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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龙里县通过采取全方位抓学习教育、全覆盖抓
宣传宣讲、全领域抓氛围营造三项措施，扎实推动省第十三
次党代会精神进企业、进农村、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军
营、进网络，全力推动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在龙里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

该县组织全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通过电视、网络等多种
形式，收听收看大会开幕式直播盛况，“新龙里”抖音号、“龙
城视界”APP 在线观看人数达 2.4万人次。将省第十三次党
代会精神纳入全县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党校培
训班的重要内容，采取“三会一课”、集中培训、专题研讨等多
种形式，分层分类抓好省党代会精神的学习，确保省党代会

精神传达到每一个基层党组织、每一名党员。截至目前，全
县各级各部门开展集中学习 360余场次，学习研讨 150余场
次。

同时，该县统筹用好理论宣传、文艺宣传等各类宣传宣
讲力量，用活网络新媒体、农村广播（喇叭）等载体，推动省第
十三次党代会精神进机关、进农村、进社区、进企业、进校
园。积极开展“山歌伴飞新思想”志愿服务活动，创作编排宣
讲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山歌，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群众喜
闻乐见的形式，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地宣传省党代会精神，让
省党代会精神“飞入寻常百姓家”。 截至目前，全县开展各
类宣讲3200余场次，覆盖党员群众10.85万余人。

此外，该县充分发挥党报党刊、广播电视、“两微一端”等
媒体作用，办好专题专栏，及时报道各镇（街道）、各部门、各
条战线学习贯彻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情况，多层次、多角
度深入报道全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热烈反响和共同心声，
着力形成良好的舆论导向。截至目前，全县刊发（播）学习贯
彻省党代会精神相关稿件110余篇，获中央、省、州媒体宣传
转载20余次。 （莫伯平）

龙里县三项措施推动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走深走实

近日，在龙里县湾滩河镇，各村（社区）组织农户到
稻花鱼育苗场领取鱼苗，在蓄满水的稻田中实施稻田养鱼
项目。

近年来，龙里县湾滩河镇坚持党建引领，以“支部+
合作社+农户”模式，持续推广“稻鱼共生”生态种养技
术，发展水稻种植4万亩，稻田养鱼8000亩，实现一水两
用、鱼米兼收，既保障了粮食生产，又净化了养殖水体，
有效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

图为六广村村民在稻花鱼育苗场领取鱼苗。
龙毅 摄

龙里湾滩河：

稻鱼共生 助农增收

本报讯 7月1日，第七届“创客中国”贵州省中小企业创
新创业比赛黔南州分赛启动仪式暨赛前帮扶指导培训会在都匀
举行。

会上，省工信厅、州工信局相关负责同志依次作动员讲话
并启动第七届“创客中国”贵州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比赛黔南
州分赛。相关专家根据大赛的赛事安排、赛事支持，如何遴选
和组织优秀项目，如何撰写商业计划书、制作ppt及准备路演
进行赛前帮扶辅导培训，并与参会人员互动交流。

据了解，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
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精神，激发创新潜力，集聚创业资
源，营造创新创业氛围，黔南州围绕全州产业链强链，促进创
新链的形成，通过举行第七届“创客中国”贵州省中小企业创
新创业比赛黔南州分赛，旨在发掘和培育一批优秀项目、优秀
团队、优秀人才，推进企业梯次发展，培育更多创新型中小企
业，促进中小企业转型为专精特新企业。

据悉，此次赛事由州工信局主办，比赛分企业组和创客组
两组。符合条件的参赛者需向所在县市工信部门报名，提交相
应纸质材料，同时，在“创客中国”比赛官网 （www.cnmak⁃
er.org.cn）注册报名参赛；各类政府投资基金、有意愿的投融
资机构、小微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等服务机构需向当地工信
部门或直接向州工信局报名，并在官网上注册报名。比赛报名
截止时间为2022年7月15日，报名不收取任何费用。

据了解，比赛设置企业组和创客组一等奖各1名、二等奖
各 2名、三等奖各 3名、优秀奖各 6名，获奖项目将会得到省
级宣传展示、投融资支持、落地入驻园区、成果转化技术服务
和政策扶持等激励。

