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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甸：
罗甸
：蛮瓦革命老区激发新活力
2019 年年底，凤亭乡所有贫困村全部出列，脱贫攻
坚取得了重大成效。党旗飘扬在这片充满着活力的热土
上，革命老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再奏强
音，经济发展再激发活力。
1932 年，罗甸蛮瓦寨 （现凤亭乡） 建立了中共蛮瓦
支部，进而建立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革命老区人民为
建设新中国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82 年后的 2014 年，属
于一类贫困乡的凤亭乡仍有 1273 户 4596 人贫困户未脱
贫。为了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这些年来，凤亭乡党委政
府持续用力抓基层、打基础、固根本、激活力，以“大关
精神”“麻怀干劲”为引领，以“传承红色精神、加快老
区发展”为目标，围绕“稳增长、强基础、惠民生”抓落
实，团结带领老区人民苦干实干，找到了“党建引领是脱
贫攻坚战的制胜法宝”的重要经验。

本报讯 时下，正值早春蔬菜种植季节。在革命老区
罗甸县凤亭乡凤亭村的蔬菜种植基地里，一派繁忙景象，
在党支部带动下，村民们正忙着翻土、盖膜。
望着满山绿油油的油茶树，67 岁的凤亭乡联明村老
支书裴文定乐呵呵地说，这里是革命老区，有红色文化的
滋养，作为党员，他当年一马当先，带领村民开荒山，种
上了经济价值更好的油茶 3000 亩，为当地的发展找到了
一条路子。
在持续推进全乡各村水、电、路、讯、房等基础设施
建设的基础上，凤亭乡因地制宜发展壮大油茶、百香果、
小米蕉等特色产业，助推全乡 10 个行政村村集体经济均
达 5 万元以上，产业带动老区人民同步小康。截至 2020 年
底，该乡发展种植油茶产业达到 1.3 万亩，百香果产业达
到 7210 亩，小米蕉产业达到 2100 亩。

如今，该乡在巩固好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扎实推
进乡村振兴，将依托优势产业基础，深入发展社农合作产
业发展新模式，优化现有油茶、百香果、小米蕉等农特产
业后期管护机制，推动 5000 亩早春菜玉米种植。加强项
目谋划，持续用好资源，着力打造绿色油茶之乡和万亩百
香果产业带，突出产销对接重要环节，实现农民增收，为
打造“红色蛮瓦、活力凤亭”注入强劲动力。
此外，该乡还将围绕全县打造“避寒圣地、长寿罗
甸”品牌发展契机，结合凤亭冬季温暖少雨的气候条件，
紧抓全省最大百香果产业带发展契机，开发“红色教育+
休闲垂钓+乡村旅游”为一体的红色旅游产业。
(韦凤鑫 本报记者 肖伟)

福泉：节后首场招聘会提供就业岗位 450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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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甸沫阳镇

“五抓五强”助推“村社合一”实体化发展
本报讯 2020 年以来，罗甸县沫阳镇紧紧围绕“村社合
一”实体化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目标，以抓组织强队伍、抓
制度强保障、抓产业强实体，抓方法强路径、抓示范强成效的
“五抓五强”模式为主要抓手，推动由党支部领办的集体经济
股份合作社实体化快速发展，打造一支属于村集体自己的经济
发展中坚力量。
该镇成立以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牵头，分管负责人、第
一书记、产业、农业、林业、党政办等人员共同组建的“村社
合一”实体化发展工作专班，研究制定三年行动计划，建立健
全集体经济经营管理制度，实现规范化管理及运营。
按照年度工作计划和实际情况，制定了“村社合一”实体
化运营考核细则，建立奖惩制度，激发干事创业动力。围绕一
镇一特、一村一品，先后引进贵州天葆源、贵州世纪特需商品
营销、罗甸县景智农业等 6 家实业有限公司落户，建成了花
椒、百香果、烤烟、高粱、种桑养蚕等产业基地。
在“村社合一”工作中，完善村级项目库清单，明确村级
集体经济发展方向和定位。将村集体资产、资金、资源等“三
资”折股量化到人，实行农业人口全员入股。组织农村能人分
类别、分层次规范创办专业合作社和劳务公司，实行村“两
委”干部交叉任职，协调土地流转和吸纳农户参与，推动村级
集体经济增收。制定相关补短政策措施，重点扶持长久项目，
形成以点带面，全面发展的趋势。在资源相对集中的地方建立
“村社合一”实体化运营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示范点，以实体
示范，逐步推进全镇村集体经济再上新台阶。
2020 年，该镇 30 个由党支部领办的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
社注册资金共为 2071.95 万元，覆盖了农业人口 5.6 万人，建成
花椒、百香果、烤烟、高粱、羊场大米、种桑养蚕、精品水
果、刺梨、蔬菜等 9 大产业基地，各类生态养殖场 21 个，实现
“村社合一”实体化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工作新突破。
（本报记者 刘江运 实习生 马柱 李红飞）

