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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9日，农业农村部公布了第一批农业现代化示
范区创建公示名单，贵定县成功入选，成为黔南唯一进入
名单的县。就在今年8月，贵定县被农业农村部列为“2021
年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10月，贵定“云雾山茶叶公园”首
批进入“中国区域特色茶叶公园”创建期。加上今年4月贵
定县被纳入贵阳“四环”建设，融入“黔中经济圈”大盘子，
一个个“新机”的叠加，无疑为贵定县围绕“四新”主攻“四
化”，全力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了难得的先机。

“十四五”期间，贵定县“四化”建设如何发力？12月 3
日，记者专访了贵定县委书记班代荣。

记者：班书记您好！请问贵定县“四化”建设是如何布
局和定位的，有哪些思路和措施？

班代荣：贵定县结合自身综合优势和独特优势，明确
了“十四五”时期“四化”建设的总体布局和定位：新型工业
化以新型建材、生态特色食品为主导产业，着力建设“黔中
绿色新型建材孕育区”和“黔中生态特色食品精深加工聚
集区”；新型城镇化抢抓“强省会”战略，聚焦夯实基础、完
善功能两大重点，着力建设“贵阳城市功能拓展区”；农业
现代化以服从和服务贵阳需求为目标，以茶叶、生猪、刺梨
产业为重点，围绕都市现代农业的定位，全力打造“国家农
业现代化示范区”；旅游产业化依托浓郁的民族文化和丰

富的乡村旅游资源，不断完善旅游业态，提升人文内涵，着
力打造“全省农文旅融合引领区”。

在新型工业化方面，紧扣省委、省政府“六大突破”要
求，以昌明经济开发区为主平台，以高端化、绿色化、集约
化为主方向，以绿色新型建材和生态特色食品精深加工为
主抓手，巩固提升烟草等传统支柱产业，不断做大总量、优
化结构，深入推动新型工业倍增行动。

新型城镇化方面，紧扣省委、省政府“五个提升”要求，
坚持做强县城、带动镇区、辐射乡村的发展路径，大力实施
特色城镇提质行动，全力打造高质量的城镇经济、高品质
的城镇生活、高标准的城镇生态环境。

农业现代化方面，紧扣省委、省政府“三个体系”要求，
聚焦集生产、生活、生态于一体的都市现代农业功能定位，
走都市现代农业发展新路，实现活力贵定新崛起。

旅游产业化方面，紧扣省委、省政府聚焦“两大提升”
和“四大行动”要求，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以
游客满意为目标，不断完善旅游业态，提升人文内涵，全力
打造“山水农香·活力贵定”旅游品牌。目前正在改造提质

“金海雪山”4A级景区，明年春天将以全新的容颜迎接四方
游客。

（下转第二版）

在践行“两山”理论上开新局 在主攻“四化”建设中出新绩
——访贵定县委书记班代荣

本报记者 刘雪红 肖伟

本报讯 12月8日，州委召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听
取有关部门、高校和医院对人才工作的意见建议，研究部署下
步工作。州委书记、州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唐德智主持
会议并讲话。州委常委、州委组织部部长、州委人才工作领导
小组副组长郑建国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人才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要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
代人才工作的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按照中央人才工作会议
部署和省委人才工作会议要求，进一步完善人才工作和人才
政策体系，统筹解决好普适性问题和具体问题，把黔南打造成
为贵州人才新高地，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引领支
撑。

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各级党委政府、行业部门、用人主
体抓人才工作责任，充分调动各行业各领域的积极性主动性，
构建齐抓共管的人才工作大格局。要着力解决对人才工作重
视不足的问题，推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氛
围，营造倚重人才的好土壤。要聚焦聚力解决政策脱节、服务
脱节、管理脱节等问题，确保人才引得进、留得住、干得好，破
除人才引培用留的“藩篱墙”。要推动资源向人才聚集，确保

人财物投入到位、政策强度到位，增强人才工作的保障力。
会议要求，要依托各类用人主体分层分类构建人才平台，

有针对性地推动各类平台向更高水平发展，为人才多元转化
和科技成果转化创造良好条件。要围绕中心工作，把什么是
人才、需要什么人才、谁来认定人才解决好，真正把人才找准
用好。要强化优惠政策兑现和落实，促使人才工作更有激
情。要进一步理清思路，重点弄清楚引什么人、从哪里引、谁
来引的问题，统筹用好普适性政策和柔性政策，推动人才招引
工作见到更大成效。要建立健全激励干事创业的制度机制，
严格落实减负措施，切实解决多头管理多重任务的问题，更好
发挥人才作用。要进一步提升科研管理水平，突出解决好经
费申请、使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确保把资金用到刀刃上。
要强化分类定责分类服务，深入推进及时性常态化服务，切
实解决好入编、子女入学等问题，让人才享受优质便捷服
务。要做好奖励表彰工作，切实增强人才职业荣誉感。要优
化完善人才考核机制，进一步激励先进鞭策后进。要加大宣
传力度，积极营造人才近悦远来的浓厚氛围。

