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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惠水
县布依族管乐团 70 余名
演员赴惠水县雅水镇、摆
金镇开展文艺汇演。

嘹亮的号声吹奏《没
有 共 产 党 就 没 有 新 中
国》，为活动拉开了文艺
演出的序幕，《唱支山歌
给党听》《妈妈教我一支
歌》《歌唱祖国》《父老乡
亲》等节目依次展开，迎
来台下观众雷鸣般的掌
声。小品、民族走秀、电
吹管独奏、芦笙表演、群
口快板《禁毒歌》等节目
纷纷亮相，掌声如潮。舞
蹈《十送红军》把活动推向高潮，也结束了演
出。

“听到管乐曲《四渡赤水》，让我想起了在
部队的生活，顿时热血沸腾。今天的演出很
精彩，特别感谢今天为我们表演的演员们，他
们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人们尊敬。”退伍老兵
陈大爷激动的说。

据了解，惠水县布依族管乐团，是一支惠
水文军，以离退休干部为主体的文艺团体，致
力于唱响好花红民族绚歌。建团以来，曾先
后参加过全国大型文艺义演及开幕式活动、

列为贵州省布依族学会音乐、舞蹈研究实践
基地，他们长期深入乡镇为群众进行义演，宣
传党和国家的政策。此次活动旨在在党的
100年华诞到来之际，在禁毒三年“大扫除”攻
坚克难之年，用文艺汇演向祖国献礼。

（本报记者 韩延洁 摄影报道）

惠水：布依族管乐团进乡村歌唱祖国颂党恩

本报讯 日前，贵州省种子站组织贵州省土肥站、贵州省
农科院油菜研究所、黔南州种植业发展中心、贵阳市种子管理
站、毕节市种子管理站、六盘水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长顺县
农业农村局等多家单位组成考察组，到贵州省油菜种子认证
试点示范基地——长顺县摆所镇热水村开展油菜种子认证试
点示范田间检验活动。

当天，观摩点按照一区、二区、三区合理分布，观摩组一行
抵达基地后，听取了基地负责人介绍基地的相关情况后，按照
专家名单分布成三个团，深入田间，通过“巡检”+“抽检”结合
的方式对油菜制种种子质量进行检验，认真查看基地田间管
理、杂株等整体情况，并按照《农作物种子质量认证方案—油
菜种子》规定的取样点数、每点取样株数，检测田间杂株率是
否达标。

检验工作完成后，三组专家一致对油菜种子认证试点示
范项目给予了充分肯定，并结合油菜田间生产情况提供了宝

贵的经验和建议。
贵州省种子管理站质检科科长杨丽娜表示：“种子认证试

点示范工作是全国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技中心为了推动种子认
证制度的落地实施，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实施的试点工作，在贵
州省总共有3个作物的试点，油菜的试点是经过前期调研，落
户在我们国家级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长顺县热水村这个基
地。”

据了解，目前热水村油菜种植 1486亩，其中油菜种子认
证试点示范基地种植面积为 160亩，项目主持单位为贵州省
种子管理站，项目承接单位为贵州禾睦福种子有限公司。

该项目的实施目的，是通过油菜认证试点示范的实施总
结和积累贵州经验，为种子认证制度的落地实施贡献贵州力
量；也通过全程监管的模式，提高油菜种子的质量，加快贵州
生产的油菜种子的走出去步伐，同时推动贵州省油菜制种产
业的高质量发展。 （本报长顺记者站 陈丽 邓雪）

全省油菜种子认证试点示范田间检验观摩活动在长顺举行

沉寂了一个冬天的都匀毛尖，在这个春天里
不断抽出新芽。黔南茶山，也迎来了最热闹的季
节——春茶丰采期。乘着这缕春天的的味道，茶
农致富的希望，从茶山飘香市场。

“现在正值春茶丰采期，我们家的40亩茶园，
今年预计可以得6万多元的收入。”平塘县大塘镇
新光村村民王文斌看着翠绿的茶园高兴的说。

因为开春早，大塘镇今年的春茶比去年早了
十多天。平塘县茶办主任、新光村第一书记陈安
明介绍，今年，预计全县茶叶产量达 6500吨左
右，产值达 10亿元以上。因为茶叶，大塘镇摆
脱了极贫乡镇之称号，茶产业也成为平塘县的支
柱产业。

3月19日，趁着难得的好天气，瓮安县建中
镇的黄红缨茶山上，150多名村民正在茶山上采
茶。村民朱锡奎一早上就采了满满一箩筐。“现
在采的是一芽一叶，我一天能够采 4 斤左右。”
朱锡奎说，自从茶园建起了以后，年纪稍大的村
民也有了收入门路。

从 2012 年，政协委员黄红缨在瓮安建起茶
业公司以来，她便摇起了带贫致富的大旗，公司
总投资 1.6亿元，依托茶产业带动当地基础设施
与综合配套建设，提供了 1786个就业岗位，人
均年增收逾 1.18 万元，带动建档立卡户 209 户
743人实现了脱贫摘帽。

