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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匀 11 个坝区

长顺：
长顺
：做好
“治水
治水”
”大文章 绘就生态和谐画卷

本报讯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行文对全省 2021 年坝区农田
基础设施建设奖补项目立项进行批复，都匀市获得省级补助资
金 1792 万元，
建设 11 个 500 亩以上坝区。
都匀市此次获批立项的 11 个 500 亩以上坝区项目有：小围
寨办事处河流大坝，墨冲镇沙寨坝区，毛尖镇富溪坝区，匀东镇
羊亚坝区、猪田坝区、王司坝区、中坝坝区，平浪镇石龙坝区、凯
阳坝区、罗雍坝区，归兰乡基场坝区。主要是对 11 个坝区的排
灌工程、田间道路工程及其他工程进行改扩建，进一步增强 11
个坝区防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提升坝区粮油、蔬菜等产业持续
发展能力。
（本报记者 吴升红）

黔南“美丽乡村”男子篮球赛平塘赛区预选赛落幕

航拍摆所河河道治理
本报讯 近年来，长顺县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发展理念，坚持把生态建设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
出位置，将“绿水青山”新型生态化发展理念贯穿到河道治理
工作中，先后实施广顺镇巴茅冲山洪沟治理项目、摆烧水库
除险加固项目治理等系列河道治理工程，抓好防洪工程建
设，做好治“水”大文章，切切实实为群众办实事，绘就生态和
谐画卷，
助力乡村振兴。
走进长顺县摆所镇摆所河河道施工现场，机器轰鸣，20
余名务工群众各司其职，拌灰浆、砌石头、测量水平……加紧
对 13.98 公里河道、河床淤泥等进行集中治理，有条不紊地推
进工程建设。
“以前这条河，年年涨水淹翻河坎，淹坏我们的庄稼。现
在国家对河道进行治理，我在这里打点临工，挣点零花钱。”
务工群众班顶祥说道。
多年来，摆所河每到汛期，都会对沿岸 8000 多亩农田造
成冲刷，对沿河周边 500 余户居民的出行带来不便。此次重
点对 13.98 公里的河道采取新建堤防、清淤疏浚等工程措施
进行治理，提高河段沿河两岸的防洪能力，保护沿河两岸农
田及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提升农村环境质量。
“为了推进河道治理项目，尽快在汛期前完成主体工程
的建设，我们将 13.98 公里的河段分成了三个标段，每个河段
在 4 公里左右。每个标段除管理人员外，施工人数大概有
180 人。
”
长顺县水务局河流水库中心主任龙官德说。
摆所河河道治理是一项惠民工程，也是一项富民工程，
治理所涉及摆所镇镇区、松港村、营盘村等多个村寨，治理完

获批全省坝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奖补项目立项

塘边、克度、
牙舟、
通州分获前四名

摆所河施工现场
成之后，
将会让百姓得实惠、乡村更美丽。
自去年 5 月份开工以来，施工队在保障安全生产、狠抓
工程质量、促进工程进度、重视扬尘防治的基础上，围绕节点
目标，保质保量推进工程进度，截至目前，已工程进度的完成
50%，
在主汛期之前基本上能完成主体工程。
“我们现在施工是抢白天，战雨天，节假日不休，在施工
过程中，我们对每一道工序都严格把关，通过各种检测手段，
确保工程质量，保障如期完成这段河道的修建。”摆所河道治
理施工第一标段现场管理人员韩丁说道。
“项目建成之后，可以确保治理区域沿河两岸，8000 多亩

农田、土地，在 5 年防洪标准以内不再受洪水冲刷淹没，也可
以确保沿河两岸 500 多人，在主汛期之内生活安全。同时，
对下一步秀美摆所的建设和乡村振兴起一个积极的作用。”
龙官德说。
长顺县将继续加大河道治理力度，做好规划谋划，积极
争取资金，补短板。通过清淤整治、生态治理，实现河道平顺
畅通，提高泄洪能力和抵御洪水能力，改善生态环境，全方位
推进“绿水青山”建设步伐，促进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物质
文明与生态文明双赢。
（本报长顺记者站 宋恒婷 摄影报道）

