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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长顺大地，峰峦叠嶂，连绵起伏，松树、柏树、
杉树……各种树木密密麻麻分布在大山中，葱葱郁郁，苍
翠欲滴，一片绿色的“海洋”，在蓝天白云下，相互辉映。
来一阵风，“绿”浪一层一层地翻涌，汇成一幅天然的水彩
画。

近年来，长顺县一直坚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发展理念，大力推进林业产业发展，打造出天蓝、地
绿、水净的美丽家园，不断优化区域空间格局，加大生态
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

发展林业产业 构建“金山银山”
“在家门口就可以打工，既可以照顾家人，一个月又能

有 3000多块钱收入，还可以学习种植天麻技术。”在长顺
县国有林场，正在种植天麻的村民赵合珍开心地说。

时下，正是天麻移栽的黄金时节。走进长顺县国有林
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映入眼帘，培柴，播种，盖土
……忙得不亦乐乎，当地群众正在林间种植天麻。

“天麻种植一亩地能产出 4000 斤，实现产值约 10 万
元。现林场种植基地有 600亩，以往树林间的空地都处于
闲置状态，如今都‘见缝插针’地种上了天麻。”长顺县国
有林场林下天麻种植基地负责人介绍，在天麻的种植期
间，还可以带动6000多人次实现就业，为村民增收，释放
林地价值。

近年来，长顺县利用海拔高、气候湿润等优势，通过
招商引资，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方式和“农户自
营、技术入股、林地入股”的林下种植模式，发展林下天
麻种植，既让森林资源得到保护与利用，也为群众找到了
一条增收的新路子。

据统计，长顺县林业用地 135.31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64.43%。“十四五”时期，长顺县将持续推进林区产业结构
调整，规划林下种植中药材 10 万亩，种植食用菌 .06 万
亩，林下养鸡 4.2万亩，养蜂 2.5万亩，加快推动全县林下
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长顺生态文明建设。

大力发展国家储备林建设 提高森林经营质量
走进长顺县摆所镇储备林项目建设基地，被整理干净

的山上有不少务工人员正在栽种树苗，已经栽好树苗的山
坡上，务工人员干净利落地在栽好的树苗周围支起竹片，
竹片能固定树苗，保证树苗不被风吹倒。

“这个储备林项目对我们帮助很大，在这里务工一天能
有 80块钱的工资，一个月能有 2000多块钱收入。”热水村
离储备林项目基地不远，村里的不少村民会到基地来务
工，村民班主全是其中一个。

“国家储备林项目主要是为国家培育珍贵优质的木材，
为当地提供大量的劳动务工，解决劳动力就业难的问题，
有效提升脱贫攻坚成效，为乡村振兴中的生态振兴打下坚
实的基础。”长顺县林业局负责人说。

长顺县位于贵州中部中山丘陵珍贵树种和大径级材用
材林区，地处乌蒙山—苗岭生态屏障中段及乌江生态保护
带中段，可培育马尾松、杉木、枫香等中周期大径级用
材，银杏、红豆杉、楠木等长周期珍贵用材，可实现生态
防护和森林景观并重的多功能兼用林。

截止到 2021 年底，国储林已完成建设任务 3.62万亩，
完成林地流转面积 4万亩，林木收储 2.03万亩，全部以资
金兑现的方式兑现林地流转和林木收储金。

做好林业防治 守护绿树常青
走进长顺县长寨街道摆塘社区背后山刺梨基地，州林

业科技推广站专家正在给学员讲解对刺梨枝控高、定向、
整形等抚育管理办法，数十名学员围站一圈，认真聆听讲
解、仔细观察修剪示范。随后学员们便散在基地里进行实
操，互相讨论，不时提出疑问，专家都一一解答。

“学习下来感觉受益匪浅，懂得了如何修枝、整形，让
我们对刺梨有更深刻地了解，特别冬管这块，让我们有信
心把基地管理好。”长顺县猛秋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
人满面笑容地说道。

据介绍，培训通过理论授课和实地示范的方式进行，
主要对示范基地技术人员、种植大户代表、林业站站长、
年轻技术人员培训，再通过他们将所学到的技术教授给各
个农户，以点对面，辐射带动全县刺梨种植地块的管理水
平，促进刺梨提质增效、果农增收，保障长顺万亩刺梨的
健康发展。

除此之外，长顺县林业部门还积极开展森林防火工
作，做好森林防火演练、防火宣传，召开会议安排部署，
层层签订责任书，组织开展森林防火演练及培训，强化火
源管理，进村入户发放宣传手册，积极动员群众在春节、
元宵、清明祭祖等活动中使用鲜花，拒绝烟花爆竹，文明
祭祖，减少火灾事故的发生。

