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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里县在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工作中，始
终把试点工作作为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机遇和
重要改革课题进行把握；作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的重要抓手进行推进。近三年来，龙里县紧紧围绕

“聚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展形象”使命任务，以“牢记嘱托·
感恩奋进——德行龙里·志愿黔行”为主题主线，进一步加强
和改进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找到了一条
党建引领新时代文明实践，加强新时期基层社会治理，促进
乡风文明提升，助推乡村振兴开展。

强化思想引领，推动党的理论深入人心。龙里县少数民
族和农村人口多，文化水平不高，学习理论政策渠道少，群众
参与度不高，基于这样的现状，该县探索出了民族化宣讲融
入民族习惯、文艺化宣讲融入文艺活动、生活化宣讲融入生
活场景、时代化宣讲融入时代脉搏的“四化四融入”理论宣讲
新模式，创设了“山歌伴飞新思想”“画说新生活”“新时代文
明实践大讲堂”等主题宣讲活动，推动党的理论“飞入寻常百
姓家”。“山歌伴飞新思想”唱响主旋律，以自然村寨为单位，
组建山歌创作传唱志愿服务队伍700余支9000余人，将党的
创新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疫情防控、厉行节约、民法
典和党史学习教育等编写创作山歌 4000余首，通过举办“萤
火虫好声音”比赛，搭建了以群众为主体的理论宣讲平台；截
至目前，全县开展机关干部和农村（社区）组织开展比赛达
500余场（次），农村群众、机关党员干部 8万余人参与其中。

“画说新生活”引领新风尚，按照“山歌伴飞新思想”理念模
式和思路方法，引导群众将新思想、新政策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融入到苗族绘画、刺绣、蜡染等民族技艺传承创作中，
组建了民族绘画刺绣等文艺文化队伍200余支4000余人，发
动群众绘制反映民族文化、脱贫攻坚成效、移风易俗、乡风文
明等主题的民族绘画作品6000余幅，墙绘3.7万平方米，打造
了一个具有少数民族绘画特色的“苗族绘画露天博物馆”。

“新时代文明实践大讲堂”传播好声音，围绕全县各级各部门
需要向社会宣传宣讲的理论政策、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好经
验、好做法、好故事、好典型，开设新时代文明实践“大讲堂”
栏目，以招募志愿者、现场录播的方式向社会传播，弘扬时代
主旋律，传播好声音；目前，已组织录播了42期，网上点击阅
读量超过150万次。

坚持回归本源，激发群众内生动力。聚焦制约基层社会
发展的难点、堵点和痛点，创新以人居环境整治为突破口，以
激发群众内生动力为目标，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新时代文明实
践“大比武”，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凝聚

强大动力。构建区域化网格化，凝聚服务群众机制，结合龙
里县山区群众居住分散、服务半径大、服务精准度不高实际，
在中心、所、站三级设置的基础上，按照便于服务、便于管理、
便于发动群众原则，在农村，以自然寨为单位建立文明实践
点788个，并按照10至20户不等，划分网格3296个；在城区，
以城市小区或者商业行业区域、园区企业、旅游景区等为单
位设置文明实践点139个，构建了中心、所、站、点四级工作体
系，采取区域化网格化发动群众的模式，推动形成县级谋划、
部门协同、镇级推动、村级落实、网格化实施的工作格局。引
导群众成为发展主角，坚持以群众为主体，围绕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产业发展和基层社会治理、乡风文明等各项重点工
作，在全县驻村干部、镇村干部的组织发动下，10万余农村党
员群众被发动起来，采取“共商、共筹、共建、共管”模式，完成
了全县 788个自然村寨人居环境整治全覆盖；创建 500亩以
上产业示范坝区 18 个，产业发展示范点 423 个，稻田鱼、茶
叶、油茶等产业实现从无到有，再到分别突破 10000亩规模，
曾经的22个深度贫困村逐步向小康村迈进。文明实践“大比
武”比出新气象，围绕新思想传播、模范机关创建、人居环境
整治、产业发展、乡风文明、基层社会治理等重点工作开展，
建立了新时代文明实践“大比武”机制。各镇（街道）以村或
寨为单位，每 1到 2个月，组织开展一轮比人居环境、比产业
发展、比乡风文明、比基层治理等文明实践“大比武”；每季
度，组织召开1次由县、镇、村领导干部参与的党建引领新时
代文明实践助推乡村振兴现场观摩推进会，到部门、乡镇、村
寨进行现场观摩评比，推动形成部门与部门、镇与镇、村与
村、寨与寨相互比学赶超的氛围。

