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 期 三
2021年11月24日
辛丑年十月二十

9684

8

四新四化看黔南四新四化看黔南

本报讯 11 月 23 日，州政协主席
魏明禄到贵定县宣讲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开展巡林和督导调研茶产业
有关工作。他强调，要把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切实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深入学习
宣传贯彻全会精神。要面向基层，结合
实际情况，开展形式多样的宣讲活动，
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

在贵定县国有甘溪林场，魏明禄边
走边看，详细听取林场建设情况、发展
历程和近年来取得的建设成效等。魏
明禄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全面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要处理好
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坚持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要归纳提炼相关发展经验，进
一步提升甘溪林场的知名度，形成生态
文明发展的贵定经验，走出一条生态发
展、生活富裕、生态文明的发展道路。

在云雾镇，魏明禄来到高山茶场生
态茶园，通过实地查看、听介绍，并与当
地镇村干部交谈，详细了解云雾镇茶产
业发展现状、主要做法以及好经验、新
举措，并根据实际情况对茶产业具体运
行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提出针对性意
见建议。魏明禄对云雾镇茶产业发展
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充分肯定，
他表示，希望云雾镇要立足生态资源、
特色产业、文化资源优势，注重规划的
系统性和协调性，创新发展思路，补齐
发展短板。要夯实茶园基地建设管护、
技术基础体系支撑、产业可持续发展基
准，抓好茶叶品种、品质、品相、品牌培
育。组建产业专家团队，优化茶产品结
构，完善技术标准和管理办法，不断促
进茶产业提质增效，推动乡村振兴高质
量发展。

州政协秘书长蔡秀娟，贵定县主要
负责同志陪同。

（本报记者 韩延洁）

魏明禄到贵定宣讲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并开展巡林和督导调研

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记者 梅常伟） 全
军后勤工作会议11月22日至23日在京召开。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
要指示，向全军后勤战线全体同志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军后勤战线
坚决贯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策部署，聚焦保障打
赢，积极改革创新，着力建设一切为了打仗的后
勤，为我军建设发展和有效履行使命任务作出了重

要贡献。希望同志们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
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加快推进“十
四五”规划任务落实，加快建设现代军事物流体系
和军队现代资产管理体系，加快推动现代后勤高质
量发展，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
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主席重要
指示和决策部署，围绕支撑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

标，聚力创新转型，突出规范集约，注重自身过
硬，扭住现代军事物流体系和军队现代资产管理体
系建设不放松，加紧破解后勤保障短板弱项，奋力
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后勤。

会议就建设现代军事物流体系和军队现代资产
管理体系有关问题进行了研究。

军委机关各部门、全军各大单位领导，中央和
国家机关有关部门以及有关企业领导参加会议。

习近平对全军后勤工作会议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加快推动现代后勤高质量发展
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来到荔波瑶山古寨，热情的“瑶阿哥”王小业已
经在寨门前等候游客，“酒壶、猎枪和鸟笼，是瑶族
男人酷爱的‘三件宝’。”王小业说，大家做好准备，
等一下还有身穿盛装的瑶族同胞鸣枪迎贵客、敬上
拦门酒、跳起猴鼓舞，喜迎游客。

看到眼前热闹的旅游场景，很难联想到过去瑶
山是贵州历史上最穷的“三山”地区之一。荔波瑶
山是贵州唯一的白裤瑶聚居地，这里缺田、缺水、缺
粮，过去很长时间以来，当地的瑶族同胞生存方式
原始，以刀耕火种兼狩猎为生，长期“倚山而居”“吃
尽一山则他迁”“一地种上两三年”，所以又称“过山
瑶”。

自 1955年部分村民走出深山、搬到山下的拉
片村开始，荔波瑶山的瑶族群众前前后后经历了7
次搬迁。2017年至2019年，瑶山迎来史上力度最
大的搬迁，方式由部分搬迁变为整体搬迁；搬迁
主要目的地，由山下的乡村变为县城。2019 年 9
月，瑶山乡拉片村高质量实现脱贫出列，贫困发
生率低于3%。从此，彻底改变了瑶山贫困村民的
生存环境，斩断了“穷根”。

2020年 5月 1日，瑶山古寨完成了景区提质升
级，成功通过国家 4A级景区省级评审，经历“颜值
大提升”后的瑶山古寨以崭新的面貌正式开园营
业，实现了村落变景区、民房变民宿、用品变商品、
手艺变技能、农民变演员。

“2009年，我家通过易地扶贫搬迁来到荔波瑶
山乡拉片村，住进了两层 120平米的楼房，结束了
四处漂泊的日子，我也结婚成家了。”王小业说，他
现在当起了瑶山古寨景区的解说员，希望向更多的
游客讲述好瑶族文化、历史故事和风俗习惯。

