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
宣告，中国人民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
新世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
中国！”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领导人民在旧中国一
穷二白的基础上，努力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
路，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我国社会
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和物质基础。

矢志践行初心使命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举。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

境、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党执

政后面临的一个崭新课题。
银元之战、米棉之战、稳定物价、统一全国财经工作、土

地制度改革、封建婚姻制度改革……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
国人民，用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的信心照亮前行的路，开始了
一系列大刀阔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土地改革彻底消灭了在我国延续几千年的地主阶级土
地所有制，“耕者有其田”成为现实。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
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分
期分批开展土改。到1952年底，全国约3亿无地少地的农民
无偿获得约7亿亩土地。 （下转第三版）

自力更生 发愤图强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综述

新华社记者 赵文君

百年奋斗百年奋斗 光辉历程光辉历程

星 期 四
2021年 7 月22日

辛丑年六月十三

9570

8

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
作出重要指示

习近平指出近日河南等地持续遭遇强降
雨郑州等城市发生严重内涝一些河流出现超
警水位个别水库溃坝部分铁路停运航班取
消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防汛形势十
分严峻

习近平强调当前已进入防汛关键期各级
领导干部要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
在第一位身先士卒靠前指挥迅速组织力量
防汛救灾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
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解放军和武
警部队要积极协助地方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国家
防总应急管理部水利部交通运输部要加强
统筹协调强化灾害隐患巡查排险加强重要基

础设施安全防护提高降雨台风山洪泥石
流等预警预报水平加大交通疏导力度抓细抓
实各项防汛救灾措施

习近平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在做好防
汛救灾工作的同时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扎
实做好受灾群众帮扶救助和卫生防疫工作防止
因灾返贫和“大灾之后有大疫”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
抓细抓实各项防汛救灾措施

本报讯 连日来，荔波县玉屏街道水捞村
蔬菜种植基地里的西红柿进入采收期，当地村
民忙着采收打包供应市场。

近年来，荔波县深入推进农村产业革命，
不断调优产业结构，加快农业产业发展，把发

展坝区产业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推进乡村经济
发展的战略举措。通过支部引领“龙头企业+合
作社+农户”的运营模式，加大坝区土地流转力
度，加强现代农业设施建设，大力发展西红
柿、辣椒、茄子、莴笋等订单农业种植，吸收

当地群众从事种植、管理、采收等工作，助力
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图为当地群众在查收西红柿。
（本报记者 肖伟 摄影报道）

荔波县：坝区经济助农增收

本报讯 为回顾我州脱贫攻坚、同步小
康的非凡历程，反映全州农村地区的可喜变
化，展示全州各族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7月21日，由州委宣传部、州委网
信办联合开展的黔南州“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
征程——走进乡村看小康”主题采访活动在
荔波县水浦村思乡广场举行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介绍了黔南州“奋斗百年路 启
航新征程——走进乡村看小康”大型主题采
访活动安排，人民日报、贵州日报、黔南广播
电视台记者代表分别作了发言，参加活动州
直单位领导为记者代表授旗。

据了解，此次采访活动总体分为三个阶
段。第一阶段开展蹲点式采访报道，第二阶
段围绕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开展集中采访报道，第三阶段开展常态化采
访。

此次活动将立体式、全方位、多角度宣
传报道黔南州与全国同步建设小康社会的
伟大历程、辉煌成就、重大意义，将镜头聚焦
乡村地区，深入挖掘脱贫攻坚取得的历史性
成就，以及农村生产生活发生的显著变化和
群众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安全感，讲好脱贫攻
坚全面小康的“老乡”故事，增强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的信心力量。

启动仪式号召全州新闻宣传系统要全
力做好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宣传报道工作，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报道
全州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热烈反响，以及
各级各部门围绕“四新”抓“四化”的思路举

措和进展成效，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
潮。策划推出系列反响报道、访谈和深度报
道，组织记者深入基层一线开展调研采访，
讲好黔南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的生动
故事，全面展现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讲好脱贫攻坚全面小康的“老乡”故
事，不断增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信心力
量，着力推出一批可视化呈现、交互式传播
的网络作品。同时，广大新闻记者要持续发
扬优良作风，努力在一线践行和锤炼“四
力”。坚持“深挖、提炼、扩面、广传”八字方
针，持续发扬走转改精神，俯下身、沉下心，
以基层为课堂、把群众当老师，聊家常、话心
声，不断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新闻
作品。

