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姐姐，我要和太空飞行员模型合个影。“我要写一
封信寄给外太空。”“请问这口大锅是怎么建造的呢?”缘于对航
天的热情倍增，暑假期间，来到“中国天眼”景区打卡的青少年
夏令营团队一批接着一批。由此，州邮政分公司的天眼主题邮
局收获了大批航天粉丝，在这里，小朋友们可以和太空飞行员
模型合影留念、邮寄信件，还能享受到天眼主题邮局营业员讲
解天文科普知识。

“我是第一次来到中国天眼，我一直想来看一看我们国家
这个伟大的工程。来到景区，我不仅被深深折服，而且在邮局
翻阅南仁东系列丛书时，更是被这个团队锲而不舍的精神所感
动。”一位带着孩子来参观的家长感慨地说。除了销售较火的

《科技创新》纪念邮票，《中国天眼魅力平塘》纪念邮册也深受游
客喜爱。《科技创新》镜框、《中国天眼》立体册、《科技创新》风琴
折、《中国天眼》明信片、南仁东系列丛书等，这些都是很受游客
欢迎并且具有代表性的纪念邮品和图书。

此外，在中国天眼主题邮局的一角，还有图书专区出售政
务党建、天文科技、贵州地方旅游等系列图书。在贵州特产区，
有当地特产可供选购，并提供现场寄递服务。在天文主题文创
区摆放了航天服、摆件、玩具等。通过打造多元化产品的主题
邮局，在增强邮政与游客互动的同时，中国邮政黔南州分公司
将普遍服务、文创生活、零售寄递、惠普金融等邮政特色服务

“协同”在了一起。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天眼魅力平塘》纪念邮册是州邮政分

公司为“中国天眼”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专门设计
研发的宣传产品，经过不断改良、打磨，最终呈现在广大集邮爱
好者面前。邮册涵盖“平塘县简介”“中国天眼”“平塘天书”“平
塘天坑”“平塘星”“都匀毛尖-平塘甲茶”等内容，融合了平塘

“三天奇观”等主要元素，并配有《科技创新》邮票整套5枚和“中
国天眼”纪念邮票四方联等邮票。同时，《中国天眼魅力平塘》
纪念邮册还被选为贵州省第十二届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来宾宣
传纪念品。

“纪念邮册印制精美，是宣传黔南、推介平塘的最佳载体，
邮政通过方寸邮票这一国家名片，拉近了世界与中国天眼’与
贵州黔南的距离，为地方经济发展贡献了邮政力量。”黔南州分
公司集邮与文化传媒部副经理于汶婕说。（聂悠瑞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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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1 年起，黔南英语中考开始用新的听力题
型，针对这一变化，如何做好英语中考听力题？本文结合
2021年黔南中考听力题，给广大中考考生几点关于做好英
语中考听力题的建议。

【关键词】黔南中考英语听力；建议。
一、听力之前要明确的几个原则
1.不要紧张。
2.不要边听边译。
3.不要停顿在个别词句上。
4.先准备，再听，再做答。
5.做一题，甩一题，准备下一题。
总之，在做听力题时，由于录音材料与选项中的某一项

相吻合，只有平时多朗读单词、短语、句子及对话，形成强烈
的语感，听的过程中要做到遇到简单不骄傲，遇到复杂不放
弃。

二、听力第一节答题技巧
1.提前将图变为单词。
2.要准备草稿,用快捷方式边听边记所听到的重要信

息，便于回忆和选择。
3.要充分利用题前的时间间隙，有目的的浏览和捕捉

听力材料中的“关键词”“关键句”。
4.如果出现地域专有图片，及时将图片与国家或地区

联系起来。
5.此题一般是所听即所选。
6.注意机会有且仅有一次。
三、听力第二节答题技巧
本节为常规基本句子对话，听力材料为上句，考生需要

找出能与上句匹配的下句，所以需要考生能充分理解上句
的完整含义。上句的句式也不完全统一，陈述句、特殊疑问
句、一般疑问句等均有出现，但以特殊疑问句居多。由于有
的句子较短，考生还没反应过来，听力就已经结束，所以这
就要求考生一定要心静，特殊疑问句的前几个疑问词非常
关键，提前理解各选项之间的差别也是确保正确作答的关
键。

