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月的黔南正值颜值巅峰，举目远眺，层峦叠翠，水清河
畅，“江从白鹭飞边转，云在青山缺处生”的美丽风景随处可
见。

优良生态环境是贵州最大的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黔
南矢志不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始终坚守发
展和生态两条底线，以生态文明为引领，围绕“四新”主攻“四
化”，推进绿色低碳发展，走出了一条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
化的绿色经济发展之路。

绿色发展步伐更快
在独山县上司镇，原本贫瘠的荒山上，一排排光伏面板

在太阳的照射下泛着蓝光，犹如一朵朵蓝色的“向阳花”奋力
生长，把丰富的太阳能转换为源源不断的绿色能源。

近日，罗甸县也传来了好消息。50亿元地面光伏发电基
地项目落户罗甸，该基地规划建设光伏项目 12个，总装机容
量100万千瓦，建成后年发电量约15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煤
耗约50万吨，相应碳减排量110万吨以上。

据了解，素有“天然温室”之称的罗甸，光能优势尤为突
出，目前已建成并实现全容量并网的光伏电站共有 18个，总
装机容量 159.8MW。向光而生、逐风而行，罗甸正以清洁高
效电力为首位产业，积极抢抓碳达峰、碳中和的政策机遇，推
动形成水力发电、光伏发电、风力发电、垃圾焚烧发电“四电”
齐头并进的现代能源产业格局，努力打造成为区域性新能源
产业基地。

在荔波县泰龙西苑，摆放的智能垃圾箱格外显眼，居民
正拎着大包小包废纸和垃圾按照分类窗口投放垃圾。今年
以来，荔波县运用大数据打造智能垃圾分类试点，建成智能
化垃圾分类系统，建有智能垃圾分类试点20个，覆盖县城9个
住宅小区和大小七孔景区，为扮靓荔波旅游城市“颜值”加
分。

绿色低碳发展是生态文明理念的基本内涵，也是践行新
发展理念、实现生态文明的主要途径之一。今年以来，黔南
在坚定不移抓生态环境保护的同时，不断加大生态产业的招
商引资，一方面积极发展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一方
面对化工、冶金等传统产业进行绿色化改造，狠抓绿色园区、
绿色工厂、绿色产品建设，积极发展生态利用型、循环高效
型、低碳清洁型、环境治理型产业，着力推动生态环境“高颜

值”和经济发展“高质量”协同发展。

绿水青山颜值更高
金秋时节，走进罗甸县龙坪镇大关村，入眼一片美景：远

处，群山苍翠，绿意葱茏；近旁，草木掩映、鸟儿翩飞，一派和
谐景象。

这是黔南的一个普通却又特别的山村。在 20世纪 80年
代，大关村石漠化严重，全村 1270亩旱地分布在 180多个山
垭、窝凼和陡峭的石头旮旯里，全村找不到一块超过 10平方
米的自然平整地。1983年，村支书何元亮带领村民开始劈石
造田，虽然解决了温饱问题，但也给原本生态脆弱的大关“雪
上加霜”。从1993年开始，大关人又团结起来“养山”，家家户
户上山种树，积极投入到退耕还林中。如今，大关村坐拥
42845.4亩林业资源，森林覆盖率达68%，石头缝里种岩黄连，
路边田里是一枝黄花，还有树上的铁皮石斛，绿色红利正源
源不断地释放。

从过去的石漠化地区到现在的生态绿洲，大关村之变，
成为黔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最生动实践样
板。今年以来，黔南通过全面实施林长制，州、县、乡、村四级
林长制组织体系全部建立，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66%以上。完
成退耕还林、森林抚育、退化林修复等营造林22.7万亩。完成
林业总产值 384亿元，与上年同期同比增长 13.9%。同时，全
州水务系统综合治理河道 35 公里，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140.6平方公里。开展“爱家有方、护园有法”清岸清水活动
320余次，清理河流218条600余公里，清理垃圾30余吨。

家住三都自治县九阡镇荣咬村的潘家训早早地就到附
近林场开始一天的劳作，她每天的工作就是在林场里间伐、
修剪林木枝丫和种植树木。伴随着碎枝机的轰鸣声，砍伐的
废树枝被分解成木屑，被送到当地食用菌加工基地，加工成
为菌棒，再被送至全县各个食用菌基地等待出菇。基地出完
菇的菌棒又将运往肥料厂加工成为有机肥料，对林改培、中
幼林抚育、黄桃、黄精等林下产业进行施肥，实现循环利用。

这就是“国储林项目”，国储林是为中国未来储备“绿色
宝藏”。据了解，全州规划国储林项目建设 200 万亩，总投资
近 170 亿元。国储林建设覆盖 485个村，为壮大村集体经济
提供了有效支撑，目前带动 150 多个村集体经济发展，覆盖
1.2 万户、4.5 万人增收，人均增收 6000 元。黔南通过国储林
项目建设，实现了“国家得木材、社会得生态、群众得利益、企
业得发展”的四重红利。