聚焦基层治理，推动群众自管自治。围绕凝聚群众、组
织群众、教育群众、引导群众，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组织
力，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对基层农村党组织提出了能开
会、能议事、能管理，创组织先锋、创文明典范，个人比服务、
家庭比文明、村寨比和谐的“三能两创三评比”创建标准和要
求，引导群众自管自治。组建群众性自治组织，以自然村寨
为单位，组建党组织引领下的“寨管委”“组管委”“红白理事
会”788个，组建“萤火虫网格员”志愿服务队、“家乡美志愿服
务队”“邻里互助志愿服务队”等各类群众性自治组织和非项
目化志愿服务队伍 2356支，累计收集群众需求诉求、意见建
议 1.6万条，围绕村寨发展建设、移风易俗、环境整治等召开

“板凳会”“院坝会”26000多场（次），推动群众自商自筹自建
自管。引导群众自管自治，在各村（社区）党组织带领下，全
县 79个村（社区）788个自然村寨重新修村规民约和寨规寨
训全覆盖，每个自然村寨都建立了“红黑榜”比服务、比文明、
比成效等比学赶超的正负面晾晒机制、环境卫生网格化包保
制度。形成村寨集体事务大家共议，村寨发展建设大家共
为，村寨管理治理大家共治的良好氛围。培育文明乡风，围
绕“村寨比和谐、家庭比文明、个人比服务”的“三评比”内容，
深化文明创建，县镇两级每年广泛开展不同形式的文明类别
评比活动；2019年以来，全县涌现出各级各类先进个人集体、
文明家庭、文明村寨等 4989个，带动全县 26000多户农村家
庭主动“贴牌”亮身份、亮承诺、亮行动和“晒家风、亮家训”活
动。全县2110名脱贫群众自发组建“感党恩”志愿服务队69
支，参与到村寨建设、环境维护等集体活动中，提升了乡风文
明程度。

加强基层社会治理 促进乡风文明提升
——龙里县抓文明实践助推乡村振兴小记

罗玉元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走进长顺县白云山镇猛秋村松纳肉兔养殖
基地，一座标准化养殖厂房规划整齐、错落有致，格外
引人注目，走进养殖厂房，一排排兔笼干净整齐，兔子
正在吃“午餐”，厂房内还配有风机、水帘等设备，兔笼
下方设置了粪便冲刷水道，让兔子在舒适干净的环境中
成长。

该基地 2016 年开始建立,2018 年在政府的帮助下，
投入 20万元扶贫项目资金,扩建 300平方米,与 10户农户
达成利益连接，采取分红机制，按扶贫资金的 6%、
7%、8%逐年平均分红给 10户农户。目前，该养殖基地
现存栏量 3000-4000 只，采取“村委会+运营主体+农
户”运作模式。

“这个松纳养殖基地自修建以来，2018年我们为基
地申报了20万项目资金，同时覆盖10户农户，分红第一
年 1200元；第二年 1400元；第三年 1600元。同时为巩
固脱贫攻坚成效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白云山镇猛秋村村委会主任陈海平说。

2016年，松纳肉兔养殖基地负责人先永因家庭原因
在家要照顾家人，一家人仅靠丈夫外出打工来维持生
计，生活很紧张，于是她想到了创业。她说：“由于家庭
原因，上有老人下有小孩读书，出不去打工，所以就弄
了兔业养殖，农村在家的妇女太多了，就想通过养兔走
出一条致富路，带动全村妇女一起致富。”

兔业养殖也不是说成就成，在首次养殖时也面临了
存活率不高、不产仔的困境，为解决这个问题，她还专
门请了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指导，最后成功解决了初期的
技术问题。

“2017 年养殖场建了之后就开始生产，请了一个师
傅，指导了一年多，现在已经能够正常运作，把兔子养
大直到产仔，能达到95%的存活率。”先永说。

兔子养成之后，寻找销路与市场成了下一个难点，
为此养殖基地先是积极与长顺、惠水等地餐馆合作，并
大力开拓省外市场。现一个月大约有1000多只兔子销往
广西、四川，400余只销往餐馆，每斤售价 12至 15元，
年产值大约40到50万元。

“这个松纳养殖基地兔子肉质非常好，每次拉兔子给
我们也没有出现缺斤少两的情况，价格也很公道，基地
我也是亲自去看过，环境非常好，养殖场也非常大，是
我见过这么多兔子养殖场最大的一个。”餐馆老板罗朝刚
说，“我们经常和这个肉兔养殖基地保持好合作关系。”

