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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盛夏七月，日照充足，雨水丰沛，此时的水果
最为甜美，空气中都弥漫着香甜的气息。继水蜜桃、李子、
西瓜轮番登场后，在福泉牛场，鲜红欲滴的“小福果”也迎来
最佳采收期。

走进牛场镇水源坝区果蔬种植大棚内，只见一个个“小
福果”正茁壮成长，郁郁葱葱。一眼望去，好似铺了一张绿
毯子，一串串即将成熟或是已经成熟的绿油油、红闪闪的

“小福果”挂满了藤蔓。工人们正在忙着给即将挂果的“小
福果”绑蔓、打芽，帮助它们更好地成长。

贵州甜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说：“我们这边
大规模上市是在8月底到9月初，一天可以发好几车，最高
峰一天可以销售10车左右。”

据了解，“小福果”是由新引进的贵州甜美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种植的小番茄，含“甜美”和“甜禧”两个品种，共计
300亩。甜美“小福果”已陆续上市，甜禧“小福果”正处于
挂果期，整个采摘期可延续到十一月份左右，亩产可达
8000斤至13000斤左右。

润泉公司水源基地管理人员说：“‘甜美’这个品种，它
就是皮薄肉厚，比较甜。‘甜禧’这个品种，它的皮稍微要厚
一点，它主要有耐运输的特点。后期到8月中旬左右，我们
就大规模出产，主要销往广州、深圳，还有湖南、陕西等省
市。我们占有一个季节优势，就是整个贵州省的圣女果产
出的季节，正好就是全国其他地方没有圣女果产出的季
节。再加上制种的老师有着丰富的经验，所以我们有信心
以及充足的技术支持来发展这个产业。”

为了满足消费者对高品质的需求，贵州甜美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聘请了西安育种研发中心高级农艺师对产品的研
发、种植、管护进行全程监管、跟踪服务，保证其品质以及独
特的口感、风味。

贵州甜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说：“销售主要
分为几个渠道，一个是传统的批发渠道，新的渠道就是客源
市场，过两天就有永辉、大润发、百果园这种渠道过来跟我
们谈，还有就是新兴的网络渠道，比如社区团购、电商、微商
等。我们特意安排了10亩的甜美小番茄，让消费者直接过
来采摘，体验田园生活的乐趣，放松一下心情。”

福泉独特的资源禀赋让公司尝到了甜头，发展的信心、
动能也越来越足，为了进一步丰富基地果品的采摘品类，公
司还将试种绿色、紫色、黄色、黑色等形态、颜色各异的新品

“小福果”，并在金山街道坪山村、马场坪街道黄丝村等地示
范带动“小福果”产业发展。

近年来，为了实现基地产品多元化，促进全市农业产业

现代化发展，福泉市以贵州润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为平台，
引进了多家拥有丰富种植经验技术的优秀企业，大力发展
精品果蔬示范种植。“小福果”、甘蓝、水果玉米、辣椒、豌豆
尖、菜心……现在的水源坝区，一年四季各种各样的果蔬产
品应接不暇，形成了多样化、标准化、现代化的种植模式和

“一果三品”的特色果蔬产业格局，也为当地群众提供了不
少务工机会，带来稳定增收的渠道。

务工群众吴帮琴说：“我们土地流转给公司了，我们可
以来基地打工补贴家用，每个月按时发工资，在这里干活也
不累，挺好的。”

示范带动“尝甜头”，产业振兴“有盼头”。下一步，贵州
润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还将充分发挥桥梁作用，因地制宜
规划产业布局，引进优势企业，发展特色产业，着力构建具
有持续竞争力和支撑力的福泉特色现代产业新体系，让产
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惠及群众。

润泉公司水源基地管理人员刘福江说：“下半年的秋季
种植，整个水源坝区主要是以冬季的精品蔬菜为主，蔬菜主
要是以芥菜、豌豆苗以及菜心为主，主要还是往粤港澳大湾
区销售。”

（本报福泉记者站 胡春林 邓丕丽 刘熙 摄影报道）

福泉市福泉市：：““小福果小福果””迎来最佳采收期迎来最佳采收期

本报讯 盛夏时
节，长顺县各地时令
蔬果迎来大丰收，7
月 20日，走进鼓扬镇
辣椒种植基地，绿染
坡头，一株株翠绿的
辣椒植株长势旺盛，
绿油油的辣椒垂挂在
枝条上格外喜人，务
工群众穿梭在辣椒地
正忙着采摘，随后统
一 进 行 分 拣 、打 包
……准备运往分拣集
散中心，现场一派丰
收的繁忙景象。