本报讯 1 月 16 日，黔南“美丽乡村”男子篮球赛平塘赛区
预选赛在平塘县通州镇金星村落幕。
此次“美丽乡村”春节系列篮球赛有来自县内 11 支队伍 132
名运动员参赛，赛场内外形成遍布城乡、规范有序、富有活力的
春节文体旅系列群众体育活动，树立“每天运动一小时，健康幸
福一辈子”的良好生活理念，实现全民参与的群众体育事业蓬
勃发展，进一步推动文体旅进一步融合，促进全县旅游产业化
高质量发展，
助力乡村振兴。
通过角逐，
塘边、克度、牙舟、通州分获前四名。
此次比赛将从所有运动员中选出 16 名球技精湛的球员组
建一支篮球队，
代表平塘县参加 3 月在长顺县的选拔赛。
（刘邦和）

平西村：
“三治合一”倡导文明新乡风

罗甸龙坪镇：

勇当乡村振兴
“领航员” 为乡村建设
“铸魂”

平西村举行文明积分兑换活动倡导文明新乡风

健全的乡村振兴作战体系

本报讯 罗甸县龙坪镇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为契机，结合地理条件和自然资源优势，围
绕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农业现代化、美丽乡村创建等
工作，着力培养干部队伍，创新工作机制，推进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
为乡村振兴“塑形铸魂”。
围绕“强”字抓组织建设。一是坚持党建引领，强化理
论政策学习。通过“三会一课”、主题党日、学习强国 APP 等
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
落实中央、省委、州委和县委重大决策部署，进一步强化党
员干部的思想意识。二是扎实为民办实事，提升党组织凝
聚力。通过完善建立村务党务公开、村规民约、为民服务清
单化管理机制，组织召开村民小组会、院坝会、群众大会，充
分发挥群众议事、决定权利。村（社区）党组织会同村（居）
民委员会深入调研，公开承诺办理“五件实事”，推动每一件
实事的落实落地，提升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号召力。三是选
优配强班子，夯实战斗堡垒。以村（社区）
“两委”换届选举
为契机，高标准抓好村（社区）
“两委”换届工作，优化村“两
委”
成员结构，
配强村党组织班子，
增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力。
围绕“优”字抓产业发展。坚持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主线，聚焦“产业兴旺”，深化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持靶心不散、频道不换、政策不变、力
度不减大力发展产业，持续巩固提升脱贫成效。目前，以
100 亩以上坝子及县城至八总、立亭、罗化、大关、沫阳 5 条
公路沿线精品水果产业带为支撑，全面推广“龙头企业+合

龙坪镇“龙头企业
龙头企业+
+合作社
合作社+
+农户
农户”
”扶贫车间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作社+农户”等发展模式，引进精深加工规模企业 5 家以上，
培育农旅结合康养基地 5 个，延长农业产业链，提升产业质
效，实现产业“接二连三”，进一步提升产业效益。同时，新
增火龙果种植 5000 亩、生猪养殖 2 万头、生态家禽养殖 10
万羽，持续壮大“三优两特”产业。稳定发展蔬菜种植 5 万
亩，火龙果种植 2.8 万亩、脐橙种植 3 万亩、珍珠李种植 1 万
亩、沙糖桔种植 1 万亩，生猪养殖 2 万头、土鸡养殖 10 万羽
以上，
实现农业产业“数一数二”。
围绕“美”字抓乡村建设。坚持问题导向，加大环境卫
生整治和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深入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加快
补齐农村人居环境弱项。去年以来，投入 88 万元修建 400
个卫生厕所，覆盖 14 个村 400 户 1640 人。配备 810 名保洁
员每日一小扫、一周一大扫，各村垃圾实行一周一清运，确