猛秋村委会主任陈海平说：“我们村下一步计划申报
肉兔深加工项目，以点带面扩大肉兔养殖的规模，壮大
村集体经济，增加农户收入。此外，猛秋村还将发展生
姜、辣椒等高效农业产业，带动群众致富，促进乡村振
兴。”

（本报长顺记者站 匡垚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近日，荔波县税务局抽调业务骨干组成税收“顾问
团”，实地深入帮扶村架桥村为集体经济送上政策和真情帮扶，
用实际行动助力乡村振兴。

荔波县税务局紧扣“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总
要求，结合“我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暨便民办税春风行动”，
以2021年助力小微企业发展“春雨润苗”专项行动为契机，开展

“村企送服”活动，
送“实干”。税收“顾问团”通过派驻村第一书记韦宏静了

解到，架桥村目前正在发展种植罗汉果项目，但遇到劳力缺乏
的困难。于是，税收“顾问团”主动实地帮扶种植，切实为村民
群众办实事，税收“顾问团”的成员们化身为劳动者，顶着炎炎
烈日，在农户的指导下，他们绑秧苗、搬竹竿、立扶杆、拉线网，
帮农户们将一株株代表希望的罗汉果幼苗播种田间。

送“政策”。在劳作休息间隙，税收“顾问团”为村集体经济
的社员们发放税收政策宣传手册，向他们宣传便民春风行动和
春雨润苗的相关举措，为他们解答小微企业成长周期的相关涉
税事项，从电子税务局登记确认到发票领用的开具，再到季度
的申报和涉农相关税收政策的讲解，税收“顾问团”成员们细致
耐心的回答得到了大家的好评。

下一步，荔波县税务局税收“顾问团”还将通过多渠道收集
小微企业办税存在的困难，定期开展入户“点对点”辅导，用税
务政策服务之“春雨”滋润乡村企业茁壮成长。

（荔税务）

荔波县

税收“顾问团”深入帮扶村办实事

本报讯 7月 29日 龙里县洗马镇开展乡村振兴 2021年第
二季度“擂台赛”现场观摩评比活动。

观摩活动采取“听、看、比、评”的形式，分别对各村（社区）
人居环境提质改造、产业发展工作进行实地观摩。在各村观摩
点，观摩队成员认真听取了各村（社区）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整
治的介绍，各观摩队带队领导现场做交流发言，通过观摩评比，
交流了经验，明确了差距，提升了水平，达到了各村（社区）互相
学习、互相交流、共同提高的效果。

观摩队员表示，将以此次观摩活动为契机，化压力为动力，
学先进、查不足，补短板、明思路、促提升，将乡村工作抓实抓
细、抓出特色亮点、抓出成绩效果，努力建设美丽富饶乡村。

近年来，洗马镇坚持用好“擂”字决，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产业发展等工作观摩评比，以观摩加压，用评比带动，推动各项
工作高质量发展。

（姜锐峰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近年来，荔波县紧扣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积极抢抓加快建设农业强县的战略机遇，着力推进农业产业
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市场化发展，切实有效推动农业现代化
提档升级，先后荣获“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先进县”“全国
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等称号。

产业“规模化”，提升农产品增收新动力。以“园区+坝区”
建设为引擎，采取“公司+基地+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等
模式，大力发展果、蔬、畜、茶、药、蚕等山地高效特色产业，着力
打造农业产业示范基地、“一村一特”产业示范带，以点成线、以
线成面，形成规模，辐射带动全县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目前，
已建成龙宝山桃园、拉岜蜜柚等“3个万亩”示范园，全县蔬菜种
植 14万亩、精品水果 13.5万亩、桑园 4.2万亩、青梅 3.2万亩、中
草药 2.25万亩，茶叶 1.72万亩；培育阳凤大米、瑶麓小花生等一
村一特产业 30个；2020年，农业总产值达 12.49亿元、农林牧渔
业总产值达22.39亿元。

产业“标准化”，提升农产品安全新实力。加快推进标准化
产业基地及技术推广队伍建设，建立健全标准化组织体系、食品
安全监管监测追溯体系，加大“三品”认证力度；推进标准化农业
生产，做到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的标准化，确保生产出“优质、
安全、高效”的产品。目前，全县拥有各类农机具3.1万台，农作
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75.63%；全县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
配套率90%以上；实施精品水果提质增效4万亩，优果率达80%，
桑蚕提质增效0.5万亩。