启动仪式结束后，由人民日报、新华社、
中新社、央广国际在线、贵州日报、多彩贵州
网、贵州画报、贵阳晚报、黔南日报社、黔南
广播电视台等中央、省、州媒体组成的采访
团前往荔波县水浦村、朝阳镇洪江艺术村开
展采访，22日至23日将前往瓮安县猴场镇马
场坪村、建中茶旅小镇，福泉市双谷村、安谷
村、将军谷，龙里县冠山街道五新村、谷脚镇
观音村进行集中采访报道。

州委宣传部、州委网信办、州农业农村
局、州乡村振兴局、州直新闻单位、各县（市）
党委宣传部相关负责同志，中央驻黔媒体、
省级主流媒体、州直新闻单位参与采访记者
参加启动仪式。

（本报记者 彭悦 徐朦 实习生 杨孟
璟）

黔南州“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走进乡村看小康”
大型主题采访活动在荔波启动

本报讯 7月 21日，州政府与州总工会
举行联席会议，专题研究《新时期黔南州产
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送审稿）》和

《黔南州总工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劳模
（职工）疗休养工作的暂行规定（送审稿）》，
安排部署下步工作。

会上，州总工会有关负责人就《新时期
黔南州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和

《黔南州总工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劳模
（职工）疗休养工作的暂行规定》作起草说
明，与会人员分别就专题研究内容进行讨
论，并提出前瞻性、建设性、可操作性的意见
和建议。

会议要求，《新时期黔南州产业工人队
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送审稿）》和《黔南州
总工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劳模（职工）
疗休养工作的暂行规定（送审稿）》文件制定
意义重大，事关全州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和干
部职工的切身利益，政策性强，涉及面广，社
会关注度高。各部门要立足州情实际，结合
职能职责提出意见和建议，州总工会要认真

进行梳理，继续修改完善，确保方案具有实
效性和可操作性。

会议要求，工会是代表党和政府联系职
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强化思想引领，坚
持完善与政府联络机制，把工会工作融入全
州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要积极主动作为，
充分发挥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通
过思想政治引领工作，引导全州广大职工群
众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要通
过开展劳动技能竞赛等活动，着力培养造就
一支有理想信念的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
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为黔南经济高质量发
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州政府有关负责人，州委组织部、州纪
委州监委派驻第五纪检监察组、州财政局、
州工信局、州人社局、州科技局、州国资局、
州工商联、州总工会、州东西协作工作组等
单位分管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本报记者 叶大霞）

州政府与州总工会举行联席会议

本报讯 7月 21日，2021年全州秘书长
和办公室主任会议在都匀召开，州委书记唐
德智作批示。州委常委、州委秘书长文永生
出席会议并讲话。州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罗
必刚，州政府党组成员、州政府机关党组书
记贺聚轮，州政协秘书长蔡秀娟参加会议。

唐德智在批示中指出，过去一年，全州
党办系统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五个坚
持”重大要求，主动服务大局，勇于担当作
为，为全州全面夺取脱贫攻坚、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进入新发展阶段，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
坚决贯彻落实省委书记谌贻琴批示和全省
党委秘书长和办公厅（室）主任会议部署要
求，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这一主线不动
摇，聚焦服务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不散光，
扛牢落实这一主责不放松，在树标杆、立标
准、建体系、解难题、强队伍上持续用力，不
断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
训练，着力增强履职能力，切实提升“三服
务”工作质效，为谱写新时代黔南高质量发

展新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会议要求，全州办公室系统要以提高政

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为引领，
突出政治上的第一属性、理论上的第一议
题、工作上的第一要件，坚决带头做到“两个
维护”。要坚持以推动“三服务”为抓手，注
重强化以文辅政、公文办理、党委信息、“零
差错”创建质效，以高质量服务助推地方高
质量发展。要以开展文件会议和督查检查、
填表制表、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三项瘦身
行动”为突破，扎实推动基层松绑减负走深
走实。要以夯实机要密码、保密管理、党内
法规工作基础为保障，确保中央和省州政令
畅通、安全高效。要以发扬“三牛精神”为牵
引，坚持务实为民、敢闯敢试、甘于奉献的状
态和作风，切实把全州办公室系统作风建设
不断引向深入，为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
彩贵州新未来作出黔南新的更大贡献。