实施林业扶贫 助民增收脱贫
袁正勇家住长寨街道雷坝村周家院组，2016年，在长

寨街道雷坝村委工作人员的关心和精准扶贫政策的帮扶
下，成为一名建档立卡生态护林员。

参加护林工作后，袁正勇每天都坚持护林巡山，记录
好当天的巡山情况，并认真学习林业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

近年来，长顺县实施林业扶贫政策，这让生态护林员
们既保护了环境，也走出了贫困，还为就业提供了岗位。

2021 年，县林业局续聘建档立卡生态护林员 1415
名， 护林员采取 “县建、 镇管、 村用”的管理模式，每
人每月按照考核发放管护劳务补助 800 元， 目前共发放管
护劳务补助1402.22 万元。

近年来，长顺县大力经营生态“经济”、绿色“经
济”，在石漠化地区念好“山字经”、种好“摇钱树”、打好

“绿色牌”，既绿了山头，又富了百姓。同时也积极加强生
态公益林补偿和新一轮退耕还林政策的兑现，促进百姓增
收，真正让百姓得到实惠。

长顺长顺：：大力推进林业生态建设大力推进林业生态建设
本报长顺记者站本报长顺记者站 匡垚匡垚

本报讯 1月 14日，广黔协作共建社区共享口袋书屋授牌
暨广州市委宣传部广东大音音像出版社书籍捐赠仪式在都匀市
文峰街道幸福社区举行。广东大音音像出版社向我州都匀市文
峰街道幸福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和惠水县明田街道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捐赠一批总值10万元的图书音像制品，为我州新时代
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工作注入了新的资源。

此次广州捐赠的书籍和音像制品出版精美、内容丰富，涵盖
了世界名著、经典童话、精美散文、中华古诗词等，丰富我州广大
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本报记者 蒙帮婉 摄影报道）

广东大音音像出版社
向我州两地捐赠图书

小朋友领到喜欢的书籍

本报讯 去年以来，贵定县始终严格
按照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要求，进一步
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在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乡村振兴
上重拳发力，切实坚持基层治理，推动组
织振兴。

给钱给物，不如建个好支部。贵定县
始终把党的力量扎根在一线、党的队伍挺
在最前沿，“量体裁衣”推进农村基层党建
和乡村振兴同向发力、同频共振。

近年来，各村支“两委”带头不断从外
引进适合本村发展的项目，群众参与分
红，获得感不断增强。宝山街道村集体经
济收入超 10 万元村 2 个、超 20 万元村 2
个，增强了基层党组织带领经济发展的能
力和活力。

此外，贵定县借助财政衔接推进乡村
振兴补助资金，围绕群众需求，找准工作
结合点和落脚点，实施好一批乡村振兴示
范点产业项目，切实增加村集体经济和带
动农户增收。在选优配强村级党组织班
子、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方面，形成一
批示范效应好、带动作用强的农村党组织
示范群。以党建引领+思想扶贫与村民自
治相结合的“燕子岩模式”，法治、自治、德

治相融合的“柿花树模式”，社会组织乡贤会参与村民自治的“塘满
模式”等一批村民自治、乡村治理示范点在全县推广。

（本报记者 罗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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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平塘县 2022年“美丽乡村”春节篮球赛
在通州镇何花社区举行，标志着平塘春节文体旅系列活动拉
开序幕。

去年以来，平塘县文体旅部门把开展群众体育活动与重
大节日相结合，积极组织教练员对篮球、气排球、羽毛球、
门球、健步走等开展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培训学员200
余人，逐步壮大体育总会的社会功能，有效强化社会体育指
导员工作队伍建设，提升群众体育赛事的组织训练，对群众
的竞技体育水平提升发挥巨大的作用。去年，累计开展群众
体育活动300余次，参与人数近10万人次，累计投入经费150
万元。组队参加州第二季度气排球联赛、全省老年门球赛、
篮球等体育赛事，特别在州运动会上，组建的代表团参加2个
组别 22 大项 299 个小项，取得 17 金 11 银 9 铜的好成绩。同
时，完成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多功能场地、农体工程器材补
充维护更新、全民健身设施补短板工程、景区体育旅游示范
基地等民生工程。

据了解，此次春节篮球赛有来自县内11支队伍的100多名
运动员参加，共有 33场次比赛，既营造了欢乐和祥的节日气
氛，又达到树立群众“每天运动一小时，健康幸福一辈子”
的良好生活理念，助力全民参与的群众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刘邦和 摄影报道）