1.提前为每一句匹配与之相应的上一句，重点是关键
词。

2.有相近的上一句，务必提前分清楚。
3.要充分利用题前的时间间隙，有目的的浏览和捕捉

听力材料中的“关键词”“关键句”。
4.如果听力材料是问句，听清疑问词非常关键。
四、听力第三节答题技巧
本节读两遍，各小题难易程度不一，整体还算是比较容

易的，多数题所听即为答案，且有两次机会。
1.提前理解各题题目的含义和各个选项的差别。
2.有相近相似的选项，务必提前分清楚，比如时间的多

种读法。
3.听的过程中必须听完整，有效地排除干扰项，特别是

材料中出现 no、never、hardly、seldom... 或者出现 ten min⁃
utes earlier、half、two times等则可能还要进行适当的运算才
能做出选择。

五、听力第四节答题技巧
本节干扰项较多，既有陈述对话，又有问题，且有的项

根本没有直接听出选项，而是同意词或者要理解关键词才
能找出答案，所以要求考生对整个对话有比较完整的撑握，

只有少数题目所听即所选，本题要求考生基础比较扎实。
1.提前理解各小题每个选项的差别。
2.涉及到数字的小题经常会涉及时间、距离、长度、重

量、人口、金额等数字问题，有时还需要做简单的计算。所
以，听录音时考生要特别留意 half／ quarter／three times／
five minutes later／ in fifteen minutes之类的词或短语。

3. 抓住表示句意转折的 but／ however；表示否定的
not／no／ hardly/seldom／nothing/never等关键词，采用排
除、推理、辨别等方法判断出正确的答案。

4.有效地捕捉听力材料中的“关键词”“关键句”，要准
备草稿,用快捷方式边听边记所听到的重要信息，便于回忆
和选择。

5.听的过程中必须听完整，听的过程中可以勾画出自
己的初步答案，待听完问题后有效地排除干扰项，再决定是
否修改答案。

六、听力第五节答题技巧
本节为短文听力，问题在短文听力之后，听力播放前有

较长的一段时间作准备，听力内容综合性较强，基础弱的学
生一头雾水，基础一般的学生在部分关键题上还是出现不
确定性，导致整体得分率很低。建议考生听为前一定要把
本段的所有选项初步翻译一遍，在听力过程中不要等到问
题才做出选择，建议考生在听短文过程中就初步勾选答案，
待问题呈现后再做出更改与否的决定。

1.提前理解各小题每个选项的差别。
2.有效地捕捉听力材料中的“关键词”“关键句”，要准

备草稿,用快捷方式边听边记所听到的重要信息，便于回忆
和选择。

3.听的过程中务必听完整，从上下文中确定关键词的
含义，从整个对话中了解对话人的“弦外之音”。有时还要
对听到的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如数字运算、时间顺序、比较
筛选、同义转换、因果关系等。由于听力材料较长，所以听
的过程中要先钩划出自
己的初步答案，待听完问
题后有效地排除干扰项，
再决定是否修改答案。

考生如何做好英语中考听力题
独山第二中学 石龄豪

本报讯 火热的七月，正是罗甸火龙果大量上市的时
节。由于罗甸县以农业现代化为驱动，持续强化火龙果提档
升级 ，“线上线下”实现了产销两旺。

“今天订单有点多，大家加把劲哟，别让客户难等哈。”7
月 12日，在罗甸县龙坪镇马草村生态移民火龙果示范基地
里，一个个像火球一样的火龙果垂挂枝头，在绿色枝条的掩
映下，硕大的火龙果显得格外耀眼。种植户谢永亮正在基地
里忙着采摘火龙果，准备及时将新鲜的果子通过电商平台发
往省内外，他一边摘一边叮嘱工人们加快采摘进度。

“今年的果子个头大，品相也比往年好，一个果子要比往
年重 1至 2两，亩产量也比往年高出几百斤，往年亩产 1800
斤左右，今年亩产2000斤以上。”看着眼前的大丰收，谢永亮
心里乐开了花。“我 2010年开始种植火龙果，效益一直都不
错。近几年，县政府还想办法帮助我们农户提高产量和效
益，今年我又租了30多亩地种植火龙果，预计产量12万斤左
右，产值预计60万左右。”

龙坪镇马草村生态移民火龙果示范基地是罗甸县最早
种植火龙果的基地之一。早在2011年3月，基地在政府的引
导下，采取“专业合作社+农户”的运行模式，种植火龙果
1000多亩，并配套建设了水池、滴灌、太阳能杀虫灯等基础设
施。但随着火龙果果树年限的延长、管理不当等因素，部分
火龙果开始出现老化、产量低等问题。