保村庄干净整洁。加大对村级物流配送体系建设，29 个行
政村（社区）实现“快递进村”，农村电商正常开展。通过加
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入，村容整洁、生态宜居正成为生活常
态，
为实现美丽乡村打下了坚实基础。
围绕“活”字抓农村改革。紧紧围绕乡风文明工作要
求，完善新时代文明实践大讲堂、文体广场、农家书屋等阵
地建设，在搬迁社区组织开展文艺汇演、趣味活动、重阳节
敬老助老、讲习所宣讲等活动，不断增强社区群众的归属感
和认同感，培育文明新风尚。以开展道德评议活动为抓手，
2021 年共评选表彰文明家庭 7 户、好婆婆 8 人、好媳妇 9 人，
引导村民争当模范代表，
促进乡风文明建设。
（王卫民 摄影报道）

减资公告

龙里三合社区：

菜苔喜丰收

群众采收菜苔

本报讯 时下正是菜苔采收的季节，近日，在龙里县冠
山街道三合社区 500 亩坝区，群众正忙碌地采摘菜苔，脸上
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近年来，三合社区把果蔬产业作为群众增收致富的主导
产业，围绕 500 亩坝区培育农业市场经营主体，引进龙头企
业和种植大户，把农业产业和群众需求结合起来，通过企业、
大户发动群众自主参与发展。
三合社区种植大户刘庭友，集中流转土地 410 亩，用于
发展蔬菜产业，其中种植菜苔 100 亩，现在每天有 20 多名当
地群众帮助采收，
每天有 1 吨菜苔销往贵阳各大超市。
村民甘吉芬说：
“ 今年我快 70 岁了，在基地务工已近 5
年，夏天的时候收黄瓜、西红柿，这几天忙着收菜苔，工资每

本报讯 龙里县冠山街道平西村通过“自治、法治与德治”
“三治合一”
开展乡村治理，
积极探索法治强制作用与德治“软约
束”
作用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发挥。
自治明确了乡村治理模式。村民自治是从我国农村社会的
泥土中生长出来的民主制度，
村民自治让乡村振兴更具活力、更
有生命力。2021 年，通过村民大会选举，实现了村党总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一肩挑”，
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得到有效发
挥。完善村民自治机制，
落实好“四议两公开”
工作法，
健全村规
民约，
把广大群众凝聚在党的周围，
为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提供
基础保障。
法治保障了乡村有序治理“法者，
国之权衡者也。
”
法律作为
维持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是社会最稳定、最有效的保
障力量。基层治理是群众治理的基础，而基层治理离不开法
治。平西村建立法律顾问定期入村开展法律宣传、提供法律援
助制度，
加强村民法律意识，
让村民爱学法、擅学法、会用法。
德治推动了乡村的和谐发展，是动力。该村通过引导建立
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禁赌禁毒会等群众性组织，形成德治
的外化组织，拓宽德治发挥作用的空间。在平西村小院实施家
庭文明积分管理制度，建立家庭文明档案 59 份，依托道德评议
委员会，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分值管理，据悉已为 38 户家庭加分
4000 余分。实践中，德治明显提升村民自治水平，弥补法治的
不足。
平西村通过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促进新时代美丽
乡村建设。
(龙冠平 本报记者 吴升红 摄影报道）

群众笑开颜
天有 80 多元，
一年下来我也赚了 2 万多元。
”
刘庭友说：
“ 这次菜苔是购货商直接上门收购，以 5-8
元/公斤进行购买，今年我种植的菜苔亩产能达到 1000 公斤
左右。
”
三合社区通过“党支部+合作社+大户”发展模式，以打
造供销社省级示范点为契机，成立龙里县三合供销有限公
司，并办起了惠民农资超市——万黔众合超市，所有农资实
行统一配送、统一标识、统一定价、统一服务规范、统一管理，
同时将本地农产品进行深加工，推进产供销一体化发展。目
前，
超市的农资商品均以低于市场价格销售，
让利于民。
图为村民在采收菜苔。
（张俐 摄影报道）

平塘县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22727709592701H)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减资，注册资金由人民币陆仟叁佰伍拾万元整减少至人
民币壹仟叁佰伍拾万元整，请债权债务人于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司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平塘县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 1 月 17 日

声明
本人购买的平塘县华地建材市场 8 栋 3 单元 402 号房，
合同登记号：Y0012947，截止 2022 年 1 月 17 日没有任何抵
押贷款（注：
此声明后将在住建部门撤销备案）。
特此声明！
杨欣弋
2022 年 1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