长顺：
贵定沿山镇

一年之计在于春 技能培训助春管
本报讯 2 月 19 日，大年初八，浓浓的年味还未散，清晨
的露珠还未干，
长顺县摆所镇热水村千亩制种油菜基地里，
省
级技术人员带来的“除杂株小课堂”
培训会就已经开讲。
早春是制种油菜发育的关键时期和产量形成的重要阶
段，相对于一般油菜来说，制种油菜的生长过程要复杂得多，
抽花蕾、开花、授粉……每一个环节都需要认真把控。
“这一部分，我们称之为可育株，这可育株就是它可以自
己授粉。”培训会现场，技术人员带领种植户们来到制种油菜
地里，实地实物细细讲解制种油菜生长过程中面临的除杂步
骤的原理依据、除杂重要性及辨别方式，鼓励种植户上手实
操，真正的学会辨别杂株，把理论知识吸收并运用起来，助力
油菜春管。
据了解，自 2018 年开始，在省检察院和省农科院的帮扶
下，热水村开始发展油菜制种项目，近年来不断发展壮大，目
前，热水村 10 个组 11 个自然寨 435 户共同参与种植 1486 亩，
预计将为全村带来经济收入将超过 300 万。今年是热水村纳
盘组首次种植制种油菜，
种植户经验不足，
技术人员带来的技
术培训给了种植户们不少信心。
热水村纳盘组村民吴朝文高兴的说道：
“今年我们开始种
的时候，村里请有技术人员教我们怎么种，现在又教我们怎
么除杂株，我们更有信心了，希望今年有好收成，明年再继
续种。
”
（本报长顺记者站 邓雪 唐鸿燕 摄影报道）

“两重多特”促特色农业产业发展

本报讯 2 月 20 日，福泉市举行 2021 年就业援助月
暨东西部劳务协作专场招聘会，来自省内外的 138 家企
业为广大求职者提供了销售、家政、餐饮、普工、行政
等 4500 余个岗位。
此次招聘会旨在加大对农村建档立卡劳动力、返乡
农民工、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
的就业服务力度，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农民工就
业创业，也给企业用工提供便利，为企业和群众构建双
向选择的平台。
一大早，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前来咨询的人络绎
不绝，求职者穿梭在各招聘岗位之间，有的在向企业了

解情况，有的在仔细查看招聘信息。
“我是今天在这里看到有很多公司在招聘，就想着
在本地找一个工作，不打算出去，方便照顾一下小
孩。
”求职者杨欢这样说道。
据悉，福泉市以东西部协作为契机，加强与广东、
浙江等劳务输入地对接，邀请广东省、江苏省、浙江省
及贵州省内包括福泉市多家企业现场招聘。据统计，当
天现场求职人数 2000 余人，达成就业意向 400 余人。
图为求职者讨论招聘事宜。
（胡全 摄影报道）

荔波丙外村发展庭院经济助推乡村振兴
本报讯 近年来，荔波县甲良镇丙外村紧紧围绕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和衔接乡村振兴，
充分利用村寨资源发展庭
院经济，使群众产业“有法子”、布局“有样子”、收入“有票
子”，
奏响乡村振兴“进行曲”。
产业推进“有法子”
。坚持党建引领发展庭院经济，
以村
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为载体，采取“龙头企业+合作社+能
人+农户”发展模式，因户施策制定庭院经济工作方案，积极
调动群众参与发展庭院经济积极性，
促进群众房前屋后空闲
地发展成为产业“宝地”，拓宽群众致富道路。目前，参与发
展庭院经济农户 236 户，打造甲阶组、交抹组庭院经济试点 2
个。
精心布局“有样子”
。坚持因地制宜做规划，
打造户户有
果园 1 亩、有菜园 1 个、种植茄子 1 亩、种植中草药 1 亩、有蛋