（本报记者 姜来）

第七届“创客中国”贵州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比赛
黔南州分赛启动仪式暨赛前帮扶指导培训会举行

福泉市仙桥乡月塘村地处大山
深处，这里群山环绕，草深林密，风
景秀丽。近日，记者沿着山路，进入
密林，来到了月塘村林下天麻种植
基地，映入眼帘是30余名村民正林
地里忙得不亦乐乎，挖坑、放木、播
种、撒菌、覆叶、盖土，一派热火朝天
的景象。

“2019年的时候我就来这里种
植天麻了，家里不忙的时候就来这
边赚点现钱，我们每天按10块钱一
个小时算，干一天有100块钱，我上
个月得了 2000 多块钱。”仙桥乡村
民封成英高兴地说道。

“天麻是珍贵的食用药用植物，
没有根，必须与蜜环菌共生，才能从
腐烂的植物中吸收营养，这个地方
遍地都是青冈材林，土质肥沃，是天
麻最喜欢的环境。”福泉市华泉生态
种养有限公司负责人吴和国介绍。

“我们这里种植的天麻品种是
红杆天麻、乌天麻等，一共种植了
1000 亩，每亩地平均能产出 2000
斤，按平均市场价每斤 60 元来算，
每亩的产值可达 12 万元。”吴和国
一边指挥着工人种植天麻一边告诉
记者。目前，该基地主要以未加工
的天麻进行售卖，主要销往四川、广
东、陕西、云南及省内各地。

吴和国说，公司是通过仙桥乡
招商引资于 2019 年到仙桥乡陶军
组林地发展天麻产业，目前天麻的

市场需求量比较大，明年准备再扩
大 2000 亩，达到 3000 亩的发展规
模。

福泉市华泉生态种养有限公司
引进的成功，增加了福泉市仙桥乡
发展林下种植中药材的信心，不仅
提高了林地的利用率，推进产业发
展，更有效增加了农民收入。

福泉市林业局林业工程建设中
心负责人说：“前期我们以招商引资
的方式引进福泉市华泉生态种养有
限公司来我们仙桥乡月塘村进行林
下天麻种植，经过三年以来的发展，
产业是非常成熟的，技术也非常成
熟。同时，我们还为其提供不间断
的政策支持，不断优化相关审批手
续，切实做到为企业服务，为群众增
收致富谋出路。”

近年来，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夯实乡村振兴基础，福泉市大力发
展林业特色产业，但由于当地产业
规模化发展可利用的土地非常有
限，为了突破这一资源性发展瓶颈，
福泉市委、市政府贯彻落实新国发
2 号文件、树种结构调整等相关文
件精神，将发展的目光投向了当地
丰富的森林资源，主动向山要地，积
极创新产业发展途径，大力开拓产
业发展空间，建设高山产业基地，闯
出全新的发展路子。

图为工人正在林下种植天麻。

福泉：林下天麻种植助力群众增收
文/图 本报记者 王金柱 徐朦

本报讯 7月2日，州农业农村局中药
材技术指导团队到都匀市匀东镇明英村太
子参种植基地开展“揭榜挂帅”技术指导服
务工作，并邀请到省中医药大学教授江维
克、黔南师院教授郭治友对服务田块太子
参产量进行测产验收。通过现场查勘，采
取多点取样平均法计算得出，太子参亩产
达855公斤，比去年增产14%。

自今年3月全州农业技术指导服务工
作开展以来，州农业农村局中药材技术指
导团队深入基层，通过组织田间课堂、实地
操作、示范培训等方式，将高产高效、绿色
防控、信息技术等实用技术送到生产第一
线，并揭榜挂帅都匀市匀东镇
太子参种植基地，集中力量攻
坚 中 药 材 生 产 中 的 技 术 难
题。截至目前，累计开展太子
参高标准种植技术指导（服

务）60余次。
服务先期，州农业农村局中药材技术

指导团队撰写了“揭榜挂帅”实施方案和技
术方案，全面推广中药材生态化栽培技
术。服务过程中，从前期选种选土，中期病
虫害防治、绿色防控技术、科学施肥到后期
采收、贮藏等方面开展了技术指导及有关
培训。

