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月春风吹沃野，各地田野似绿洲，在长顺大地上，各类
蔬菜作物乘着春风长势喜人，村民也追着这好春光，走进田
间地头劳作忙，共同勾勒出一幅和谐美好的乡村希望画卷。

4 月 20 日，走进长顺县摆所镇松港村三原农投蔬菜基
地，放眼望去一片绿色，500亩连片蔬菜基地生机勃勃，地块
间种植着不同品种的蔬菜，颜色深浅不一，拼凑成一幅田园
山水画。30余名务工群众穿梭在西兰花地里，进行着除草、
松土管护。

长顺县三原农投集团顺丰源公司生产技术部负责人向
记者介绍：“基地运营以来，经过不断探索，通过推行订单农
业、分梯度种植等模式，保证基地土地不闲置，附近的老百姓
有活做、有收入。目前基地种植的品种有马铃薯、西蓝花、豇
豆、小青瓜等，其中马铃薯、西兰花将在 5月中旬大量上市，
及时充足市民的‘菜篮子’。”

据悉，三原农投蔬菜基地是长顺县 21.46万亩蔬菜保供
基地之一，目前已入选第九批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
地。自基地开始建设以来，越来越多的村民在家门口吃上

“产业饭”。2022年以来，基地累计带动村民就业近 3000人
次，发放劳务工资近 24万元 。同时这里也是一个田间“大
课堂”，基地常驻技术员对蔬菜种植进行把关，务工群众实现
技术薪资“双丰收”。

蔬菜基地不远处是摆所镇松港村1600亩稻油轮作示范
基地，广袤的田野上油菜延绵至山脚，油菜杆粗荚实,长势良
好，丰收在望，预计5月初开镰收割。

据悉，该基地采用“公司+合作社+农户”的运作模式，利
益连接全村 194户群众，主要栽种油菜和水稻，通过组织农
户开展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并负责对种植农户进行统收统
销，每年累计可实现收入 441.6万元，户均可收入 22763元，
村集体经济可收入19.2万元。

长顺长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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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机勃勃的蔬菜基地生机勃勃的蔬菜基地

务工群众在蔬菜基地管护西兰花

“乡村如何振兴，如何依法用地，是乡村振兴的各方参与者
应认真学习了解的重大问题……乡村振兴应该如何依法用地？
首先应认真选址，弄清想用的地方是不是永久基本农田或耕地
……”

近日，在听完网络普法直播后，都匀市自然资源局耕保科工
作人员吴朝鑫颇有感触：“以前线下学习业务方面的知识形式单
一，还要跑去培训现场，听一堂课要花上半天时间，现在网上就
能直播听课学法，我也更好更准确学到了在帮助群众、企业等办
理设施农用地时的流程等，不用出办公室，抽 20分钟一部手机
就能学到实用的业务知识和经验，实在是太方便了。”

吴朝鑫所说的网络普法直播，是黔南运用现代网络技术、进
一步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普法工作的一项举措。

此前，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印发法治宣传第八个五年规划，
要求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媒体开展精准普法，着力提高普法针对
性和时效性，进一步提升公民法治素养，推动全社会尊法学法守
法用法。

找准运用新技术新媒体开展精准普法方向，州司法局紧贴
社会热点，创新普法手段，转变传播方式，打造“黔南智慧司法”
信息化服务平台，开设包括法治宣传、法治学堂在内的 20项在
线服务功能，在全州各级司法行政部门、村（居）建立平台服务端
口，实现普法单项式传播向互动式、场景式传播转变，打破现场
宣讲“一对一”的局限性，群众下载“黔南智慧司法APP”即可在
线观看普法直播。

去年以来，我州通过“法治微课堂”常态化开展在线普法宣
传活动，利用黔南智慧司法服务平台“法治学堂”进行直播宣讲，
以建设法治黔南、平安黔南为重点，结合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
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通俗易懂的语言，从法治的视角深入
解读人民群众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和典型案例，进一步提高了
普法宣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媒体开展精准普法
提升群众法治意识