脱贫致富给羊倌带来了幸福生活
本报记者 刘江运 实习记者 马柱 整理
我叫陆标友，是龙里县龙山镇幸福村村民。我是一个
养羊户，曾经也是一个建档立卡户。2020 年 8 月 23 日，我
在我的包保人、龙里县委党校老师陈光斌的见证下领了结
婚证，45 岁的我终于结束了单身的日子。谁能想到在帮扶
人到来之前，我曾经是一个放弃生活的人。
12 年前，我用自己打工的积蓄加上 10 万元贷款，带着
一腔热血和梦想开始创业。开始时在养羊能手的帮助下，
我的养羊事业还算顺利，刚刚三十出头的我开始筹备结
婚。可是因为戒备心不强，被盗了三十几只羊，遭受了第
一次大的损失。
经过了这一次不小的挫折，我重新修补了羊圈。谁知
道更大的倒霉事又找
上了我，羊群感染了
羊瘟 （小反刍兽疫），
进行隔离治疗为时已
晚，后来病死的羊多
达 80 多只。我这回真

傻了，80 多只羊啊，这几乎是自己的全部家当啊。第二次
的损失让大家对我的养殖事业彻底失望。
因为遭受了如此大的打击后仍然坚持养羊，女友愤然
离开了我。尽管由于防病措施得当，我的损失降到了最
低，但是由于连连的打击，我放弃了生活，成为了村里的
“懒汉”
，后来的扶贫对象。
一晃眼十余年过去，年老的父母已经相继过世，哥哥
嫂嫂们虽然也很关心我这个七弟的婚事，可是却无能为
力，我自己都觉得这辈子不可能再遇到爱情。
一直到有一天，龙里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岑红来我
家，他的一番话彻底改变了我。“其实，你这个人不错的，
很勤快，对认定的事很执着，有很强的事业心。但是，你
为什么单身到现在连个老婆都没有，你知不知道啥子原因
呢？”岑校长说，“因为你不注重穿着打扮，你看你，头发
那么长，还不梳洗，衣服也邋里邋遢。你看看你这副样
子，哪个女的肯嫁给你？”听了岑校长这样直白的语言，我
黝黑的脸顿时红了。

鸡 1 笼、有鱼塘 1 个的“六个一”
庭院经济发展模式，
形成瓜果
飘香、绿色满园的丙外庭院经济样板示范点，辐射带动周边
村寨，带富丙外群众。目前，全村发展鱼塘 18 个，养殖鸡、鸭
等 1000 羽，种植西红柿、青椒、姜蒜等短期作物及板蓝根、珍
珠李等长期作物 180.1 亩，
食用菌种植覆盖 100 余户。
经济创收“有票子”
。按照“六个一”
庭院产业发展模式，
充分利用零星闲散土地发展庭院经济，
通过组织群众到庭院
经济示范点上务工、有偿建设村内生产便道、开展组内绿化、
美化等环境整治，促进群众创收增收。目前，庭院经济产业
预计年总收益达 65 万元，群众务工收入 6.5 万元，其中，与贵
州五象实业公司开展的食用菌“原料供应+订单回购”合作，
已初步形成 40 万元收益，
覆盖周边农户 103 户 347 人。
图为群众在种植板蓝根。
（覃娜 摄影报道）

从此以后，我真的像换了个人似的，头发理好了，还
洗得干干净净，胡须也剃得干干净净。这么一打扮，整个
人还蛮帅蛮精神的，我开始认真对待生活。
人要行好运，真是啥都挡不住哟！我跟着帮扶人学会
了微信聊天，很快在网上就结识了一个单身女，该女子丧
夫，也是本村甲林组的人。和我视频了之后就相约见面，
双方看对了眼，一来二往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本来因为各种原因，我是不看好这次相遇的，到了面
对她的家人的时候我更是各种担忧。这时我的帮扶人陈光
斌老师一直安慰我，还驾车带着我前往我的女友家去认
亲。结果出乎我的意料，认亲过程一帆风顺，那天晚上我
们喝了不少酒，我亲切的叫了女方八十岁的母亲为“妈”。
现在结束了单身的我，每天都早早起来和新婚妻子一
起到山里放羊，晚上回家就到哥哥嫂嫂开的馆子里边帮
忙，哥哥嫂嫂招待客人的羊肉和鸡肉都是从我这里进的
货。每天景区游人很多，哥哥嫂嫂都忙不过来了，正好有
我两口子的帮忙，那个生意叫一个火爆。
经过多年的经验积累，我不仅积累了养羊的知识和经
验，还练就了一手烤羊的绝活。我不仅卖活羊，还在自己
养羊的草坪上开办了自己的烤羊点，一边养羊，一边烤
羊，我还计划着开办自己的餐馆。如今，我的养殖场已经
发展到 60 多只羊，都膘肥体壮，我已经摘掉了贫困户的帽
子，这个日子，又有了新的盼头。
我想对大家说，现在国家政策这么好，只要勤快，有
干劲，有信心，没有出不了头的日子。