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开到县。州委办
公室室务会成员，州纪委州监委秘书长，州
直部门（单位）办公室、各县（市）党委办公室
有关负责人参会。

（本报记者 谢义将）

全州秘书长和办公室主任会议在匀召开

穿过重峦叠嶂的青山，沿着一条蜿蜒曲
折的路，记者来到了荔波县黎明关乡板寨
村。刚进村口，就看到一家农家乐，毗邻广西
河池市，拥有良好生态，有着红色资源，板寨
村的乡村旅游如火如荼。

穿过村口，就是板寨会师旧址，白墙黑瓦
的建筑引人注目，遗址内，红军留下的蓑衣、
用过的灶台等物品，被维护完好。板寨村村
主任江小余说：“今年，来到会师旧址参观的
人越来越多，每天都有上百人，多的时候能够
达到四五百。”

1929年12月11日，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
邓小平同志亲自领导发动著名的百色起义，
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左右江革命根
据地。1930年4月，红七军军长张云逸，红七
军、红八军总指挥李明瑞率领 3000多名将士
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转战黔桂边区，并于
1930年 4月 16日会师于板寨，由此拉开了红
军队伍进军贵州的序幕。

时光荏苒，旧址旁的树木壮大了不少，昔
日的土房，变成了如今的小洋房，旧址旁边的
凉亭里，有着三三两两聊天的村民，前方是一
片希望的田野，绿油油的禾苗迎风招展。

“我们板寨村的产业，在整个黎明关乡来
说，是数一数二的。”江小余说，曾经的板寨
村，村民们的主要收入除了种植传统农作物，

就是外出务工，村里根本没有像样的产业。
为了谋求一个适宜板寨村发展的产业，

多年来，板寨村广大干部群众一直在探索。
2013年，当时还是板寨村副主任的江小

余和村支两委一起，带着村里的 10 多户村
民，去到了福建漳州考察，了解到了黄金蜜柚
的市场和生产技术。回来之后，便在板寨村
种植了200亩的黄金蜜柚。

“我们板寨村是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的核心区，生态资源很好，在我们这里种植黄
金蜜柚，既有经济价值也有生态价值。”江小
余说，如今，板寨村的黄金蜜柚已经发展到了
400多亩。

为将村里的产业发展更好，2016年，通过
招商引资，贵州山水贵客绿色农业有限公司
落地板寨，经过两年的探索之后，2019年发展
起了黄金百香果种植产业，当年效益不错。
2020年，在此前的种植基础上，又扩大到了近
千亩。

公司的引进，大大带动了板寨村产业的
发展。“公司每年带动群众就业4000多人次，
解决我们村部份劳动力，增加群众务工收入
40余万元，土地流转五年费用172万元，就近
务工带动村委会周边六个组群众每年每户均
增加收入5000元以上。”江小余介绍到。

2019年，板寨村还引进荔波精源生态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流转坡格、卡记两组土地230
余亩，种植精品水果脐橙，带动两个组群众就
近务工。

从没有产业到产业遍地开花，板寨村的
这几年日新月异。

“以前要吃饭，还得去舂米，现在打米机
就能打出精细的大米出来。”77 岁的村民韦
奶奶说，以前怎么都想不到，有一天能够吃米
不用舂，做饭不用火。

“现在每天都有很多人来我们村，村里也
更热闹了。”村民韦建良是板寨会师旧址的保
安，他说以前就经常听到老人说红军在板寨
的故事，来到旧址工作之后，对于这段历史了
解得更加清晰了。“我经常下班回去之后，和
家里小孩说红军的故事，希望他能够继承红
军的精神，传承红色基因，长大成为国家的栋
梁。”韦建良说。

板寨村的红色足迹，引来了越来越多的
人到这里“回忆峥嵘岁月”，村里也越发有了
人气，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惊心动魄的红色故
事，让当地的乡村旅游发展风生水起。

“去年，我们有一半的百香果是游客带走
的。”江小余说，乡村旅游的发展，也让当地的
农产品销售更好。“下一步，大力宣传红色文
化，坚持抓好产业发展，打造一个产业兴旺、
乡村宜居的新板寨。”

板寨村：红色资源撬动乡村旅游
本报记者 蒙帮婉 朱丽 肖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