本报记者 朱丽 戢余

本报讯 近日，州退役军人服务中心“轮值
老班长”牵头组织都匀地区退役军人代表到都
匀市烈士陵园开展以“缅怀革命先烈·弘扬英烈
精神”为主题的“七个一”活动，通过开展忠诚教
育与志愿服务相结合的方式接受红色洗礼。

据了解，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退役军人工作重要论述，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常态化，加强退役军人思想政治引领，引导退役
军人筑牢理想信念、弘扬优良传统、激发奋斗精
神，进一步发挥退役军人作用，州退役军人服务
中心开展了此次以“缅怀革命先烈·弘扬英烈精
神”为主题的“讲解一次英雄故事、重温一次入
党誓词、重温一次军人誓词、为烈士敬献一次花
篮、打扫一次烈士陵园卫生、擦拭一次先烈墓
碑、描红一遍先烈碑文”“七个一”活动。当天，9
位州退役军人服务中心“轮值老班长”、50名都
匀市退役军人志愿者代表及州退役军人事务局
部分党员同志参加活动。

在朴素庄重的展陈馆内，老革命军人为大
家讲述了参与解放都匀、抗美援朝等革命往事
和都匀英雄儿女在国内经济建设和抗击对外侵
略中涌现出的英雄人物事迹，“轮值老班长”和
退役军人志愿者们认真聆听，仔细浏览馆藏图
文资料和珍贵文物，在厚重的革命历史中汲取
革命先辈的精神力量。

在庄严肃穆的纪念碑前，退役军人们静穆
肃立，向烈士默哀，怀着对烈士的无限崇敬之情
敬献花篮和鲜花，重温入党誓词和军人誓词，将
铮铮誓言铭刻心中，共同缅怀革命先烈舍身忘
我、英勇献身的崇高精神。

在烈士陵园的墓区内，党员干部、退役军
人志愿者打扫陵园卫生、擦拭烈士墓碑、清理
四周杂草，“轮值老班长”们俯下身子，认真
为烈士碑文描红，鲜红的碑文让烈士墓碑显得
越发庄重。

大家纷纷表示，活动很有意义，进一步增
强了大家的爱党爱国精神，进一步激发了大家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
感，在今后的工作中，要不忘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
脉，弘扬英烈精神，将英烈的精神化作锐意进取的干事创业激情，为
推动全州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杨博程 本报记者 龙毓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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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进一步丰富广大老年人学习生活，积
极探索游学结合、康教结合的老年教育学习新模式，
近日，罗甸县老年大学组织学员到沫阳镇高峰村种桑
养蚕示范基地开展游学活动，将学习阵地由学校转向
田间地头，将课堂搬进大自然，拓展老年学员视野，
丰富学习活动，引导学员积极助力乡村振兴，培育新
时代“有作为、有进步、有快乐”的新时代“三有”
老年人。

在种桑养蚕示范基地，农村青年致富能手为学员
们讲解“种桑养蚕”知识，介绍从桑树苗的种植养
护、桑园管护、桑叶采摘、蚕苗培育、喂养以及经济

效益等种桑养蚕的整个流程，广大学员听得津津有
味，不时还提出问题。随后，学员们深入到田间体验
采摘桑葚，进一步了解桑叶与桑葚的营养功效。

通过这次游学体验活动，老年学员们学习到了种
桑养蚕知识，也初步了解了罗甸县种桑养蚕产业的发
展情况，同时在空气清新的大自然中愉悦身心，实现
康养教结合的目的。学员们纷纷表示，要充分发挥好
宣传作用，让更多群众积极参与到种桑养蚕的产业中
来，推进桑蚕产业发展，拓展增收之路，促进乡村振
兴，努力为罗甸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周玉）

罗甸县老年大学组织学员到乡村游学

本报讯 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命名中国科学院北京纳
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Maxwell 科学+）等 800 个单位为 2021-
2025年度第一批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平塘 500米口径球面射电
望远镜基地名列其中。

作为世界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将在未来
20-30年保持世界一流设备的地位，平塘正日渐成为天文学研
究的国际开放门户、全球重要的射电天文学术交流中心、国际天
文科普研学基地和科技成果转化基地。集休闲度假、研学旅游
的胜地，平塘已相继荣获首批中国十大科技旅游基地、国家级风
景名胜区、国家4A级景区、国家地质公园、中国最美小城、美丽
中国之旅十佳山水城市等旅游名片。