数据显示，2020年，黔南州共销售茶叶4.52
万吨，实现销售额 79.14 亿元，其中出口量 825
吨，出口额1.485亿元，带动38.83万人增收，茶
农年人均收入达0.95万元。

州政协主席、州茶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组长魏
明禄表示，今年，全州投产茶园面积 118万亩、
预计产量 5.1 万吨、产值 87.7 亿元。对黔南来
说，茶产业毫无疑问是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

近年来，为助推黔南茶产业的发展，黔南州
政协不断助力，在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茶叶品
质、打造茶业品牌、扩大都匀毛尖知名度等都贡
献了重要力量。

为做强都匀毛尖茶品牌，走上规模化种植、
标准化生产、品牌化销售、产业化富民的绿色发
展之路。州政协多方调研，积极献策，在政协提
案、调研的基础上，黔南州出台了《创建都匀毛
尖世博名茶知名品牌三年行动计划纲要》、《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都匀毛尖品牌管理办法》、《黔南州
2020年茶产业发展推进方案》、《黔南州 2020年
茶产业“黔货出山·风行天下”夏秋攻势实施方
案》等政策文件，全州统一打造都匀毛尖品牌，
修订发布《都匀毛尖茶综合标准化体系》，推动
黔南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都匀毛尖要走出去、走更好，就需要正本清
源，有自己的当家品种。为此，黔南州政协组织
课题调研，摸清黔南茶叶发展的底数，了解全国
茶叶市场。

通过调研，魏明禄编撰了《黔南茶树种质资
源》 一书，为黔南茶茶叶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
撑。州政协还在全州选取了500多种代表性茶树
样株，在平塘县大塘镇新光村进行扦插繁殖，建

立了100亩的茶树种质资源圃。
“目前，我们还在打基础阶段，茶苗也刚栽

下一年，但这是一个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事情，
做成这样的事情需要很长的时间，而能够参与到
其中，我真的特别自豪。”负责管理资源圃的平
塘县裕茗有机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严清凡说，做
好资源圃，选育出优秀的能够代表都匀毛尖的品
种在全州推广，都匀毛尖的品牌竞争力将不可比
拟，这对于黔南茶产业的发展，将起到重要作
用。

茶产业是黔南州传统优势特色产业，也是黔
南州明确重点打造的农业第一品牌。魏明禄表
示，经过多年的努力，都匀毛尖品牌始终稳居中
国十大名茶之列，规模上可采面积近60万亩。

近年来，黔南从高品质茶叶生长环境和宜居
养生角度，大力推动茶产业从简单的物质消费向
旅游文化享受的多样化、多层次转型发展。将都
匀毛尖茶与优美的自然风景、丰富多彩的民族风
情整合，推动茶旅融合发展，延长产业链条，开
发以茶为载体的高端休闲养生产业，形成一批茶
旅融合、茶文结合的产业新业态，打造了都匀毛
尖镇、贵定云雾镇、独山影山镇、瓮安建中镇等
茶旅小镇，茶园变公园、茶区变景区，生态效
益、经济效益实现双丰收。助推茶旅一体化融合
发展，加快实现茶产业发展“接二连三”。

未来，黔南将以推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目
标，以加强提质增效、拓宽销售渠道为突破口，
全方位推动“种、管、养、采、加、包”各环节
提质增效，努力打造更加稳固、更有效益、更可
持续的发展模式，让全州各族人民进一步分享茶
产业发展红利。

调结构调结构 提品质提品质 扩知名扩知名
———我州政协助力茶产业高质量发展见闻—我州政协助力茶产业高质量发展见闻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蒙帮婉蒙帮婉

“这两天天气开始热了，大家在巡逻的时
候，要集中精力，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近日，随着气温逐渐上升，为了严防中国
天眼周边森林火灾事故的发生，克度镇积极
组织护林员，每天开展森林防火巡逻工作，确
保万无一失。

“现在是森林火灾的高发期，我们按照划
片的方式来严密管理，主要就是为了杜绝森
林火灾的发生，每位护林员在自己的片区上
岗、巡查，确保我们管辖的片区不发生火灾，
保护中国天眼安全运行，也保护好森林。”护
林员杨本福说道。

中国天眼是目前全球最大且最灵敏的单
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极大拓展了人类观察
宇宙视野的极限。2016年 9月 25日落成启用
至今，已发现300余颗脉冲星。中国天眼位于
平塘县克度镇林区，由于林区面积广，森林防
火工作责任重大，在预防森林火灾工作中克
度镇坚持强管理、早预防的工作原则，多措并
举严抓森林防火工作，确保辖区内森林资源
及中国天眼的运行环境安全。

“为了确保中国天眼安全运行，克度镇以
‘零火情，零事故’为目标，建立健全横到边、
纵到底的立体化森林防火网络，把全镇森林
防火工作深入、扎实开展好，切实为中国天眼
安全运行提供坚强的保障。”克度镇副镇长石
毅说道。

