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桑蚕产业因投资少、见效快、效益高等特点
而成了群众增收致富的“新丝路”。近日，罗甸县迎来了秋
蚕大丰收，各乡镇的蚕农们陆续采收、售卖蚕茧，呈现一幅
幅丰收的画卷。

在沫阳镇高峰村村委会院坝里，摆满了大袋小袋、大
框小框白花花的蚕茧，村民们在收购公司的组织下有序抽
号、选茧分级、称重装车。

“今年我已经卖了 6批蚕茧，每批都卖 1000多元。”手
捧着红通通百元大钞的高峰村村民罗爱妹高兴地说，种桑
养蚕比过去传统的生猪养殖相对轻松，只要勤劳，一年能
养八批左右的蚕种，靠着卖蚕茧她能有上万元的经济收
入。

和罗爱妹一样，村民罗德秋也是村里最早一批种桑养
蚕的蚕农。前些年，他还能靠着外出务工为家里增添些收
入，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已经无法外出务工，但作为一家之
主，闲着在家，一家人的生活该怎么呢？在村“两委”的宣
传和引导下，他便报名参加种桑养蚕。如今，罗德秋已经
养蚕三年,种了 12亩桑树，每一批喂 4箔到 5箔，养蚕的收
入让他家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沫阳镇高峰村全村 362户，村里大部分年轻人都在
江苏、浙江等地务工，留下的都是老人和小孩。2019
年，罗甸县沫阳镇高峰村引进投资少、见效快、效益高
的种桑养蚕产业，并在短短几个月内就让村民们享受到
了产业带来的红利。面对收获的第一桶金，村民种桑养
蚕的积极性愈发高涨，种桑养蚕规模在逐年扩大。截止
目前，全村种桑养蚕规模已发展到 850余亩，年产值近
600万元，覆盖全村 128户，此外还带动了周边 5个村 63
户发展近300亩桑树种植，年产值达270万元，实现户均
增收2万余元。

“我们将以现有的种桑养蚕产业作为起点，激发村民
发展产业的热情，进一步发展林下鸡、小黄牛养殖等多
种产业，拓宽产业发展类型，进一步开拓发展乡村振兴
工作。”站在乡村振兴这个新的起点上，如何发展好村里
的产业，高峰村驻村第一书记饶星不仅思路清晰，同时
也充满了信心。

在边阳镇明星村蚕茧收购点，也是摆满了大袋小袋
雪白的蚕茧，村民们在收购蚕茧公司工作人员的引导下
忙得不亦乐乎。

“种桑养蚕能够让我们在家就有很可观的收入，还能

够很好地兼顾到家庭。”边阳镇明星村村民谭兴英是村里
的养蚕能手，一年前在村里和公司的引导下开始种桑养
蚕，如今她养出的蚕茧不仅产量高、质量好、等级高，比之
一般的蚕茧来说更是卖出了好价钱，家里的生活也因此得
到了极大的改善。村里的大部分村民和她一样发展了种
桑养蚕，桑蚕产业逐步成为明星村里的主导产业。

罗甸县自 2018年引进种桑养蚕产业以来，像高峰村
和明星村一样通过种桑养蚕实现脱贫致富的就有 98 个
村。在农业现代化的推动下，罗甸县还将继续强化有企

业带动、有村社组织、有市场销路、有红利共享、有综
合保障的“五有模式”积极推进桑蚕产业发展。目前，
全县已种植桑树16860余亩，促进全县7个乡镇2000多户
实现增收，桑蚕产业真正成了群众脱贫致富的“新丝
路”。

在下一步农业现代化的规划中，罗甸县将新增桑树种
植 14000亩，预计带动农户 1000户以上，产业投产后预计
年产蚕茧1500吨以上，年产值达到1500万元以上。

（卢熙茶 本报罗甸记者站 黎庆贤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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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展现有令行、有禁止、勤作为、快作
为、敢担当的执法风貌，都匀公路管理局持续畅通
投诉举报和求助渠道，对各类举报投诉或转办，坚
持做到有诉必回、有求必应进一步增强了公路沿线
群众获得感。

9月 4日，都匀公路局接到群众反映，称有部分
外省籍超限车辆在 G210 线上昼伏夜出，绕行躲避
检查，严重危害了出行和公路安全。该局立即组织
人员进行摸底排查，同时结合跨省际超限超载车辆
行驶路线进行分析研判，决定组织平塘、独山、三都
公路管理段开展代号为“破晓”的南部片区超限治
理专项行动。