据了解，2017年以来，国家旅游局、中国科学院发布“首批
中国十大科技旅游基地”中，平塘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作
为首批中国十大科技旅游基地之首，使贵州省在较短时间内发
展成为国际一流的天文学交流中心和世界天文重要科普基地之
一。特别是以坐落于平塘的FAST天文科普旅游的研究铺展开
来，有利于推动科技支撑旅游发展、旅游促进科技传播，营造科
技旅游发展新氛围。

“中国天眼”作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首个“基础教育研究
基地”，不断掀起科普旅游的热潮。天文科技文化园包括文化园
游客服务中心、平塘国际天文体验馆、天幕商业街、天文时空塔、
喀斯特生态公园、球幕飞行影院、天文科普带、星辰天缘大酒店
等，吸引众多游客慕名前来一睹“中国天眼”的雄姿，亲身感受祖
国的科技魅力。

（刘邦和）

平塘FAST基地被命名为
“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本报讯 近年来，贵定县新巴镇立足当地实际，因
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项目，大力发展金银花种植，扩展
村民增收渠道。

在新巴镇乐邦村的金银花种植基地里，一棵棵金
银花树苗随风摇曳，长势喜人，不少村民正忙着给金银
花除草、补苗、施肥，基地里井然有序，一片繁忙，为今
年金银花的收成打下基础。

2020年，乐邦村金银花种植基地在乐邦村发展种
植 260余亩花期长、产量高、效益好的金翠蕾品种，目
前已有 3万株左右。该基地金银花管护需长期用工，
去年发放工人工资 4万余元，有效带动周边群众务工
增收。

乐邦村村民骆菊乐呵呵地说：“一天有 100 元钱
工资，干活挣钱顾家两不误。”

乐邦村金银花种植基地 3年进入丰产期，预计每
棵产量最少可达20斤，每棵产值可达240元，待进入丰

产期，总产值约为720万，前景十分可观。
“种植金银花一般 3年左右达到丰产，现在是管

护阶段，这段时间每天基本上都有 10多个工人在基
地做管护，预计6月份金银花开始上市。金银花主要
是药用，销售这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只要我们采收
加工好，联系客商就可以发往湖南。下一步，基地准
备扩大金银花种植规模，带动村里更多的群众一起来
种植金银花，让他们看到发展产业与常规农业的区
别，带动他们共同致富，让日子越来越好。”对于基
地的发展，负责人充满信心。

同时，基地签订收购合同，让群众种植不愁销
路。下一步，基地将努力发展金银花种植，让金银花
在乡村振兴征程中绽放，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一路芬
芳，让金银花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大产业。

（杨兰 张芸 吴红梅）

贵定新巴：黄土地里种“金银” 铺就增收致富路

本报讯 近年来，荔波县朝阳镇围绕乡村振兴总体要求，重
点打好“党建”“产业”“文化”“旅游”四张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打好“党建”牌，让基层建设更加牢固。推动基层党组织标
准化、规范化建设，筑牢乡村振兴战斗堡垒；实现村党组织书记、
主任“一肩挑”全覆盖，增强村级党组织凝聚力，积极打造党建示
范点7个，创建标准化规范化五星级党支部3个；抓好各类产业
发展契机，多举措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实现各村村集体经济达
10万元以上，提升村党组织引领服务能力；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发动党员进村入户，到田间地头与群众同劳作、谋
发展，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将群众工作做实做细。

打好“产业”牌，让产业发展更加兴旺。做优做强特色优势
农业产业，通过“建基地、育主体、注活力”的方式，发展枇杷、蜜
柚、青梅等精品水果6万余亩；推行“党支部+农户”的发展模式，
由党支部示范种植，党员牵头种植，带动群众广泛种植，逐步扩
大铁皮石斛、白芨、草珊瑚等中草药种植规模；结合精品水果季
节性特征，探索果园果树行间套种辣椒、蒜葱、油菜、生姜等作
物，提高土地利用率，促进果园提质增效。