产业“品牌化”，提升农产品市场新引力。深入实施品牌强
农战略，狠抓农业产品提质增效，以品质出品牌、以品牌保品质，
推动农业产业由高产量向高质量，由“种得好”转向“卖得好”转
变，提高农产品供给质量。充分利用荔波“世界遗产地、地球绿
宝石”品牌效应，将“荔波蜜柚”“荔波枇杷”“瑶山鸡”等农特产品
品牌打造成为“金字招牌”，积极申报佳荣牛、荔波石斛、阳凤大
米等农产品的商标注册、申请专利，提升品牌市场知名度。目
前，荔波枇杷、荔波蜜柚、荔波瑶山鸡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认证，全
县共有“两品一标”产品86个，种植面积达26万亩，以“荔优、荔
物、荔市”品牌为引领，新培育旅游商品50个以上。

农业“市场化”，提升农产品营销新活力。建立完善适应农
产品网络销售的供应链、运营服务体系，完善县乡村农业信息服
务网络，通过网络带货、网络推广、农产品交易会及“荔波优品”
平台建设等方式，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畅通“黔货出山”通道，
将农产品推向县外市场。目前，全县国有农产品平台转型流通
企业12家，龙头流通企业133家，农产品分拣包装或加工生产线
88条，种养加工企业落地荔波45家，合作社285个，专业大户40
个，农村经纪人队伍达 240人，订单农业占比 40%，中小型冷库
容量 35 家，机关事业单位等公共机构本地农产品采购占比达
88%。 （本报荔波记者站 黎以坚）

荔波县着力推进农业产业“四化”发展

本报讯 近日，农技人员们正忙着走进田间地头为农户
做农药减量增效、安全用药技术、水稻重大病虫害绿色防控与
统防统治技术培训，并现场使用无人机飞防。飞防现场，技术
员配好农药后，倒入无人机自载容器，在操控人员的操作下，
无人机缓缓升空，平移到稻田上方，多个喷头一起喷洒，不到
5分钟就完成了五六亩稻田的低空喷洒作业。

在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中，平塘县农业农村局积极开展
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水稻病虫害综合防治试点项目，有效控
制稻田病虫灾害，保障粮食增产增收。

看着无人机飞防作业能快速、均匀地完成农药喷洒，平舟
镇董联村五组农户熊树凡说；“以前用人工打药，一个人一天
只能打四五亩，现在机械科学发达，来帮我们打了整个坝子的
田，节省了我们的好多时间、劳力，帮助我们获得大丰收。”

通过现场飞防和农技人员的讲解，农户了解到与传统人
工喷雾器相比，无人机作业具有高效、节药、优质、安全、便利
等特点，这次飞防不仅拓展了他们的视野，增长了知识，还激
发了大家使用现代化农机具、新技术的热情。

“通过今天的培训，我们知道了科技兴农，现代化的农业
设备可以使我们节省很多时间，便于我们今后大面积的种植，
获得更好的效益。”平舟镇董联村五组农户熊天豪说。

目前，平塘县部分早栽水稻处于始穗期，正是防治穗颈瘟
等病害的最佳时期。平塘县农业农村局在飞防中使用低毒、
低残留的农药和生物制剂，有效提高病虫防治效果，保障农产
品质量安全及环境安全，近期通过飞防已完成水稻统防统治
2300亩，并将持续开展此项工作。

平塘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相关负责人说：“统防统治的目
的就是让我们在统一的时间，统一配药，进行统一的防治，这
样可以减少老百姓用药次数和用药量，达到农药减量增效的
目的。”

“通过社会化的防治，我们有效的提高了农药的施药效
果，减少农药的施药量，从而有效降低我们农药的面源污染，
为我们平塘县创建农产品安全示范县奠定基础。”平塘县农业
农村局种植中心相关负责人说，“随着我们社会化服务的不断
推广，促进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集中转变，助力乡村振兴
和农业高质量发展。”

无人机飞防只是平塘县农业农村局常态化开展农业生产
社会化服务的其中一项举措。针对近年来，农村强劳动力大
量外出务工，土地耕种面积减少，收益较低的问题，平塘县农
业农村局还组织了社会化托管服务，农户给出一定的服务费，
由合作社和企业对耕种育苗、施肥、管理、病虫害防治、收获的
单个或整个环节进行托管，有效降低了农户的生产成本，促进
农民增收。 （本报平塘记者站 李江琴 左再霞 杜朗）

平塘县

社会化服务保农业促增收

党员干部和群众一起建设美丽家园 潘希来 摄

“萤火虫好声音”评选季赛现场

给兔子喂饲料 检查兔子生长状况

长顺县：发展肉兔养殖解锁增收“密码”

龙里县洗马镇

擂台赛观摩比出好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