为提高人民群众的森林防火意识，克度
镇在做好森林防火日常巡查的同时，广泛开
展森林防火宣传和教育活动，利用宣传栏、宣
传标语、与群众签订森林防火承诺书等方式，
提高群众的防范意识。

克度镇落良村村民李昌利向记者说道：
“政府和村委会每年都给我们宣传，每年都要
签订防火承诺书，不允许带火种进入森林，我

们每个人都应该尽到自己的责任，保护森林，
保护中国天眼。”

“压弹完毕，打开保险！”
一声令下，作业人员快速反应，在培训老

师的指导下严格按照相关规章制度进行起落
炮实操训练。

近日，黔南州气象局联合平塘县气象局
在中国天眼冰雹防御航龙炮站开展2021年人
工影响天气作业人员技能培训，进一步提升
人影作业人员技能水平，提高区域冰雹防御
能力，更好地保护中国天眼安全运行。

培训将理论学习与实操训练有效结合。
在理论学习环节，讲解老师从规章制度、高炮
理论知识、操作台安全锁讲解、雷达回波图等
方面进行培训，并通过操作视频演示等方式，
为参训人员细致地讲解工作流程、炮台操作
知识以及相关注意事项。

中国天眼冰雹防御航龙炮站炮班班长谢
志军说：“通过这次培训，我个人在素质、安
全、应急管理、服务、技能等各方面都有很大
的提升，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对炮弹的管理进
一步加强，对员工的管理也需要进一步加强，
希望大家共同合作，让我们这个炮站发挥最
大的作用，保护好中国天眼。”

平塘县气象局人工影响天气工作站负责
人田桂洪说：“近几年来，我们常态化开展人
工影响天气作业培训，目的是为了保护中国
天眼不受冰雹的袭击，为中国天眼安全运行
保驾护航，同时也为了保护平塘县不受冰雹
灾害的影响，为全县经济事业做贡献。”

据了解，截至目前，在平塘县各级各部门
及广大干部群众的严密保护下，中国天眼周
边无森林火灾事故和冰雹灾害发生，中国天
眼实现了全天候全时段安全运行。

平塘：防火防雹全力保中国天眼安全运行
本报平塘记者站 罗再祥 田举

本报讯 为快速、高效推动黔南州乡村振
兴·农村综合服务合作社项目的建设，4 月 2
日，由黔南州供销合作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黔南州农投集团、贵州万福惠民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中国建设银行黔南州分行、黔南州融资
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发起创建的“黔南州乡
村振兴·农村综合服务合作社”项目签约暨启
动仪式在都匀市举行。

此次签约，是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州
《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的意见》精神的实际行动。黔南州乡村振兴·
农村综合服务合作社项目将按照“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
总要求，以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
为主线，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以壮大村级
集体经济为突破口，以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为着力点，深化农村综合服务改革，通过市场
化运作，做大做强村集体实体经济，实现农业
提质增效、农村文明进步、农民增收致富，形成
黔南特有新型综合服务载体创新模式。

州农业农村局、扶贫局、民政局、应急局，
以及供销与万福公司等相关单位（企业）代表
在启动仪式上先后做了表态发言。

（本报记者 曾宪华）

黔南州乡村振兴·农村综合服务

合作社项目签约暨启动仪式在匀举行

本报讯 正值清明时节，4月 2日，记者来到都匀市
烈士陵园，烈士陵园内庄严肃穆，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前
来祭拜革命烈士，致敬英雄，寄托哀思。

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奋进的国歌声、铿锵的入党誓
词声在青山下回响。现场，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职
工、在匀各类学校师生、社会人士等组织到这里开展祭
扫活动，大家依次列队，默哀、鞠躬、敬献鲜花，有序
祭奠，感恩革命先烈为大家今天的幸福生活付出的牺牲。

“作为教育领域从业人员，我要让孩子们从小懂得感
恩，将对革命烈士的崇敬精神传承给孩子”。都匀市好快
乐幼儿园邀请了家长和孩子共同前来祭奠，负责人彭亮
表示，开展此次亲子同祭活动，主要是为了让爱国主义
精神在家长们的言传身教中传承到孩子身上。

“作为一名党员，我没有忘记我的初心，我要向革命
先烈们学习，做一个有担当有理想的青年。”来自都匀市
文峰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周雳表示，我们更应该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以更加勇毅而沉稳的步伐迈向美好未
来。图为人们有序参与祭奠。

（本报记者 刘江运 摄影报道）

我 州 各 地 以 多 种 形 式 缅 怀 英 烈

4 月 2 日，在都匀市第六完
全小学，同学们通过召开纪念英
烈的主题队会、班会等形式共同
缅怀革命英烈。

清明来临，我州各中小学开
展多种形式缅怀英烈文明祭扫
活动，老师指导学生通过主题队
会、主题班会、网络祭奠、留言等
方式，了解中国历史与革命烈士
的事迹，寄托对英烈的哀思和敬
意。

本报记者 肖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