平塘2022年春节
文体旅系列活动拉开序幕

本报讯 近年来，龙里县采取多项举措推动新型建
材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抓组织领导，强化责任落实。印发《关于印发龙里县
推进工业四大支柱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的通知》，明
确了 2019-2022年各产业发展年度目标和总体目标、重
点任务和保障措施，强化责任落实，紧盯主导产业，引进
和推动产业上下游配套项目建设，推动产业高质量发
展。为推动责任落实，建立了县级领导领衔推进工业重
点产业工作机制，按照“一个产业、一位县领导、一个工作
专班、一个实施方案”的原则，成立新型建材工作专班，明
确由一位县级领导领衔推进新型建材行业，指导帮助产
业、龙头骨干企业转型升级、增产增效，产业对口县直部
门负责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工作。

抓项目建设，培育发展新动能。坚持以项目建设为
引擎，全力培育新动能，加大引资力度，加快新型绿色建
材产业化步伐,腾兴建材混凝土及砂石原料生产线建设
项目等一批新建或技改项目、同远锐化 HDPE/PVC/
EVA防水卷材生产线建设项目等已竣工投产。

抓转型升级，提升企业内生动力。依托紧邻贵阳大

都市区位交通优势，用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千企改造”
机遇，推动水泥、门窗等优势产业迈向高端，努力提高产
品质量水平和品牌知名度。

抓创新引领，提升产业科技含量。建材企业同武汉
大学、贵州大学合作，提升企业研发应用水平。详务节能
等一批建材企业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科之杰公司成
功申报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红狮水泥成功申报列为贵州
省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名单。长通智造成功申报为省级企
业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抓精准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认真贯彻落实好
涉企惠企政策，去年以来，累计争取工业发展相关专项资
金 13597.7万元；以促进工业实体发展壮大为目标，制定
下发《龙里县服务工业企业民营企业行动方案》，由县四
家班子领导带队，分成多个服务企业行动工作组，定点服
务重点骨干企业和重点在建工业项目。去年，34名县级
领导干部、29个工作组结对帮扶 68户重点企业（项目），
2021 年以来，走访企业 756 人次，梳理和收集企业诉求
103条，解决94个，解决率91.26%。

（龙尚）

龙里龙里：：““五抓五抓””推动新型建材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新型建材产业高质量发展

虎年春节临近，在都匀市石板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人韦邦粉正在创作以虎年和水族节庆为主题的剪
纸艺术作品，剪刀灵巧游走、巧手细细剪裁，一幅幅栩栩
如生、形态各异的“老虎”跃然纸上，为即将到来的春节
增添了浓厚的节日氛围。

今年 62岁的韦邦粉是都匀市匀东镇王司社区一名水
族村民，2016年被评为贵州省民族剪纸工艺大师。她自
小学习水族民间剪纸，50多年来，一直坚守着这门独特
的水族传统手工技艺，在她的作品里，民间故事、人物花
鸟、生活节庆等都突显出神态各异、古朴简练、栩栩如生
的水族生活情景，颇受国内外人们的喜爱。

据了解，水族剪纸是水族群众用于祭祀活动、制作水
族服饰、居家装饰的主要工艺品，2014年 11月，水族剪
纸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
录。

水族非遗剪纸迎新春
文/图本报记者 肖伟 叶大霞

热闹的篮球比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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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手裁剪巧手裁剪

（上接第一版）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也形成了一些新的认识：政治统领、思想
引领是前提，以上率下、上下联动是关键，学用结合、互促互
进是根本， “干”字当头、“实”字托底是保障。

唐德智强调，全州上下要以建立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
化制度机制为重点，以增加历史自信、增进团结统一、增强斗
争精神为目标，持续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
不断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牢牢掌握黔南发展的历史主
动，走好新的赶考之路，落实新的发展蓝图，展现新的气象作
为，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和省第十三次党代会胜利召
开。要持续保持政治定力，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衷
心拥护“两个确立”、忠诚践行“两个维护”。要持续感悟思想
伟力，切实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持
续凝聚发展合力，奋力书写黔南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要持续激
发内生动力，团结带领各族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要持
续保持党建恒力，不断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持续发挥
机制效力，不断把党史总结、学习、教育、宣传引向深入。

钟阳强调，要坚持学思践悟、深学笃行，把学党史作为永
恒课题、终身课题，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要坚持
人民至上，办好民生实事，着力解决好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和
急难愁盼问题，建立健全“我为群众办实事”长效机制。要坚
持担当实干、奋力争先，深入实施乡村振兴、大数据、大生态
三大战略行动，紧紧围绕“四新”主攻“四化”，着力实施

“六大引领工程”，持续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谱写高质
量发展黔南新篇章。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到各县（市），省委第二十四
巡回指导组成员，州有关部门、各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州
各高等院校、州属国有企业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州委
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同志，州委党史学习教育在
匀各巡回指导组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会。

（本报记者 黄颂凯 实习记者 王金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