本报讯 近年来，贵定县沿山镇始终把发展特色农业产业
作为农业增效、群众增收的一项主要工作来抓，提出了“两重
多特”的农业产业发展思路。以刺梨、辣椒两大产业为重点，
梨、蜂糖李、草莓、西兰花、甘蓝、马铃薯等特色农业产业共
同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切实增加群众收入。
该镇党委、政府经过多方调研，提出特色农业产业发展规
划，再根据各村实际和群众意愿，有针对性地制定各村农业发
展规划。同时，抓好种植养殖大户的培育，制定出台一系列优
惠政策，在协助解决资金、免费提供技术等方面予以种植养殖
大户倾斜，鼓励发展壮大规模，通过大户的示范作用增强其他
群众发展特色农业产业的信心。加大专业合作社打造力度，充
分发挥专业合作社在引导群众规模经营、便于加强资源协调和
管理等方面优点，以专业合作社为龙头引领群众发展特色农
业。2020 年，各村结合群众意愿发展特色农业亮点，刺梨等
精品水果种植共计 500 亩，安家牌坊种植套种辣椒 500 亩，乐
雍村甲壤岛、长寨、水塘寨种植速生蔬菜 300 亩，底至村高峰
种植冷凉型蔬菜 150 亩，杨柳村种植草莓 150 亩等，涉及刺
梨、辣椒、蜂糖李、草莓等多个特色产业。
另外，该镇还按季节定期邀请农业技术人员到各村召开培
训会，免费为群众提供刺梨种植、辣椒管护等方面技术培训。
组织镇农业技术人员进村入户，深入田间地头面对面与农户交
流为农民答疑解惑。加强对外协作，建立起农民田间学校，实
时为群众提供技术指导。引进“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
式，发展订单式农业，降低农户的风险，让农户无后顾之忧。
发动机关职工，辖区成功人士，当起义务“经纪人”，在农产
品销售季节，利用节假日，免费为群众联系销路。充分发挥专
业合作社的作用，以专业合作社为支撑，对合作社内的农产品
实行统一定价销售。
（本报记者 罗阳）

贵州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以充足准备让疫情防控更有底气
本报讯 近日，记者在贵州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了解
到，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医院制定了各项常态化防控工
作方案，始终强调疫情防控不放松，以充足的准备应对疫情防
控工作。
在贵医大三附院沙坝院区看到，医院实行进出通道专用制
度，各通道均配备专业工作人员进行值守。进入院区需走专用
通道 （红叶路方向），且必须做到“三个一律”，即一律戴口
罩、一律测体温、一律扫描“贵州健康码”，询问相关流行病
学史后方可进入。院内工作井然有序，各区域相对独立，各科
室诊疗工作都在有序开展。“发热门诊”严肃值守在医院一
角，为医院的安全保驾护航。
贵医大三附院医务科负责人告诉记者，医院已具备较为完
备的疫情防控工作体系。医院将发热门诊设置在沙坝院区，所
有发热病人就诊，一律由专人陪护至发热门诊就诊 （平桥院区
配置负压车,24 小时专人专车接送发热病人）。医院发热门诊建
筑面积 2500 个平方米，按发热门诊设置规范建有“三区两通
道”
，共有 20 间留观病房，发热病人实行闭环式管理。
根据疫情防控工作需要，贵医大三附院共设 5 个病区，单
间隔离病房 105 间，共计 230 张床位，作为确诊病例隔离治疗
病房，配备有 8 个医疗救治组确保患者的医疗救治。医院 PCR
实验室有核酸检测资质人员 34 人，专有设备 50 余台，并配置
核酸快检设备一台，可在一小时内获得核酸检测结果。医院还
设置了两个独立急救室作为紧急治疗缓冲区，对于急需立即展
开急救的病人可先在缓冲区展开救治，确认安全后再转入院内
进行治疗。
医院目前库存有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N95 口罩、护目
镜、防护面罩、隔离衣、防护服、鞋套等防护物资能够满足医
院满负荷运转 45 天的使用量，为医院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情
况提供了物资储备，让医护人员在面对突发情况时更有底气。
（本报记者 刘江运 实习生 马柱 任慧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