火龙果产业作为罗甸县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该县高度
重视火龙果产业发展，不断探索和创新，通过品种改良、绿肥
种植等举措助推火龙果提质增效，运用大数据赋能火龙果产
业，实现火龙果产业不断迭代升级，让火龙果再次焕发生机
和活力，释放火龙果发展潜能、竞争力和持续力。

“不断提升火龙果产量和品质。”罗甸县果办技术员欧子

艳告诉记者，今年主要
采取科学修剪、品种改
良，还有绿肥种植以及
配方施肥等措施让火龙
果提质增效。通过现场
检测，火龙果的产量在
原来的基础上增加 10%
左右，糖度达到了 18.8，
比以前增加2%左右。

火红的外形、独特
的口感以及丰富的营
养，让罗甸火龙果一上
市就备受消费者青睐。
但好果也怕山坳坳，为
拓宽销售渠道，种植户
们各显神通，利用自媒
体优势的同时搭上电商
快车，助力火龙果产得
出、卖得好。

“刚刚卖的这一批
有 2万斤左右，收益 8万余元。”谢永亮说，今年的价格还可
以，零售价在6元左右，主要通过微信朋友圈、抖音以及电商
平台等线上售卖。一般情况下，好果、大果都发往全国各地，
剩下的果子就批发给县城附近的商贩，批发价在3-4元钱一
斤。

龙坪镇马草村的火龙果种植只是罗甸火龙果产业的一
个缩影。

近年来，罗甸县围绕“一县一业”的产业发展思路，通过

品种和技术改良不断实现火龙果产业迭代升级，运用滴灌、
水肥一体化、农业气象监测仪等大数据赋能火龙果产业发
展，借助电商平台助推火龙果产业实现产销两旺，让火龙果
这个拥有 10 多年果龄的“老产业”持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
力。

目前，罗甸县共种植火龙果 3.54万亩，挂果 3万亩。七
月份火龙果产量预计达 5400余吨，产值达 4380万元。全年
预计产量3.4万吨以上，产值超2.4亿元。图为果农正在采摘
成熟的果子。（本报罗甸记者站 计秘密 杨昌林 摄影报道）

罗甸县：强化火龙果提档升级“线上线下”实现产销两旺

本报讯 近年来，州市场监管局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规
范行政执法，健全“三类制度”、强化“三个公开”、严格“三项程
序”、推进“三化建设”等举措，有效推动法治市监高质量发展，
为法治黔南建设提供了强有力市场监管支撑。

健全“三类制度”，筑牢行政执法四梁八柱。以透明制度管
行为。出台《行政执法公示制度》《行政执法音像记录管理制
度》《重大行政处罚案件负责人集体讨论制度》等 14个配套制
度，确保“三项制度”在市场监管部门落地生根。以岗位制度管
人员。出台《行政执法岗位责任制度》《定期学法制度》《干部

“十不准”》等行政执法岗位管理制度，约束与激励并重。以衔
接制度管市场。与州公安局联合印发《市场监管领域行政执法
与刑事司法衔接制度》，2020年向公安部门移送案件49件，获立
案 35件；与州法院建立知识产权纠纷在线诉调对接机制，选报
市场监管领域兼职检察官助理 5人；与黔东南州建立食品安全
风险预警交流区域协作机制，开展长江禁捕等跨地域联动执
法。

强化“三个公开”，确保行政执法阳光运行。权责清单公
开。实行权责清单动态管理，3次动态调整为 741项，对权责事
项逐一制定运行流程图并挂网公示，便利群众查询，接受群众
监督；执法人员公开。严格执法主体资格审查，执法人员均持
证上岗、亮证执法、规范使用市场监管执法行为用语，接受社会
监督；执法结果公开。主动将行政许可、行政处罚案件、“双随
机、一公开”、监督抽检等执法信息通过该局门户网站、州政府
网站、省网上办事大厅等多个平台公开公示，公开公示率一直
位居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前列。