行动从 9 月 4 日晚 10 时一直持续到 9 月 5 日 8

时，平塘、独山、三都公路管理段分别从 G552 线、
G210 线、G243 线三个方向出击，出动执法人员 28
人，通过“围、堵、截”方式，查获跨省际违法超限车
辆 27辆。经检测，上述车辆载货总重均超过 80吨，
其中不乏超限比例高达 200%的公路杀手“百吨
王”。目前上述车辆均已被责令卸载，正等待公安
交管部门的处罚。

都匀公路管理局将保持对违法超限行为的高
压，利用“固定治超”“流动治超”两张牌，坚决打好

“保卫战”“歼灭战”两场仗，以实际行动维护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保护公路桥梁建设成果。

图为执法人员向驾驶员宣传超限车处置程序。
（苏航 李军 何小波 摄影报道）

都匀公路局：

雷霆出击 破晓护路

本报讯 今年以来，福泉市市场监管局充分发挥食安办牵头
作用，协调多部门联动筑牢预防野生菌中毒防线，有效降低了食用
野生菌中毒事件发生频率，保障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强化宣传教育。食安办各成员单位充分利用“食品安全宣传
周”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防范食用野生菌中毒宣传活动；市级各级
（类）媒体播放食品安全预警信息和食品安全（野生蘑菇）科普知
识；教育部门通过“小手牵大手”活动扩大宣传覆盖面，利用家长微
信群、QQ群宣传预防食用野生菌中毒知识；各乡镇利用赶集日强
化预防食用野生菌宣传教育，组织村级食品安全协管员将预防野
生菌中毒宣传海报、卡片张贴到村、发放到户，做到家喻户晓，提高
群众的食品安全意识。截至目前，福泉市开展宣传咨询活动25场
次，张贴海报300份，发放野生菌宣传资料5000余份。

强化监督管理。乡镇（街道）、林业部门在山地、林地主要出入
口设置警示牌，及时劝阻群众采食野生菌；强化餐饮服务单位、交
易市场监管。市场监管部门强化农家乐、餐馆、各类食堂、酒楼、烧
烤摊等餐饮服务单位及和超市、农贸市场、夜市等交易市场的监督
检查，严把野生菌采购和加工关，及时消除食品安全隐患；综合执
法、市场监管部门强化临时市场的规范管理，取缔自发形成的“马
路市场”“路边摊点”，引导流动摊主入市集中经营，确保各类野生
菌售卖行为得到有效监管。

强化应急处置。成立预防野生菌中毒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市
乡两级预防野生菌中毒工作应急预案，开辟野生菌中毒救治绿色
通道、成立专家治疗小组，提升救治实效。运用专家和科技力
量，保证第一时间掌握野生菌中毒事件信息，准确判断事件性
质、程度、影响等因素，及时妥善处置事件、保障人员安全；严
格按照规定将事件信息报送相关部门和领导，确保信息及时有效
报送。强化食安办与各方面的联络，确保信息、指示、请示传送
畅通；着力提高协调水平，健全长效合作机制，充分调动各方面
积极性，形成工作合力。截至目前，设立食源性疾病监测哨点医
院 18个，通过微信、视频会议、现场培训等方式，组织医务人
员、村卫生室人员开展预防食用野生菌中毒防治专业知识培训、
讲座51次，培训1500余人次。

（杨跃云 杨琼 吴紫花）

福泉：

筑牢预防野生菌中毒防线

本报讯 9月 5日至 9月 8日，人保财险黔南分公司开展形式
多样的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跨境赌博集中宣传活动，进一步增
强全民防骗、识骗、拒骗意识，

期间，人保财险黔南分公司通过“线上+线下”双渠道开展宣
传活动，一方面通过在职场电子屏幕循环播放“反诈拒赌，安全支
付”“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跨境赌博，我们在行动”宣传标语、利
用微信平台新媒体转发防诈拒赌宣传教育内容、引导员工和客户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APP等方式开展线上宣传，另一方面通过走
进人群密集场所设立宣传咨询点与群众进行面对面讲解防诈拒赌
相关知识、在营业网点悬挂宣传横幅并摆放由国家反诈中心编制
的《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等方式开展线下宣传。双渠道面
向客户、从业人员和社会公众开展宣传教育，不断提升宣传教育参
与率和覆盖面, 切实提升宣传效果，筑牢全社会共同防范、抵御电
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防火墙”。

