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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龙里县明确贯穿以人为核
心，奋力实施“一个突破、五个大提升”，新型城镇化迈出坚实
步伐。

在融入“强省会”中率先突破
让群众共享新一轮发展机遇

如何抢抓“强省会”行动机遇乘势而上，成为龙里县推动
新型城镇化必须突破的核心课题。去年以来，龙里县重点从
4个层面进行突破：在顶层设计上全面融入“强省会”。积极
与省级上位规划衔接，《贵州省贵阳-贵安-安顺都市圈发展
规划（征求意见稿）》初步提及龙里16处，《贵阳“外环高速公
路”城市经济圈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初步提及龙里 94
处，并突出龙里作为“强省会”“一轴两翼、一核双心、四极发
力、外环联动、众星拱月”的空间布局中“双龙-龙贵昌”组群
的重要节点；在产业空间布局上为“强省会”开辟新阵地。积
极推进龙里经开区“一区三园”调区扩区，推动规划范围由原
批复的 997.94公顷调整并扩展至 1497公顷，启动龙溪先导
区新型工业园区建设，为融入“强省会”做好空间产业布局；
在融入路径上以交通路网先行嵌入。及时成立服务“强省
会”推进贵阳外环高速公路龙里段建设工作专班，积极配合
推进“强省会”交通路网建设工作，推动厦蓉高速新增龙溪互
通工程项目完成总工程量的 75%，启动 S522 龙里湾滩河至
龙山公路（龙里至草原段）改扩建、S103 龙里醒狮至龙里收
费站(十字路)公路等融入“强省会”路网建设；在民生带动上

以教育医疗率先联动。推动12所城区优质学校与贵阳优质
学校实现结对，互派教师交流学习 1200人（次）以上。积极
推进龙里与贵阳医联体建设，2021年省人民医院8名专家到
县人民医院开展医疗业务指导工作，县妇幼保健院与省妇幼
保健院建立技术协作机制、双向转诊制度、远程会诊远程培
训服务模式。

奋力实施“五个大提升”
推动城镇化发展成果全民共享

瞄准城镇承载能力、城镇经济、城镇品质、城镇治理、城
乡融合 5个方面，扎实推进老百姓身边的城镇化，切实增强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将“城镇让生活更美好”的期待
逐步变为现实。在推动城镇承载能力大提升中，群众发展空
间更广。着力从拓空间着手，坚持“一城”思路实施组团建
设，即环绕 10万亩龙架山森林，把龙里现有的县城区、贵龙
城市经济带、龙溪先导区整体视为一个城市，通过贵龙大道、
龙溪大道、贵龙纵线等交通路网有力促进，推动环山发展、组
团建设。当前，龙溪先导区先后引进实施和泓健康产业等26
个项目，完成投资达 124亿元；贵龙城市经济带形成现代物
流、商贸市场、高端商住、休闲旅游、生活购物、康养医疗6大
产业板块。在推动城镇经济大提升中，群众获得感更实。围
绕与群众密切相关的领域，着力从产城融合、城镇“双创”、市
场主体培育、城镇消费入手，发展群众身边的经济，带动更多
就业创业。在推动城镇品质大提升中，群众幸福感更多。坚

持城镇品质作为承载群众幸福感重要依托，让城市更加舒适
温馨。按照“政府+市场”稳步实施棚户区改造1500户，按照

“一区一个方案、一栋一个方案，一个单元一个方案”的原则
完成老旧小区改造4个1524户、背街小巷改造6条。建成区
绿化覆盖率达42.5%，建成区绿地率达40.02%，县城乡生活垃
圾无害化处理率达 98.5%以上，城市由内到外焕发新面貌。
在推动城镇治理大提升中，群众安全感更牢。坚持党建引领
下的城市基层治理，积极引入大数据，多管齐下确保城市安
全。2021年以来，积极推行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三联三
化”，稳步实现城市社区治理的体系化运行。推进“雪亮工
程”前端感应系统开发投用，以智慧警务为抓手，抓好政治安
全和社会稳定。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大提升中，群众参与感
更强。坚持以新型城镇化带动“三农”发展，以交通为突破加
快城乡联动步伐，2021年以来，实施51.88公里“四好农村路”
建设，城乡道路客运车辆公交化率达 60%以上。依托国家农
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培育形成“恒力源”、“黔康”、“贵源”
和“湾滩河”、“昌哥”、“龙哩邓氏”等刺梨、蔬菜产业系列品
牌，产业融合发展步伐加快。