严格“三项程序”，保障行政执法行为规范。严格案件审核
程序。实行“办案、审核、审批”三分离，建立以法制审核为核心
的案件“三级审核”机制，组建 5人公职律师（法律顾问）团队参
与重大行政执法案件审核，2020年以来，审核一般程序案件134
件，有效保证行政执法决定合法合理公正；严格全过程记录程
序。行政许可从受理到发证均建立完整档案，行政处罚统一使
用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文书范本，配备执法记录仪 70台，对
容易引发争议、直接涉及生命健康和重大财产权益的行政执法
活动全过程音像记录，倒逼文明规范执法；严格审慎包容执法
程序。慎用查封、扣押等措施，最大限度降低行政执法对涉案
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最大限度减少不必要的行政执
法事项。2020年，该局 2件案件入选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典型案
例，法治建设评价和执法稽查工作均位列全省市场监管系统第
二位。

推进“三化建设”，提升行政执法监督效能。出台《行政执
法重大案件督办制度》，建立领导班子成员联系县（市）机制，对
食品药品等关系重大民生安全的监管执法工作实行分县（市）
包保督查，监督执法行为，提高监管效率；执法指导常态化。实
施州县联动执法、强化实地指导，按季度发布《行政执法案例汇
编》、通报已办结案件分析研判情况，提高执法办案靶向性和精
准度；执法监督规范化。持续加强合法性审核、公平竞争审查，
强化执法评议考核、执法案卷评查，2020年组织评查全州市场
监管系统行政执法案卷885卷，2件案卷获评全省市场监管系统
优秀案卷，公平竞争审查工作位居全省市场监管系统第一方
阵。创新实施行政执法事项纪检监察跟踪回访制度，推进行政
执法监督与纪检监察监督贯通协同。该局办理的一案件入选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长江禁捕、打非断链”专项行动典型案例，
荣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成绩突出集
体”表彰，荣获省委省政府“全省疫情防控先进集体”表彰。

（梁晶晶 蔡航 吴紫花）

州市场监管局

多举措推动法治市监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作为平塘县支柱
产业之一的茶产业，迎来了产业机械化试点升级，收获了
不错的效果。在当下的夏秋茶生产中，实现产能效率和经
济效益双提升。

两人一组，抬着采茶机在茶场里走一圈，茶树就被整
齐地剃了个“平头”，布口袋随之也装满了夏秋茶，十来分
钟，就能拉走一车茶叶。

平塘县山海原生茶业有限公司基地管理负责人梁茂
盛说：“以前人工采茶的时候，一天两个人只能采到10斤左
右，只能做点名优茶，现在机械化采收，提高了效率，两个
人的日产量可以达到上千斤。”

夏秋茶采摘效率的提升，不仅为茶叶加工提供充足的
原料，避免不必要的能源消耗，同时也能保障新鲜的茶叶
得以及时加工。

走进茶叶加工车间，堆积成山的夏秋茶通过履带就能
送往各台加工设备，完成杀青、揉捻、烘干工序，加工成品
效率相比之前更高。

“以前人工操作，我们每天加工一两万斤茶叶就需要
好多人，现在我们全自动设备，一条线 3个人，可以每天做
到四万斤鲜叶，如果是3条线，一天吞吐量在十几万斤。”平
塘县山海原生茶业有限公司技术员王真庭告诉记者。

高产能满足高
需求带来高效益。
平塘县山海原生茶
业有限公司目前已

接到国内外不少夏秋茶订单，这一批茶业经过筛选之后，
将发往欧洲、南非、东南亚等国家。

平塘县茶产业发展办公室主任陈安明介绍：“原来没
实现机械化之前，亩产值在5000元左右，现在通过机械化，
彻底利用了夏秋茶，茶叶的下树率提高了，每亩的产值增
加3000元左右。”

以平塘县山海原生茶业有限公司为试点的茶业机械

化升级，提高了平塘茶叶种植、管护、采摘、生产全过程的
工作效率，进一步将茶叶的经济价值吃干榨净，为全县茶
产业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参考。

“机械化生产提升了茶叶的附加值和经济效益，明年
我们将推动全县茶产业逐步迈向农业现代化方向发展。”
平塘县茶产业发展办公室主任陈安明信心满满地说道。

（陈庆 本报平塘记者站 石祥强 摄影报道）

平塘县

茶业生产机械化 产业效益再提升

机械化加工夏秋茶机械化加工夏秋茶

机械化采夏秋茶机械化采夏秋茶

小航天粉丝手持纪念信封打卡小航天粉丝手持纪念信封打卡

理论与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