（左杨玲）

人保财险黔南分公司：

开展打击网络诈骗、跨境赌博宣传活动

金秋时节，金黄灿烂的三都水族自治县大地，一台台稻谷收割
机正在助力稻谷抢收。这些收割机是从广西来的，按亩收费，每亩
100元，每年8至10月份就来，待三都县当地群众的稻谷收割完了
才回广西。图为收割机在将稻谷出仓、装袋作业。

杨先道 杨忠勤 摄

三都：

田间稻谷黄 收割机来帮忙

本报讯 9月2日，瓮安县天文烟叶站，成捆烟叶整齐
排列，等待分级“检阅”。场内，36个分级工人挥动双手，清
杂、分级、装筐，满屋的金叶桔黄油润，香气袭人。另一头，
分级好的烟叶正在对样、定级、过磅，一切井然有序。

“我们 8月 12号开始收购，目前全县的烟叶收购进度
是57.5%，任务已经过半，同比快了19%。”瓮安县烟草公司
副经理苟正贵介绍，今年瓮安县烟叶种植面积 2.23万亩，
合同种植户715户，预计收购量265万公斤，目前均价每公

斤 32.26 元，上等
烟比例 81%。其
中，天文烟叶站服
务烟农 39 户，烟
叶种植面积 1700

亩，预计收购量 18.5万公斤。“这里每天 5000公斤左右的
收购量，分级费每公斤一块一，两人一组。”

来自乌江村的杨泽群和江再琼是一对“黄金搭档”，一
个负责清杂，一个负责分级，两人动作娴熟干练。“早上 7
点半上班，下午 6点左右下班，每天可拣 300公斤左右，每
人能拿到160、170元，烟多的时候，会有200多元。”江再琼
说，自己在街上开有门面，每年这个季节都会关门，到烟叶
站来做分级工。“这份工作不是很辛苦，打 40 天工能挣
7000多元，很好啊。”

说话间，烟农向孔军拉来 1000多公斤烟叶。“今年是
第三次卖了，前两次卖了 1500多公斤，收入 5.7万元。”向
孔军擦了一下汗水说，自己种了 45 亩烟地，除掉种烟成

本，收入大概有10多万元。“现在烟叶站服务非常好，提前
预约售烟，烟拉来了，只需进场的时候拍下照，要好编码，
把烟放在固定的位置排起队，人就可以回去干活了，分好
级定好级过完秤，会通知我来签字确认，然后钱打进账户
里，一点也不耽误事。”

近年来，黔南烟草加强精细化服务管理，全面推行
“151”精准收购模式，即一套样品、五个精准、一个编码，实
行“一包一码”全程管理，严格落实收购各环节的精准管
控，严把烟叶收购等级合格率和纯度，全州等级合格率均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连续五年全省第一家完成收购任务，
收购质量实现新突破。

（卢相东 本报记者 刘雪红 李庆红 摄影报道）

瓮安：烤烟收购秩序井然

蚕农在卖蚕茧

分级工场分级工场，，井然有序井然有序

分级现场分级现场

对样定级过磅对样定级过磅

本报讯 金秋九月，天气晴好，正是适宜收割的时节。近日，
龙里县龙山镇莲花村联合驻地部队官兵，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助力
秋收。驻地部队出动一个班士兵和当地10余名党员志愿者，帮助
村民收割玉米逾1000斤。

秋收工作开展前，莲花村驻村干部逐户了解村民家庭情况，将
缺乏劳动力、有秋收困难的家庭作为重点帮助对象。收割现场，驻
地部队官兵及党员志愿者们顶着烈日，在田间地头掰玉米、搬玉
米、忙得不亦乐乎。

莲花村老寨组村民唐恩奎是本次秋收的受益人之一。通过前
期走访，村干部们了解到老人已经 65岁，家中无劳动力。收割结
束后，老人拉着部队官兵们的手激动地说：“你们真是太好了，感谢
你们来帮我家收玉米，解决了我的困难，我心里感到很温暖！”

近年来，莲花村充分发挥有驻地部队驻扎的优势，多次组织形
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和慰问活动，积极营造“军民团结一家亲”
的浓厚氛围。今后，莲花村将继续开展军民团结共建活动，共同续
写军民融合发展新篇章。 （王丽蓉 李馨）

龙里龙山：

志愿服务暖民心 军民团结助秋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