贯穿以人为核心 奋力实施“一个突破 五个大提升”
——龙里新型城镇化迈出坚实步伐

罗明辉
本报讯 为确保长江流域“十年禁捕”工作落到实处，

去年 12月以来，贵定县高度重视、快速行动，通过齐抓共
管，进一步巩固提升禁捕工作成效。

强化部门协作，形成齐抓共管合力。县农业农村局、县
公安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及各镇（街道）采取多形式、不
定期联合开展联合执法行动。一是组织召开长江流域重点水
域禁捕和退捕工作推进会，进一步压实县、镇、村三级责
任；二是针对各地区存在的问题开展联合执法，通过集中研
判，现场分析，严格打击非法捕捞，形成齐抓共管格局；三
是对重点场所、重点河段进行重点盯防，确保高质量完成

“十年禁渔”工作。
强化舆论宣传，营造禁捕浓厚氛围。通过发放禁捕退捕

宣传单、告知书，走访群众，张贴标语和禁渔公告，签订责
任书等多种方式，多角度、高频次、全方位宣传禁渔工作。

强化全面排查，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为进一步落实
“十年禁捕”工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县农业农村局、
县公安局、县综合执法局开展长江禁捕“十年禁渔”突击整
治行动。一是对全县范围内餐馆、农贸市场、超市、渔具经
营门店开展拉网式排查；二是对独木河、洛北河、摆龙河、
瓮城河等重点水域开展常态化巡查，做到执法检查无死角，
无盲区，确保巡查执法工作取得实效。

（桂丁）

贵定：

“三强化”巩固提升长江流域禁捕工作成效

本报讯 为抓好 2022年烤烟育苗播种工作，福泉市早
宣传、早部署、早落实，抢抓节令，有条不紊地作好烤烟育
苗播种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确保烤烟育苗播种工作有序推
进。

抓规划布局促品质纯正。严格按照 2022年烟叶收购计
划预安排，将预收购任务分解到各乡镇（街道），按照任务
认真抓好宣传落实；根据各乡镇 （街道） 核实的需育苗面
积、育苗品种，合理规划育苗点、育苗数，防止超计划育
苗、超计划种植。同时，对劣杂品种和零星育苗点坚决铲
除，从源头上杜绝劣杂品种，保证烤烟种植品质纯正。

抓摸底排查促设施修缮。对烤烟育苗设施认真排查，查
看连体大棚、单体插棚的棚杆、立柱、棚膜等部件是否损
毁，浮盘是否可用等，对损毁的设施设备，制定维修方案，
及时修缮。

抓卫生清理促消毒杀菌。全力做好育苗大棚环境卫生清
理工作，对育苗设施设备进行及时清理整治，清理范围包括
育苗棚周边的杂草、残膜、周边死角以及破损的浮盘，并平
整育苗场地，加强育苗池、旧浮盘、育苗棚及周边环境的消
毒杀菌，最大程度降低病害发生率。

抓物资调运促生产发展。为给烟叶生产提供量足、质优
的壮苗，相关部门积极做好物资协调对接，确保不误农时，
按时限要求开展烤烟育苗工作。目前，烤烟育苗基质、农
膜、营养液等育苗物资已陆续到位。

抓集约化育苗促专业化服务。以各乡镇 （街道） 为单
位，逐户统计烟农需苗数量，严格按烟农需求数量计划育
苗，实行统一育苗、统一管理、统一销售，确保育苗集约
化、管理专业化、销售商品化。同时，每个育苗点配备一名
烟叶技术人员为育苗户提供专业技术服务，监督检查育苗各
环节的工作完成情况，抓好育苗各环节的准备工作落实，有
效保证育苗过程中各项技术措施落实到位。