拉片村民谢永光在景区旅游规划版图带动下，
成为经营瑶山第一家瑶家特色餐厅的老板，年收入
达11万元，并带动了4个当地群众就业。村民谢业
通也在景区观光车运营部就业，每月收入 2700 元
以上，年收入达 32400元。参与景区演出的村民谢

金伟每月有1500元的演出收入，不需要表演时，还
能干些别的事情。

如今的瑶山景区，在荔波实施全域旅游发展战
略的蓝图下，正以“文化+旅游+扶贫”的模式实现
着第二次发展的腾飞。瑶山群众穿着瑶族民族服

饰参与生产生活展演，还原瑶族人民原始生活场
景，以景区门票收入 10%作为群众分成，委托乡政
府进行分配。景区发展间接带动了近 1500 人就
业，涵盖周边村落，带动群众共同发展。

荔波瑶山古寨：实现第二次发展的腾飞
文/图 本报记者 牟泗亭 朱丽 肖伟

11月 11日，“喜迎州十二次
党代会——四新四化看黔南”采
访团来到了距离国之重器“中国
天眼”最近的小镇——平塘县克
度镇。

记者们在天文体验馆穿越
“黑洞”、聆听“天籁之音”、探索
浩瀚的宇宙世界，近距离感受

“中国天眼”带来的科技魅力。
天文体验馆、时光塔、天幕街，星
际家园、航龙湾、天文时光村
……天文小镇上天文元素无处
不在，处处充满科技感和未来
感。

在“中国天眼”科普基地的
对面，便是天文小镇的移民安置
区星际家园。宽阔的柏油路边
停着私家车，黄墙红顶的小洋房
整齐排列，一排排饭店、一家家
客栈让人目不暇接……

今天的克度镇，流行的是经
营餐馆、超市、民宿，为到“中国
天眼”旅游的客人提供服务。“星
际家园一共有 170 多户人家是
航龙村就地安置的村民，过去我
们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主要靠
种植包谷、水稻生活。”平塘县克
度镇航龙村村支书徐修勇说，目
前航龙村有 60%以上的人家从

事餐饮和民宿服务，户年均收入
都能达到十余万元。

近年来，平塘县依托 500米
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台址所在
地的优势，充分释放天文元素，
就地开展主题研学与科普旅游
项目，为克度天文小镇的发展注
入了活力，进一步激活了平塘旅
游转型发展。

特别是今年以来，平塘县
强化措施围绕“四新”主攻

“四化”，围绕做强两极 （县
城、天文小镇）、带动小镇、辐
射乡村，把平塘建设成为国际
天文科普之城和山地生态特色
旅游目的地发展定位，紧盯城
镇提质改造，补齐城镇短板，
持续推动城镇建设，以增业态
提服务为抓手，坚持核心产品
打造提升，加快推进旅游产业
化。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平
塘县旅游业及相关产业税收占
全县税收 12.42%，入黔旅客
87.09 万人次。1 至 9 月，接待
国内过夜游客39.14万人次，同
比增长51.4%。

图为采访团在平塘县克度
镇天文小镇采访。

天文小镇科普文化激活平塘旅游
文/图 本报记者 牟泗亭 朱丽 肖伟

“蓬勃发展的贵州是干事创业的热
土，爱才敬才的贵州正全力打造全国最
有吸引力、凝聚力的人才高地之一。”在
贵州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著名
规划设计师刘兆丰看来，人才需要平
台，也需要支点，贵州各级党委、政府在
帮助人才充分施展才华、自我展示时，
也让其成为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力量。

长期从事城市战略规划、建筑设
计、旅游策划和景观设计的刘兆丰，是
个土生土长的贵州人。他带领团队完
成贵阳孔学堂、贵阳白云兴农中学建筑

群等多个项目设计，曾获中国扶贫基金
会年度志愿者奖、贵州省科技进步三等
奖等奖项。

八方英才，筑梦贵州。从一穷二白
到全面小康的“千年之变”，从发展滞后
到赶超跨越的“黄金十年”，各行各业的
有志英才“各显神通”，合力推动多彩贵
州精彩蝶变。

1990 年调入贵州省油料科学研究
所杂交油菜研究室的思南人杜才富，苦
心钻研油菜 30 余年，先后育成杂交油
菜品种 17个，通过国家审定或登记，获
新品种保护权 26 项，推广 5000 多万
亩。他主持选育的“油研”系列更是遍
布长江流域及广西、陕西等 13个省市
区，推广面积累计 1亿多亩，创造经济
效益100亿元以上，为贵州省农作物品
种走向全国开了先河。他因此获得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
选、国家科技进步奖、贵州省科技进步
奖、贵州省核心专家、贵州省先进工作
者等多项荣誉和奖项。

