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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顺：
长顺
：农特产品量足质优迎战
“双十一
双十一”
”

黔南州中心血站外采一组
获国家卫健委通报表扬

采血现场

包装售卖
本报讯 黔货出山、电商先行，又到一年“双十一”，又到
长顺农特产品销售高峰时段，在各电商服务站，员工们正忙
着分拣、归类、包装，
加班加点迎战“双十一”。
在长顺县三原农投集团顺智绿壳蛋鸡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由于鸡蛋订单较多，这两天，公司仓库的工作人员都加班
加点地进行打包工作。
“双 11 快到了，我们为了满足每个客户的需求，每天早
上 8:30 上班一直到下午 5:30，甚至有时候要到 6:30 才下班。
加班加点地包装，就是为了把这些货送到客户的手里。也好
保证准时发货，不耽误发货时间。”长顺县三原农投集团顺智
绿壳蛋鸡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仓库工作人员罗国秀说道。
长顺绿壳鸡蛋的蛋壳为天然青绿色，具有很高的食用价
值，可以改善睡眠，增强记忆力、增强免疫功能等功效。是
“双十一”
期间，
长顺最为火热的农特产品之一，
供不应求。
“自 9 月以来这个订单量是越来越多，平均下来每天的
订单量都不低于 3 万枚。为了我们电商能够正常运作，为了
保证生产和销售的平衡，我们就有计划接单。在接单以后，
严格把关，保证发快递给消费者的鸡蛋必须是新鲜，无破损
的。”长顺县三原农投集团顺智绿壳蛋鸡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办公室负责人杨宗会说。
据了解，这些农产品其中有一半多都是通过淘宝、天猫、
京东等电商网络平台进行销售，
销往北京、广州等地。
除了绿壳鸡蛋、高钙苹果、小黄姜等原生农产品，经过深
加工的菜籽油、十里香大米等一批长顺特色的农产品也成了

农产品量足货优迎战“双十一”
“抢手货”。
“‘双十一’购物高峰期，我们每天最少接到订单 1000 多
单。”长顺县三原农投集团顺智绿壳蛋鸡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营销负责人文敏说。
为进一步提高长顺农特产品的知名度，拓宽产品市场。
今年，长顺县还进行了多次线下展销活动，前往各地进行推
广。同时，在货源、销售、物流及售后方面做好保障，实现黔
货尽早出山。
“首先在货源方面，我们和各生产基地取得联系，加大生

产，确保活动期间我们货源充足；在‘双十一’活动开始之前，
我们对员工进行相关业务培训，确保活动期间货物能够运转
正常。并在售后和物流跟踪方面，我们安排了专门的客服服
务队伍，
对我们的货物进行及时跟踪。
”
杨宗会说。
截至目前，长顺县通过电商销售绿壳鸡蛋 300 余万枚，
实现网络零售额 500 余万元，销售长顺刺梨干果、蔬菜、菜籽
油、蜂蜜等约 100 多万元。2021 年上半年，实现电商网络零
售额 600 余万元，
同比增长 15％。
（本报长顺记者站 匡垚 摄影报道）

本报讯 为鼓励在 2019 至 2020 年度中工作表现突出的血
站一线采血人员，弘扬开拓进取、爱岗敬业的职业美德，激励血
站广大干部职工更加积极主动投身无偿献血事业，近日，国家
卫生健康委办公厅下发了《关于通报表扬 2019-2020 年度全国
血站系统表现突出采血班组的通知》。其中，黔南州中心血站
外采一组榜上有名，
这也是该血站采血组第二次获此殊荣。
黔南州面积 2.62 万平方公里，2020 年全州户籍人口 429.38
万；有汉、布依、苗、水、壮、侗、毛南、仡佬等 37 个民族，其中少数
民族居多，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 60.1%。地处山区，老百姓因为
受文化、生活环境等的影响，要想保持长期持续高效地血液采
集率，
困难可想而知。
外采一组仅有陈识、赵晶两名成员。作为外采人员，常年
辗转辖区内各县市募集血液，最少 3—5 天，最长一个月 20 余天
出差在外。爱人远在离家几十公里的乡镇卫生院工作，忙时两
个孩子只能靠家里的摄像头监护。他的搭档赵晶在工作中主
动分担，两人配合默契，他们一人多岗，互相补位，将工作开展
得有声有色，获得献血者的一致好评，多年来在该站各采血班
组业务考核中，操作技能总是位居第一，同年采集血液较其它
采血组高出上千个单位。
外采一组的工作人员不仅是业务能手，更是献血达人。
工作中他们用优质的服务和精湛的技术让献血者满意而归。
在无偿献血中，他们更是率先垂范，积极参与。虽然陈识个
头矮小，却已献血 35 次，献血量达 17400ml，赵晶也是多次参
加无偿献血，他们时常现身说法感召身边亲朋好友及群众加
入到无偿献血队伍中来。他们赤诚无私的奉献，为临床一线
提供了源源不断
的挽救生命之血
液，为呵护人民
健康提供了坚强
保障。
（周 晓 莉
摄影报道）