（李丹红）

福泉：

“五抓五促”推进烤烟育苗播种准备工作

本报讯 近日，罗甸县与广州市白云区召开东西部协作
党政联席会，双方就进一步加强东西部协作进行了深入交
流。

近年来，白云区·罗甸县东西部协作工作立足“罗甸所
需”，发挥“白云所能”，着眼加快项目推进、拓展协作领域，抓
好产业协作、人才交流、劳务协作、消费互惠、社会联动等重
点方面，变“输血”为“造血”，持续推动白云区与罗甸县全方
位、宽领域、深层次交流合作，真抓实干、精准帮扶，携手打好

“组合拳”。
据了解，下一步，罗甸将携手白云区继续深化“4+”合作

模式，继续引进更多的优质企业，助推罗甸“四化”发展，侧重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基地和发展农业产业精深加工

业，切实提高农业生产规模化、标准化和产业化水平。在稳
定扩大现有销售网络的基础上，继续打通生产、加工、储存、
流通、消费等环节的堵点、难点，争取白云区在消费专馆、专
区、专柜等硬件建设和各种大型活动推介罗甸农特产品，切
实发挥东西部协作消费帮扶稳定增收、助推发展的支撑作

用。按照稳定现量、扩大增量、优化服务、加强管理的思路，
进一步提升劳务协作在组织招聘、开展培训、引导就业、跟踪
监测等方面的工作质量，实现双方在深度协作中助推罗甸稳
岗就业由量变向质变的发展。

（本报罗甸记者站 罗依）

罗甸：携手同行书写东西部协作新答卷
本报讯 近日，平塘县举行文旅部门冬季旅游产业化政

金企融资对接活动，助力旅游产业政金企融资“钱”景好。
近年来，平塘县产业投资空间广阔，新型工业化、新型

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旅游产业化发展前景广阔、商业机会
众多、资金需求量巨大，着力围绕“四新”主攻“四化”,
推动“引金入黔”、“险资入黔”、“基金入黔”，引导企业提
出真实、有效、合理的融资需求，推动金融机构提供高效、
优质、便捷的金融服务，促进政金企合作向更深层次、更高
水平、更高质量发展。特别是旅游产业化，进一步加大金融
服务“三大战略行动”和“四化”建设力度，加大对各类资
金的引进及运用力度，按照项目可落地、资金能到位的要
求，因地制宜组织开展融资对接。通过政金企融资对接，着
力搭建全方位、多层次、常态化的融资对接平台，切实引导
企业提出真实、有效、合理的融资需求，推动企业与金融机
构深入开展合作，建立稳固合作关系，同时推动金融机构提
供高效、优质、便捷的金融服务。承办单位将认真履行部门
职能职责，切实形成工作合力，更加注重成本和效益,更加
注重签约项目的成熟度和落地率，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将融
资与融智紧密结合起来，强化主动服务意识，加强产品创新
推广，不断优化工作流程，切实下沉服务重心，推动各金融
机构前移服务端口，真正深入一线、服务基层，参与项目策
划和融资方案设计，确保融资对接取得更好成效。积极组织
相关重点企业、重点项目与金融机构进行充分对接，收集资
金需求信息深入细致、标准规范，真正把有资金需求的项目
和企业信息收集上来，为后续对接奠定基础，组织对接时用
心贴心，真正做到政金企面对面、实打实交流，为推动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助推“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强有
力的金融服务支撑。

据了解，本次融资对接活动，平塘县文旅部门通过银企
之间的“零距离”接触，在政府、银行和企业之间搭建起联
系沟通的桥梁，推动金融机构为地方实体经济提供更高效、
优质、便捷的金融服务。该县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发
挥政金企三方优势，切实形成合力，共同打造金融和实体经
济的命运共同体，推动金融机构与文旅企业的充分沟通，更
好地找准金企共赢结合点，为金融机构提供可靠的投资参
考，助推文化旅游企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发挥文化旅游业
的综合带动作用。