州有关部门和黔南师院、黔南职院、黔南医专负责同志
参加。 （本报记者 牟泗亭）

唐德智在州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

把黔南打造成为贵州人才新高地
为全州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引领支撑

本报讯 12月 8日，州委书记唐德智到黔南民族师范学
院讲授思想政治理论课，宣讲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和省委十
二届十次全会精神。他寄语广大青年学子，要以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引，胸怀理想、锤炼品格，珍惜时光、把握时
代，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民族复兴铺路架桥，为祖国建设
添砖加瓦，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注入磅礴青春力量。
副州长丁毅参加宣讲。

寒潮涌动的大雪时节，教室内朝气蓬勃、暖意融融。唐德
智从如何理解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如何理解党的历史决议、
如何准确把握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青年学子如何担好
时代重任四个方面与师生进行了深入交流。他说，当前黔南
全州上下正在全面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和
省委十二届十次全会精神的高潮热潮，读懂六中全会、读懂历
史决议，是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国故事、读懂中国治理的
一个重要基础。希望大家下足功夫认真学、反复学，真正做到
学深悟透、学懂弄通，通过学习深刻感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进一
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努力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担负起新的历史重任。

唐德智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是一次具有全局性、历史
性、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高度浓缩、精辟概
括了党的百年历史进程，既呈现全貌又主题鲜明、重点突出，
既接续传统又映照现实、指引实践，是一个全局性、全景式、浓
缩式的党史大纲，同党的前两个历史决议既一脉相承又与时
俱进，体现了党中央对党的百年奋斗的新认识，是一篇光辉的
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牢记初心使
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是以史为鉴、
开创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省委十二届
十次全会聚焦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为我

们衷心拥护“两个确立”、忠诚践行“两个维护”、以高度的团结
统一奋力开创多彩贵州新未来指明了方向、划出了重点。希
望大家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省委十二届十
次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自觉
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力量，切实把学习贯
彻成效体现在学习和工作中。

唐德智说，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关键要深
刻领会把握“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深刻领会把握“四个伟
大成就”的重要内容、深刻领会把握“五大历史意义”的精辟论
断、深刻领会把握“十大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深刻领会把握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赢得更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的动员号令，
不断加深对全会重大意义和精神实质的认识和理解，更好地
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指引方向，用党的光荣
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历史经验和实践
创造启迪智慧、砥砺品格，真正做到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出
成效。

唐德智说，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广大
青年学子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要始终牢记党的恩情、厚
植爱国主义情怀，树立崇高信仰、坚定理想信念，珍惜时光把
握当下、脚踏实地走好人生每一步，努力练好本领、成为栋梁
之才，正确面对困难和挑战、以奋斗姿态书写精彩人生，努力
成为堪当重任的时代新人、先锋力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接近两小时的报告会，师生们意犹未尽。会上，唐德智对
现场师生所提问题一一作了回答。精彩的回答赢得现场阵阵
掌声。

州有关部门，黔南师院、黔南职院、黔南医专、黔南幼专、
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领导班子成
员，黔南师院师生代表参加。

（本报记者 黄颂凯 实习记者 王金柱）

唐德智在黔南师院讲授思想政治理论课时寄语青年

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引 珍惜时光 把握时代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更好担负历史重任

本报讯 12 月 7 日，由
中铁三局承建的独山一号
隧道（进口至横洞区间）顺
利贯通，此次贯通，标志着
独山一号隧道施工取得了
阶段性成果，进一步为全部
隧道贯通奠定了坚实基础。

据了解，独山一号隧道
全长8488米，进口工区起终
里程为DK80+425～DK82+
520（长 2095 米），其中Ⅲ级
围岩 370 米，Ⅳ级围岩 1120
米，Ⅴ级围岩 585 米。洞身
段最大埋深约 445 米，线路
纵坡为单面上坡，依次为
1175 米长 5.5‰的上坡、920
米长的23‰的上坡，隧道洞
身穿越 1 条断层，3 处可溶
岩与非可溶岩接触带。主
要不良地质为洞口危岩落
石、洞身穿越可溶岩、岩堆
及断层破碎带。主要风险
源有缓倾软质岩隧底变形、
拱部塌方、岩溶段突水突泥，是工区控制性工程及重难点
工程。