作为贵州省油菜研究所党委书
记，杜才富常年蹲守田间地头做研究，

“科技创新从来就没有尽头，需要不断
脚踏实地实践。”目前，他正带领团队
选育适用于机械化、轻简化、高密度种
植的高效油菜新品种，以创新油菜种
业发展，助力农业现代化发展。

重才、爱才、聚才、用才，贵州敞开
怀抱，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如何确保

“第一资源”引得进、留得住、干得好？
贵州持续优化人才政策措施、服务水
平、工作机制，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让
创新创业活力充分迸发。

——人才评价机制进一步优化。
贵州不断健全完善人才评价标准，破
除“唯学历、唯职称、唯帽子、唯论文、
唯奖项”倾向，将原创成果、技术创新、
成果转化及经济社会效益等业绩成果
作为评价创新类人才的重要指标，将

资产投入、销售收入、纳税、就业等作为
评价创业类人才的重要指标，建立更加
科学合理的人才评价指标体系。

——人才流动机制进一步优化。
在人才引进、项目攻关、技术研发、成果
转化等方面，贵州通过多元化的人才资
源共享机制，大力引导人才向基层一线
流动，深入推进专家服务基层行动，深
入实施科技特派员、高素质农民培育等
项目，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

“三农”人才队伍正活跃在黔贵大地上。
——人才激励机制进一步优化。

贵州搭建科研成果与市场有效衔接的
平台，推动人才领衔重大工程、重点项
目，参与经济社会发展重要决策事项的
事前研究、事中施行、事后监督，鼓励支
持专家人才通过成果转化获取更多收
益。完善高层次人才津贴制度，探索实
施人才创业融资机制，多元化解决人才
创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

在遵义，自修大专课程的周家荣，
30余年在钢丝绳领域不断研究、不断创
新，从一名普通工人成长为一名国家级
技能大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他说：“今后，我将和同事继续生产出更
多优质的钢丝绳产品，让‘贵州钢绳’品
牌成为‘中国制造’的骄傲。”

国家级人才计划获得者、贵州省科
技进步奖获得者、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
院科研部副主任肖建辉，在真菌天然药
物领域针对虫草、灵芝等特色资源，在
活性成分的发现、作用机制以及生物制
造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

…………
新征程，贵州将持续深化人才发展

体制机制改革，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构
建人才工作大格局，奋力推进“人才大
汇聚”，为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
州新未来提供坚实人才保障和智力支
持。

（来源《贵州日报》）

贵州奋力推进“人才大汇聚”

人尽其才 筑梦黔行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席忞禾

鸟瞰瑶山古寨鸟瞰瑶山古寨

本报讯 11月 23日，州委副书记、
州长钟阳主持召开州政府常务会议，深
入开展学法活动，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
会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交
通运输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听取今
年 10 月份全州信访形势分析报告、重
点区域县（市）整治突出信访问题和州
直部门化解信访问题矛盾工作情况汇
报，以及关于省长直通车办理及清理拖
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推进情况报
告、全州冬春季火灾防控形势分析的报
告，安排部署有关工作。

州领导丁毅、杨再军、秦扬远、贺承
军出席会议。州政协党组成员吴应忠
应邀到会。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中央、省关
于抓好交通运输工作的部署要求，按照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
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进一步总结经验
做法，优化发展规划，紧盯薄弱环节，加
快补齐短板，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
撑，为加快推进交通强国建设作出黔南
新贡献。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信访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认
真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准
确把握信访工作新形势，认真分析存在
问题，坚决守住守牢底线。要切实履行
工作职责，严格落实各方责任，强化统
筹督促，形成工作合力，用心用力化解
信访领域风险隐患。要坚持问题导向，

想方设法整合资源，坚决打击违法行
为，分类细化、精准推进，实实在在有效
化解疑难信访积案。要强化举一反三，
建立健全制度，形成长效机制，确保更
加有力推动化解信访各项工作，有效推
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抓好清欠工作是维护社
会稳定的重要举措，要坚决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的部署要求，进一步提高
政治站位，加强沟通协调，动态排查风
险、加强研判预警，坚决有力做好清理
拖欠民营企业账款工作。要深入分析
困难，采取有效措施，分类分批有序消
化存量，坚决遏制增量。要坚定信心，
加快建设长效机制，从源头防范拖欠账
款，全力做好清欠工作，扎实做好“六
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维护经
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

会议要求，要高度重视冬春季火灾
防控工作，进一步认真进行研判，结合
自身实际，有针对性开展消防安全专项
治理，坚决遏止各类火灾发生。要进一
步强化行业部门监管责任落实，加强消
防安全治理，提升群众消防安全素质，
扎实做好冬春季火灾防控工作，全力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州政府党组成员余贤臣，州政府党
组成员、秘书长杨宁，州政府秘书长办
公会成员，州有关部门、各县（市）政府
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本报记者 谢义将）

钟阳主持召开州政府常务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