打好“文化”牌，让乡风更加文明和谐。实施人居环境整治
和基层社会治理两大提升行动，扎实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打
造生态宜居示范村寨 24个；深挖民族传统文化，以传统节假日
为契机，大力弘扬民族文化精髓，引导群众制定村规民约和家风
家规，积极培育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文明乡风，改善群众精神风
貌，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同时，发挥“洪江国际艺术村”品牌效
应，不断引进艺术家，充分利用废旧房、闲置地等资源建设艺术
村，不断配套基础设施、家政公司等加大服务艺术家力度，探索
出“艺术促乡村振兴”的路子。目前，入驻艺术家108名，已建成
艺术家工作室31栋。

打好“旅游”牌，让群众生活更加富裕。坚持“农旅结合、以
农促旅、以旅富农”的发展思路，依托洪江研学服务基地，与贵州
高校签订研学教学战略协议，为省内高校、县内中小学校开展教
研活动提供服务，2021年接待各校师生 2000余人；利用旅游区
位优势，谋划板麦赛娥风情湾田园综合体项目，推进板麦“幸福
庄园”民宿项目落地实施，全力打造A级景区；鼓励朝阳、八烂、
岜马村等沿河村寨创建农业休闲观光基地，发展新型观光农业
产业。目前，全镇共有乡村旅游接待农舍170余家，草莓采摘园
3个。 （吴文桃）

荔波朝阳：

打好“四张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本报讯 近年来，福泉市坚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到新
型工业化全过程各方面，围绕建设千亿级化工产业园区，发
挥党建引领作用，以党建“三力”奏响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

“三部曲”。
狠抓组织建设“凝聚力”，吹响项目建设“进行曲”。强化

非公企业党组织建设，通过“重大项目市级领导四包责任制”
“驻企特派员制”“派工单制”等多重机制，把支部建在项目
上，建立执行有力的“红色管家”队伍，实现98家规模工业企
业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打通了项目建设“最后一公
里”。“红色管家”成为项目推进“金牌店小二”，帮助落实惠企
政策，解决项目建设难题。截至目前，共收集企业 133个问
题，已解决了120个问题，解决率达90.23%，今年实施的60个
新型工业化重大项目全部纳入亮星公示，实现了签约项目快
落地、落地项目快开工、开工项目快投产、投产项目快见效，
其中瓮福剑峰2万吨焦磷酸二氢二钠、磷酸二系统余压发电

节能改造、兴发化工 1万吨/年二甲基二硫醚装置等项目已
建成投产，磷化（集团）新能源材料项目一期 4万吨/年电池
级磷酸铁、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项目一期 15万吨磷酸铁锂
等新能源项目也于4月底试车，预计仅新能源项目就将新增
产值80亿元以上。

增强企业党建“战斗力”，弹好产业升级“奋进曲”。
组建全市新型工业化党建联盟，变单个企业党建“单打独
斗”“升级”为党建联盟“协同作战”，持续深化把业务骨
干培养成党员、把党员骨干培养成企业骨干的“双培养”
工程，推动党建工作与企业发展深度融合。以川恒化工

“1234”党建工作法等示范引领，推动产业链上党建工作的
整体提升，帮助企业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融
通供应链，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23家非公企业党组织
先后被评为省、州、市先进基层党组织，成为企业攻坚克
难的“领头羊”，仅 2021年全市就有 10家企业获评国家级

绿色工厂、国家级工业产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省级绿色
工厂等称号。

发挥政企联动“牵引力”，共奏发展壮大“交响曲”。
搭建“政府搭台、企业唱戏、部门服务”企业沙龙平台，
建立企业“安静生产期”和工业领域新业态包容审慎制
度，选派党员干部到新型工业化主战场干事创业，实现市
工信局和经开区管委会合署办公，以“服务到感动自己、
服务到倾尽全力、服务到无能为力”标准做优“贵人服
务”品牌，打造政企共赢新高地。目前，全市新型工业化
已到位资金11.09亿元，先后有5家企业获评省级“千企改
造”工程龙头企业和高成长性企业、11家企业获评省级高
新技术企业、3家企业获评省级“专精特新”企业、2家企
业获评省级“小巨人”，企业的发展壮大为全市工业经济倍
增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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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泉：

党建“三力”奏响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三部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