（刘邦和 罗青）

平塘：

政金企融资助力旅游产业“钱”景好

寒风凛冽的腊月也阻挡不了长顺县摆所镇热水村紫王
葡萄种植大户的热情，他们穿梭在葡萄园中剪枝、除草、施
肥，乐此不疲的开展着紫王葡萄秋冬管护工作。而这，仅仅
是热水村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随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步伐，热水村也变成了产业发展的

“热土”，形成了以紫王葡萄为主，生猪养殖、油菜制种为辅的
产业发展格局，带动群众迈上乡村振兴大道。

紫王葡萄，旺了乡村。走进热水村大门，一排排整齐的
避雨棚沿着通村道路两侧田地蜿蜒而建，“管护我们用了农
家肥，加上前几天的大雪，今年我的葡萄肯定有个好收成，
2020年我家种了 20、30亩，纯收益也有 10多 20万呢。去年
我们村葡萄国庆节前就卖完了，销路一点也不愁。”正在如火
如荼开展管护的村民班殿超一脸笑容地说道。随着紫王葡
萄产业的发展，柏油路、产业路、蓄水池、休憩凉亭等基础设
施也逐步完善。每年葡萄成熟时，村里自发组织举办紫王葡
萄节，原来不知名的热水村也渐渐被人熟知，群众的积极性
也逐年增长。热水村通过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以紫王葡萄为
主导的产业，同时也是全县“四宝”之一，摆所镇也牢牢抓住
特色优势产业，积极与县三原公司合作，今年对紫王葡萄进
行新一轮的提质增效。目前，全村种植紫王葡萄3000余亩，
辐射带动700余人增收致富。

生猪养殖，鼓了腰包。热水村除了紫王葡萄外，生猪养
殖也让群众笑开了花。村民韦勇一家承包了村里一个养殖
场发展生猪养殖，“我们和富之源公司合作，租了村里圈舍，

我们两口子在喂，去年一年先后卖了两批猪，赚了 10来万，
近期我又打算再投一批，争取来年多赚点。”韦勇一说起他的
养猪场，就打开了话匣子。自脱贫攻坚以来，热水村建成了5
个小单元建设，可存栏3500头，带动了21户农户实现年收入
超万元，不仅如此，热水村去年在山地特色循环产业上进行
了积极探索，充分循环利用畜禽粪污对葡萄进行施肥，有效
降低生产成本，真正实现了绿色无公害。

油菜制种，强了集体。油菜制种也是热水村近两年来发
展的一大特色产业，在帮扶单位省检察院的帮助下，热水村
于 2018年争取油菜制种项目，在全村 8个组种植制种油菜，
并在实践探索中不断完善利益联结，形成了“5555”机制。

“2020年全村种植1486亩制种油菜，按照四个五模式我们村
集体经济去年增收近 80万元，群众积极性高得很。为下步
全村产业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村支书刘正华侃侃而
谈。不仅如此，热水村油菜制种产业还辐射带动了全县油菜

制种，今年长寨街道、代化镇分别发展了油菜制种。在此基
础上，也辐射带动摆所镇在秋冬种发展稻油轮作，共种植油
菜 1.2万亩。在油菜收成之时，还将采取“公司+合作社+农
户”的模式，积极和公司合作，合作社统收统销，不断壮大村
集体经济。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下一步，热水村还将以
被列为全县“特色田园乡村·乡村振兴集成示范试点村”
为契机，在产业优势基础上，进一步提质增效，让这片土
地变成产业发展、留住乡土人才的“热土”，真正实现产业
强、村庄美、农民富。

热水变热水变““热土热土””乡村振兴有盼头乡村振兴有盼头
本报长顺记者站本报长顺记者站 朱琳朱琳

小寒时节，在荔波县朝阳镇洪江村洪江坝区，当地村民
抢抓农时忙着移栽、管护和收获蔬菜，虽是寒冬，田间地头
依然呈现出一派农耕生产、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去年7月，贵州启明农业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来到洪江村，流转土地260余亩，前期种植青口
白、西红柿、红菜苔、西兰花等蔬菜40多亩，带动当地30多
名村民参与劳动就业，有效助力农业增效、农户增收。

本报记者 肖伟 摄

秋冬蔬菜助增收

蔬菜移栽

田间地头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

香葱管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