青山不语花常笑，绿水无音鸟作歌。黔南是长江、珠江
上游的重要生态屏障，造林添绿，不仅是黔南筑牢“两江”上

游生态屏障的必然要求，也是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守
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必然要求。

金山银山成色更足
连日来，在龙里、贵定、长顺等多地，刺梨已经进入了黄

金采收季，农民忙着抢抓好天气采摘刺梨鲜果，企业忙着收
刺梨鲜果加工成产品。

“早上8点多就到基地，一直要忙到下午5、6点。”村民杨
金脸上挂满笑容，刺梨丰收带来的喜悦溢于言表，他一天能
采摘500、600斤刺梨鲜果，一天下来有180元左右的收入。

“今年，山王果将以市场均价 6元每公斤的价格，对合作
农户的有机刺梨鲜果做到应收尽收、保价保质。”山王果集团
负责人介绍道。

“十四五”期间，黔南坚持把刺梨产业作为围绕“四新”主
攻“四化”的重要抓手，刺梨产业围绕“稳规模、提质量、强加
工、扩市场、建标准、创品牌”总体思路，打造“刺梨良种繁育
基地、刺梨标准种植基地、刺梨产品加工基地、刺梨康养文化
基地、刺梨科技开发基地和刺梨产品交易中心”五基地一中
心，建立“公用政策、公用技术、公用品牌、公用标识、公用宣
传”体系，夯实产业基础、提升产品质量、拓展产品市场、畅通
产业循环，全力推进刺梨产业开新局、抢新机、出新绩，快速
推动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目前，全州已完成刺梨基地抚育提质建设13.2万
亩，今年刺梨鲜果产量达到 7.03万吨，比去年增加 1.83万吨，
增长35.2％。刺梨产品同比销售增加0.65万吨，累计销售3.2
万吨，销售额达到6.5亿元。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做好生态文明建设工作，
对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除刺梨产业外，黔南林
下经济大有可为。通过积极培育林药、林菌、林菜、林花、林
茶、林禽（畜）、林蜂、林康八大产业支柱，把加快林下经济高
质量发展作为纵深推进农村产业革命、促进农民稳定就业增
收、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动在生
态文明建设上出新绩的重要途径，充分发挥森林资源、自然
条件、产业基础、要素组合等优势，努力把良好的生态优势转
化为经济优势。据统计，目前全州林下经济总面积 272万亩，
总产值突破50亿元。

苍树吐翠，碧水泛波。站在“十四五”的起点上，黔南着
力把优良的生态环境作为最大的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来打
造，“生态之州·幸福黔南”的美好画卷，正在黔南大地渐次展
开。

生态环境生态环境““高颜值高颜值”” 经济发展经济发展““高质量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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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开展半年攻坚行动

本报讯 9月12日，贵州广播电视台《今朝更好看》大
型融媒体直播黔南篇在贵州卫视、动静新闻客户端、贵州
广播电视台宽带电视G＋TV、联通App同步直播。直播采
取“演播室+现场直播连线+视频短片+航拍”的形式聚焦
黔南围绕“四新”主攻“四化”的生动实践，充分展现了

“生态之州、幸福黔南”的魅力。
在《今朝更好看》直播中，贵州广播电视台记者与黔

南电视台的记者分别走进长顺、荔波、独山、龙里、瓮
安、都匀等地，关注了这些地方“十三五”以来的发展变
化，展示了黔南自然风光、特色产业、民族文化、人文旅
游等，以及“十三五”以来黔南的发展成就和宝贵经验。
直播过程中，演播间里，两位主持人还专门为都匀毛尖茶
带货。

州委书记唐德智在直播中带着记者领略了绿博园的优
美风景，就黔南在“十四五”期间如何立足自然生态资源

禀赋，做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文章，抓好营商环境和
项目建设，促进乡村振兴，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繁荣发展，奋力
打造“生态之州、幸福黔南”，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据了解，“今朝更好看”大型融媒体直播暨“宣传促消
费行动”助力乡村振兴系列活动由贵州广播电视台推出，
充分运用融媒体大屏小屏互动，省级主要媒体与商业平台
跨屏联动创新方式，KOL、网红以现场参与等多种形式，
推介贵州九个市 （州） 旅游景点及农特产品，以市 （州）
为单元，策划开设“直播带货”等系列宣传活动，展现各
市 （州） 风光等特色风物，打造轻松、好看、有趣的融媒
体系列报道，实现“旅游目的地”及农产品高成长企业品
牌的推广，整合线上、线下营销方式，纵深推进“宣传促
消费行动” 将宣传资源转化为营销手段、力促市场份额、
取得经济效益，推动我省旅游产业化和乡村振兴行动。

（本报记者 石学业 冯小东）

《今朝更好看》大型融媒体直播黔南篇

展示“生态之州”黔南的幸福密码

本报讯 9月10日，州农业农村局、州调查队、都匀市农
业农村局、市统计局等专家组成的测产验收组，对2021年州
政府主要领导领办的都匀市平浪镇凯口坝区水稻高产示范
田进行临田测产。