明英村太子参基地里，技术人员正指
导农户高效科学采挖太子参，一颗颗刚挖
出的太子参色泽金黄、肉质饱满。原本要
等到植株枯黄倒苗才采收的太子参，在这
里已进入丰采期。目前，基地有 500多个
农户采收，一天的采收量达4万斤左右。

下一步，州农业农村局中药材技术指
导团队将继续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服
务，确保技术服务到村到地，力争打造一批
高水平、高成效的“揭榜挂帅”示范。

图为农户在太子参基地采挖太子参。
（孙晓姝 本报记者 朱丽 摄影报道）

州农业农村局中药材技术指导团队到都匀市匀东镇
开展“揭榜挂帅”技术指导服务工作及太子参测产验收

初夏时节，阳光正好。行走
在都匀市毛尖镇双新村新龙寨，
古色古香的入村寨门、宽敞整洁
的小院坝、独具乡村特色的墙
绘、点缀道路两旁的竹篱笆，彰
显着乡村生态文明风尚，展现出
别样的乡村风采。

党建引领 激发内生动力
为切实改善人居环境面貌，

持续增强村民的生活幸福感，打
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农村人居
环境，助力乡村振兴，今年以
来，毛尖镇双新村紧紧围绕“党
建+人居环境提升”思路，发挥
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和党员干
部的“领头雁”效应，以打造乡
村振兴示范点为契机，围绕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乡风文明建设、
基层治理、庭院经济、产业发展
方面，紧扣“六有促提升，示范
带引领”打造新农村模板，形成

“组织引领、党员带头、群众参
与”的共治共建氛围，推动党建
引领与人居环境整治深度融合。
并通过开展环境整治活动，清理
道路沿线、村民房前屋后等卫生
死角，用实际行动改善了村寨的
卫生环境，提升乡村“颜值”，从
而带动群众一起参与，在村里形
成人人珍惜环境、保护环境的良
好氛围，从根本上实现了“要我
做”到“我要做”、“催着干”到

“争着干”的嬗变。

家风家训 厚培文明乡风
双新村党总支书记韦金成告

诉记者，村党支部通过抓好以厚
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的乡风文
明行动，以新时代文明实践、文
明村镇创建、诚信道德规范等为
载体，重点教育引导群众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激发家庭
主体认识到家风建设对家庭影响、社会建设的重要性，从情感
方面激发他们内心深处的真正认同，通过组织召开院坝会，与
群众共同商讨家风家训等乡村文明建设。目前，新龙寨 47户
无论新房还是老屋，统一制作的刻石家训牌已成为一道独特的
风景。这些家训内容丰富，大致可分为修身、处事、治家、立
志四种类型，寥寥数语，却是祖辈对子孙立身处世、持家治业
的教诲。

创艺景观 扮靓美丽乡村
“寨子里房前屋后该拆的拆、该修整的修整，我们都很配

合，有些人暂时想不通，我们就做思想工作，乡村振兴是一项
为我们老百姓好的工作，是一件为我们农民好的惠民事。”新
龙寨村民罗天有兴奋地说。

双新村积极探索创新，从细节上营造亮点，见缝插绿、见
空造景，充分挖掘新龙寨历史资源，利用闲置农具打造独特的
人文景观，一块充满温情的指示牌、一个寄托着浓浓乡愁的织
布机、一个质朴的石磨碾子、一个老旧的木凳，就地取材，简
单质朴，经过巧手设计，成为诗意乡村的点睛之笔，久违的乡
愁被瞬间点燃。同时，为进一步拓宽群众的增收渠道，积极打
造庭院经济，让农户利用院子内外空地种植蔬菜、猕猴桃及葡
萄等经济作物，引导农户动手创建美丽庭院，满足农户增收需
求，并增设村寨文化长廊，展示村寨历来发展史及村寨“能人
库”等内容，增强了村民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意识。

通过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双新村新龙寨被评为都匀市乡
村振兴（人居环境）示范村寨。韦金成说，新龙寨只是双新村
人居环境整治的第一步，下一步，双新村将以新龙寨为样板持
续加强人居环境综合治理，通过最美小果园、最美小菜园、最
美庭院等评比活动，持续激发群众内生动力，让群众更加自觉
参与到乡村振兴的工作中来，使村庄环境卫生更加干净整洁，
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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