黔南，游客神往的冬季旅游胜地
龙里县冠山街道：

爱心企业助力
优秀困难学子完成学业
本报讯 对于龙里县冠山街道鸿运社区的王万新和韦秀莲
这两家来说，一直困扰他们子女上大学和读硕士研究生的费用
难题可算解决了。
“农村家庭尤其是困难家庭能考上大学不容易，
尤其是考上
研究生。我们始终秉承着要积极回馈社会，勇担社会责任的态
度，想通过实际行动来资助贫困学生。了解到王万新和韦秀莲
家的情况后，
我们就希望通过助学的方式，
帮助这些学生完成学
业，鼓励他们追求理想。”贵州龙里林隆实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湛发胜说道。
原来，
鸿运社区王万新的女儿今年考上了硕士研究生，
但王
万新和老伴常年在家务农，
收入不高，
前两年王万新本人还得了
脑梗，出院后行动一直不便，生活起居都要老伴照顾，家庭比较
困难；
而韦秀莲家的一对双胞胎女儿也在今年考取了大学，
韦秀
莲丈夫去世的时候两个女儿还在上小学。从小学到考上大学，
一直是韦秀莲一个人辛苦抚养两个孩子，家庭条件也是十分艰
难。
鸿运社区通过“微心愿”
晒单，
企业接单的方式，
联系到贵州
龙里林隆实业有限公司，该公司通过入户走访等方式了解到王
万新和韦秀莲的实际情况后，决定从 11 月开始资助考上大学和
研究生的三人每人每月 1500 元，一直资助到她们本科和研究生
毕业。
据悉，
贵州龙里林隆实业有限公司表示，
若未来韦秀莲双胞
胎女儿大学毕业考上硕士研究生，
将会继续资助其上研究生。
（孙成燕 汪游）
立冬第三天，来自辽宁省的十多位游客在荔波小七
孔景区尽情欣赏古桥、拉柳瀑布、翠谷瀑布、68 级瀑布
群、水上森林景观，身着红色救生衣在鸳鸯湖欢歌荡
舟，不时哼着东北小曲，举动手机寻找最佳角度拍片照

合影，留下珍贵的美照。
进入冬季，黔南风光秀丽的山水、浓厚的民俗风情
吸引了许多外省、市、区的游客源源不断前来旅游，饱
览冬季山水风光，欣赏、体验布依族、苗族、水族、瑶

族风情，领略民族风俗文化。近年来，黔南通过厚植生
态优势，发展民俗体验游，不断完善旅游产品体系，已
成为我国具有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冬季旅游目的地之一。
赵天恒 摄

贵定：

两姐妹采菌迷路 警犬五小时找回
福泉市总工会

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送温暖
本报讯 11 月 9 日，在福泉市工业园
区宏亿晟物流公司，福泉市总工会向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 （快递员） 们开展送温暖活
动。
每年的“双十一”前后，是快递员最
忙最累的时期，根据州总工会 《全州工会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温暖行动”服务月活动
方案》 文件要求，福泉市总工会因地制
宜，选取了快递员比较集中的物流公司对
他们进行慰问，并向快递员们送去了保温
杯和防风手套，希望通过慰问活动，把党
和政府的关怀、工会组织的温暖送给他
们，也用实际行动说明，工会组织是职工

的“娘家人”，始终把关心关爱职工放在心
上。随后，福泉市总工会向物流公司负责
人讲解了工会组织的职能职责，并督促他
们要及时给快递员们配备必需的劳保用品。
此次活动，共慰问快递员 50 余人，得
到了快递员们的一致好评。希望通过工会
的系列送温暖活动，吸引更多的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入会，引导他们听党话、感党
恩、跟党走，树立敬业爱岗、诚实劳动的
理念。
图为慰问现场。
（赵冬梅 摄影报道）

本报讯 11 月 10 日晚 19 时，贵定县公安局警犬技术大队接
到局指挥中心指令称：贵定县金南街道有群众报警称其母亲王
某及三姨王某鸣（约 50 岁）于当日下午 15 时许，从贵定冷水苗
（小地名）后面的小路至烟灯坡处上山采摘蘑菇未归。17 时 30
分，
其母亲曾打电话告知，
两人在山上迷路，
找不到下山回家路，
并且手机快没电了。接到报案后，贵定县公安局金南派出所派
出民警伙同当事人的家人上山搜寻未果，特指令贵定县公安局
警犬立即前往协助搜寻。
接到指令后，贵定县公安局警犬技术大队迅速组织警犬技
术员莫尚幕、潘佼两人携追踪犬火速赶到现场，
通过细致了解相
关方位及提取人体气味后，迅速指令追踪犬“茜茜”开展作业。
因现场地处贵定县定南乡草苗村与定东乡冷水河的交界，山上
树林、杂草较为茂盛，
地势较为险峻，
林地范围较大，
一旦到深夜
气温将会骤降，会随时威胁两人的生命。通过近 5 个小时的搜
索，翻越 4 座海拔约 1500 米的大山后，终于在 11 时 30 分许，在两
座山峰之间的一个山坳内的杂木丛中找到了两姐妹，并安全将
二人送回家中。
“要是没有警犬的搜寻救助，
二人在冬天的夜里滞留山上后
果将不堪设想。”一民警对笔者说道。在此，民警也提醒广大群
众，
山上地势险峻，
树木丛生，
极易迷路，
切忌贸然上山。（陈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