当天，专家验收组随机抽取具有代表性的 9块田共 6.8
亩进行现场实割测产，测产结果显示，最高亩产674.5公斤，

最低亩产 627.7公斤，经算术平均，亩产达 651.5公斤，超额
实现了示范目标。

据了解，都匀市平浪镇凯口村历来是优质大米产区，地
处“云贵高原喀斯特地貌种植区”和“黔中温和稻作区”黄金
地带，素有“凯口大米，香飘万里”之美称。2021年，都匀市
平浪镇凯口坝区核心区作为州政府主要领导领办的水稻高

产示范田，示范种植面积500亩，于4月上旬播种，栽插密度
1.1万窝每亩，总体单产目标530公斤以上，期间采用了高产
高抗品种、旱育秧、规范化栽培、“两增一调”测土配方施肥、
病虫害绿色防控等现代化农业关键技术保障该示范田粮食
生产，切实提高了粮食产量、保障粮食安全。

（本报记者 冯小东 摄影报道）

经州市专家组测产验收

都匀凯口水稻高产示范田超额实现示范目标

本报讯 连日来，在福泉市凤山镇的田间地头，当地群
众正抢抓农时，抢收稻谷、翻犁田土，提早开展秋冬种农业
生产工作。

走进凤山镇金凤坝区，数台旋耕机在田间连续劳作，轰
鸣声响彻田野，十几名村民正在流转的蔬菜种植基地里打
窝、施肥、移栽西兰花幼苗。今年，凤山镇结合自身实际，
提前谋划筹备，以3个500亩坝区、4个200亩以上坝子为重
点，积极引导农户发展时令蔬菜和油菜种植。

据悉，为大力推进秋冬种，凤山镇紧扣农业产业革命
“八要素”，组建秋冬种工作领导小组，通过“坝坝会”、入
户走访等形式，积极动员农户参与到秋冬种工作中来。此
外，当地还组织农业技术人员深入村组田间地头，开展多层
次、多渠道、多形式的技术培训，确保关键技术落地到田。

图为当地群众在凤山镇金凤坝区移栽西兰花幼苗。
（本报记者 肖伟 实习生 李涛 摄影报道）

福泉凤山镇：

秋冬种工作有序推进

本报讯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罗甸县各级党组织坚
持知行合一、以知促行、以行求知，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

“办实事”“开新局”的实际行动，全县各项工作取得了明显成
效。

把握发展大势，促进经济增长。“办实事”是党史学习教
育重点，“开新局”是党史学习教育的目的。该县各级党组织
把党史学习教育思想感悟内化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在把
握大势、办好大事中迈向发展新境界，着力抓好年度经济目
标任务的落实。上半年，全县完成地区生产总值44.67亿元，
增长17.1%；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8%；农业总产值增长8.2%；
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5.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28.3%；
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38亿元。

加快项目建设，夯实发展基础。保持经济发展稳中有
进，项目建设是支撑。罗甸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率先垂范，
走出去引项目，各部门形成齐抓项目建设合力。仅上半年，
全县新增入库项目 57个，总投资 33.9亿元，新开工建设重点
项目 19 个，完成投资 36.02 亿元，占年度投资目标任务的
60.8%。重点引进山东东岳集团投资 10亿元的工业硅项目、
大唐集团投资11亿元的光伏发电项目、上海申能集团投资10
亿元的风力发电、华电集团投资 9.5亿元的光伏发电和联合
送出消纳通道建设4个项目。

争取项目资金，增强发展动力。主动作为“开新局”，着
力在“争”字上谋定大事。上半年，紧紧围绕中央预算内投
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及贵州省“四化”领域等相关政策导
向，精准谋划争资项目，谋划申报“4+1”基金项目41个，申报
基金需求共29亿元。争取中央、省预算内资金6009万元，争
取地方专项债第一批分配额度1.55亿元，累计争取中央及省
投资、专项债、专项转移支付等资金7亿元。

厚植为民情怀，着力保障民生。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
民情怀，以“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高度政治自觉，
持续抓好民生保障改善工作。统筹抓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实施项目建设90个，总投资3.1亿
元，1.17万“两类人群”全部纳入防贫监测，“3+1”得到有力保
障，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新增农村劳动力转
移就业 9023人，新增城镇就业 1000人。城镇、农村常住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 18426 元、6676 元，分别同比增长
10.9%、13.9%。

坚持多方联动，确保大局稳定。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
定关系，既要使人民群众有获得感、幸福感，同时也要有安全
感，该县各级党组织把抓社会大局稳定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部
署同落实同推进，不断创新社会治理模式，完善社会稳定基
层治理体系，强化制度措施落实，确保社会大局稳定。积极
推进“党小组+网格员+联户长”“铁三角”治理模式，有效打通
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
统筹抓好政府性债务、疫
情防控、安全生产、生态环
境等领域重大风险防范，
县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

（韦正江）

罗甸：

将学习成果转化“办实事”
“开新局”实际行动

专家验收组成员与当地群众一起将稻谷脱粒专家验收组成员与当地群众一起将稻谷脱粒

收割车收割稻谷

称重测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