆盖率等7
个指标超额完成。林业总产值、森林蓄积量、乔木林地生产力、
科技贡献率、良种使用率等6个预期性指标全面实现。

（本报记者 刘雪红）

美丽黔南林业提质增效三年行动圆满收官

本报讯 2月9日，州政协主席魏明禄率队慰问外省籍留黔
南过年的政协委员，为他们送上节日的祝福和关怀。州政协副
主席唐官莹、周志龙、刘延学参加慰问。

当天，慰问组先后走访慰问了州政协委员、民革都匀市委
员会专职副主委吴偃军，州政协委员、黔南州人民医院副院
长、州知联会副会长刘三都，州政协委员、州工商联副主席杨
颖，州政协委员、黔南州登世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爱
滨，州政协委员、荔波县中医院副院长刘初斌等5名外省籍委
员。期间，魏明禄与委员们亲切交谈，细心询问他们的生活、
工作情况，向他们送上慰问金，感谢大家积极响应各级党委政
府倡议，选择“就地过年”，用实际行动支持我州疫情防控工
作。

魏明禄指出，外省籍政协委员及留黔广大职工，牺牲了与家
人团聚的机会，舍小家、为大家，始终坚守工作岗位，为我州疫情
防控和地方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其职业精神与责任担当值得
学习敬佩。希望各级政协组织充分发挥团结合力、凝聚共识的
功能，引导和号召更多人就地过年，减少春节期间人员流动，巩
固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

州政协秘书长蔡秀娟，州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慰问。
（本报记者 姜来）

魏明禄率队走访慰问
留黔南过年外省籍政协委员

本报讯 由州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州体育局）主办，州
文化馆、都匀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都匀经开区旅发办承
办，都匀市文化馆、匀影集团协办的“我们的中国梦---文
化进万家”黔南州 2021年游黔南·品年味——精品文艺进
乡村进景区文艺展演活动（都匀专场）于 2 月 15日在都匀
秦汉影视城拉开帷幕。

本次演出由歌曲、舞蹈、魔术、川剧变脸等各类节目组
成。一首《幸福的眼窝》送给深入基层一线的驻村干部，杂
技《扯箜竹》《男女力量》惊险刺激的表演赢得了观众阵阵掌
声。汉服与爵士的碰撞，古韵古风的《踏歌》，黔南民族风情

《您到都匀打卡了吗》《匀城处处好风光》，魔术、变脸和逃脱
术则将现场热烈的气氛推向了高潮，精彩纷呈的节目让现
场观众连声喝彩。

据了解，为迎接新春，州文化馆积极主动策划本次全州
12县（市）文化进乡村进景区文艺展演活动，引导广大文化
文艺工作者面向基层、服务群众，以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和
艺术作品，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为让
本次展演活动成为展现“汇喜气、聚人气、扬正气”以及推动
乡村文化和旅游的重要载体，州文化馆成立工作组，积极做
好与各县市文旅部门以及演出单位的协调等相关工作，旨
在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抓住文化旅游融合的战略机遇，着力
推进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在文化与旅游的‘联姻’中不
断提升旅游品质，打造更多具有黔南特色的文化旅游和旅
游文化，不断推动黔南文旅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本次“游黔南·品年味——精品文艺进乡村景区文艺展
演”活动在春节期间还将走进龙里县双龙镇、贵定县金海雪
山等我州各县（市）景区，活动将持续到3月7号。

（本报记者 韩延洁）

精品文艺进乡村景区
文艺展演活动拉开帷幕

本报讯 民族服饰斑斓绚丽，头上配饰叮叮作响，鼓
声咚咚，吆喝声起，2月12日，绿博园内民族文化盛宴正在
上演，园区内满是浓厚的欢乐洋洋喜庆氛围。

活动当天，一头“黑牛”上场点燃了现场观众的饱
满热情，几位含蓄青涩的姑娘绣着鞋垫窃窃私语，对面
朝气蓬勃的小伙们小心翼翼打招呼试探；孩童牵牛绳，
父亲拍牛背，蹒跚碎步行走于山间；背上背着竹篓、脚
下鱼儿欢跳，农夫们在田里一步一个脚印，纳鞋底、绣
花、婚嫁、磨磨……一系列畲族日常生活习俗精彩上演，
生动展示原生态的农耕文化。

随着一声长号响起，活动序幕正式拉开，畲族阿孟
长号敬天地、牛角映山乡展示、畲族阿孟大型鼓槌舞等
节目轮番上阵，现场氛围逐渐高涨。大型原生态畲族阿
孟粑槽舞节目，使用畲族人家家都有的生活用具粑槽作
道具，击打传出古朴的打击声。演员们齐上阵，打糍
粑、唱酒歌敬酒，配以粗犷豪迈的舞姿、优美大方的歌
唱，将畲族人民豪放、朴实的性格体现得淋漓尽致。在
大家的呼声中，糯米坯被舂成软糯的糍粑，散发出特有
的香味，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

热情洋溢的糍粑民俗文化，体现畲族人豪放的性格，

同时粑槽舞是畲族人之间相互认同的纽带，在畲族人的心
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粑槽舞节目上，演员与游客
现场互动，香甜的糍粑，让人们感受到浓浓的年味。

（本报记者 朱丽 摄影报道）

绿博园内畲族文化展演活动精彩纷呈

2月14日，百名来自黔南州太极拳协会的太极拳爱好
者在都匀绿博园南门广场上演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太极拳展
演，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看。 本报记者 石学业 摄

糍粑文化体现畲族人豪放性格糍粑文化体现畲族人豪放性格

畲族群众日常生活习俗展示畲族群众日常生活习俗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