2018年7月13日开始正式进洞，于2021年12月7日顺

利贯通，代表着该工区施工的11座隧道全部成功贯通。接
下来，工程将进行隧道附属及无碴轨道施工。

（罗亚惠 本报记者 肖伟 摄影报道）

本报讯 12月 8日，州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理论学习中
心组集中学习研讨会暨党史学习教育和“牢记殷切嘱托、忠
诚干净担当、喜迎建党百年”专题教育集中学习会，专题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和省委十二届十次全会精
神。州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冉博主持会议并讲话，党史学习
教育省委第二十四巡回指导组组长文松波到会指导并作点
评，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有德，党组成员、副主任张仕雄、
尹德俊，党组成员、秘书长罗必刚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省委书记谌贻琴在省委十二届十次全会
上作的报告和讲话；传达学习《中共贵州省委关于认真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决定》《中国共产党贵
州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公报》；传达学习12月3
日州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党史学习教育和“牢记殷切嘱
托、忠诚干净担当、喜迎建党百年”专题教育集中学习会精
神。部分党组成员围绕会议主题和学习内容作研讨发言。

会议强调，要全面深刻把握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
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真正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更
好统一思想、凝聚意志、坚定信心、增强斗志。要全面深刻理
解《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

议》的丰富内涵，深化对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和掌握，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进一步统一
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把握历史规律，坚定政治航向。
要全面深入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十二届十次全会精神，忠诚拥
护“两个确立”、坚决践行“两个维护”，学深悟透做到“七个深
刻认识”，融会贯通做到“五个结合”，把全会精神转化为做好
人大各项工作的强大动力，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
的实际成效，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省第十三次党代
会和州第十二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文松波在点评时指出，本次集中学习会紧扣会议主题，
准备充分、主题突出，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的重大意义、精神实质、实践要求，达到了提高政治站
位、统一思想认识、汲取精神力量的目的。要持续用功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化拓展党史学习教育
成果，按照“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要求，认真做
好专题民主生活会安排，扎实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进一步走深走实、取得实效。

州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州人大各专委会、常委会各工
作机构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本报记者 叶大霞）

州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研讨会暨
党史学习教育和“牢记殷切嘱托、忠诚干净担当、喜迎建党百年”

专题教育集中学习会

贵南高铁独山一号隧道（进口至横洞区间）顺利贯通

隧道施工现场隧道施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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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月 8日，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
办贵州省第四批群众信访举报，转办群众来信来电信访件
75件，其中来电55件，来信20件，分别为贵阳市27件、遵义
市 16件、六盘水市 5件、毕节市 12件、安顺市 1件、铜仁市 1
件、黔东南州 5 件、黔南州 5 件、黔西南州 2 件、贵安新区 1
件。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第四批转办的信访件共
反映 95 个环境问题，其中涉及水污染 23 个、大气污染 24
个、土壤污染 9个、噪音污染 20个、生态污染 15个、其他问
题 4个。按照相关管理原则，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转办贵州省及时调查处理。

（本报记者）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贵州省转办第四批群众信访举报情况

本报讯 我州坚持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作为重
要政治任务来抓，建立“四查四改”机制抓好边督边改工作，为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守好生态环境底线。

上级反馈的问题立即核查，迅速抓好整改。建立督察整
改工作领导小组，加强组织领导，对上级督察组新反馈的问题
第一时间调查核实、第一时间抓好整改，对各项问题整改明确
牵头单位、责任人、整改时限和目标要求，确保整改工作事事
有人抓、件件有着落。目前，中央第一轮环保督察及“回头看”
反馈涉及黔南的41个问题，已完成整改并长期坚持。

重点领域问题深入排查、专班攻坚整改。按照“管行业必
须管环保”的要求，各级各部门对本辖区、本行业领域问题开
展“拉网式”排查，对涉磷、涉锑、城镇污水处理、自然保护地等
重点问题组建工作专班，增强工作力量，专题研究分析，精准
查找问题产生的深层根源，对症施策、坚决整改。

面上共性问题举一反三排查、稳步推进整改。建立全州
生态环境网格化管理工作机制，对标对表上级要求全面开展

举一反三排查整治，延伸深度、拓展广度，认真梳理排查各领
域、各层面、各环节存在的突出问题，逐条列出清单，以点带面
稳步推进问题解决。今年以来，全州共排查生态环境问题
587个，完成整改498个，剩余89个问题已制定整改措施并有
序开展整改。

长期疑难问题彻底排查、分类施策整改。对历史遗留生
态环境问题和历年来群众信访投诉问题办理解决进行清理，
对已经整改解决的开展“回头看”，排查是否有回弹的现象；对
仍未彻底解决的，明确解决问题的计划和时限，分级分类、分
步施策有序整改。目前，正组织对渣场尾矿库、历史遗留矿山
等问题分类施策整改。 （王正彪）

我州“四查四改”抓好边督边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