长顺县鼓扬镇平
台公司负责人韦韬介
绍：“鼓扬镇今年的辣
椒种植总共是 1500
亩，我们主要的模式
是由鼓扬镇平台公司
选好种、育好苗，再发
到各个村和基地实施
辣椒的移栽，辣椒销售这一块今年我们是有保证的，和种
植户签了合同也承诺过，保证他们能以好的价钱卖出去。”

今年年初，为破解产业发展的难题，鼓扬镇结合实际，
培育本土新型职业农民 197户，发展辣椒产业 1500亩，采
取统一选种培育、统一提供技术支撑、统一以市场保底价
格收购，并做好农资和土地服务，确保所有种植户种得出、
卖得好、能增收，为当地农业产业转型奠定坚实基础，同时
也为当地闲散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有效解决了村民务工
问题，促进村民增收。

自辣椒成熟以来，鼓扬社区桥头组村民梁朝秀就一直
在辣椒基地务工，她说：“摘辣椒的话，每天早上6点上班，
上满 9个小时，加班的话就有加班费，每天加班下来能赚
100块左右，在这边做活路不算很重。”

当天，在鼓扬镇冷链物流中心蔬菜分拣集散中心，二

十余名工人正在对鼓扬镇各村种植户采摘好的辣椒进行
品质验收、精细分拣、按量装箱后送进冷库。据负责人介
绍，每一批辣椒经过一个晚上的打冷后，将销往上海、江
苏、浙江等地。

“现在是采摘初期，我们从6月底开始收购，已经收购
十多天了，初期的话平均一天大概可以收购10到20吨，我
们已经发出去 100多吨了，按照整体面积 1500亩计算，后
续大概还可以采摘两个月，总体采下来大概还可以采摘
2000多吨。”负责收购辣椒的宜昌迈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负责人张涛介绍，再过一个星期，鼓扬镇辣椒产业将达到
采摘旺季，到时每天预计将收购 30至 40吨新鲜辣椒转销
江浙沪地区。

图为基地里务工群众在打包辣椒。
（本报长顺记者站 邓雪 陈丽 摄影报道）

长顺县长顺县：：

15001500亩土地亩土地““椒椒””出丰收答卷出丰收答卷

本报讯 7月 24日，骄阳似火、天气炎热，正是采收、
晾晒海花草的好天气。来到龙里县龙山镇中排村，机耕道
上铺满了晾晒的海花草，还有不少群众正在田间采收。

“现在行情比较好，品相好的一斤干海花可以卖到20
块钱。”正在田间采收海花草的李立选说。

据了解，中排村股份制经济合作社通过对辖区内草地
进行规划利用，采用开箱、起垄等高产标准化种植模式发
展海花草种植 500 余亩，带动周边农户发展海花草种植
3000余亩，并按当年海花草产业净收益的比例进行股东

分红、产业再发展以及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等。
与中排村相隔不远的水苔村，当地群众也趁着近段时

间的晴好天气采收、晾晒海花草。阴天或者下雨的时候年
轻人就在生产车间打包海花草，一天也有200元的收入。

据了解，海花草已成为龙山镇的主导产业，主要通过
采取“合作社＋农户”“企业＋合作社＋农户”、农户种植等
多种方式，管护好、品相好的海花草亩产可达2万元，带动
种植户和采收农户户均增收4000元以上。

（刘深林 赵春兰）

龙里县龙山镇龙里县龙山镇：：

海花草成为农户增收主导产业海花草成为农户增收主导产业

本报讯 每天下午放学后，这一段美好的时光，惠水县羡塘
镇红旗村的孩子们都喜欢到村里的“童伴之家”来学习和玩耍，
这个山村里的“小课堂”变成了孩子们的“大家庭”。

红旗村的“童伴之家”，是羡塘镇深入推进解决农村留守未
成年人陪伴缺失、深化基层服务、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并依托
农家书屋、文化设施等基层文化阵地，专为儿童学习、娱乐和成
长打造的场所。所在地距离学校仅5分钟路程，篮球场、乒乓球
桌、书籍、乐器、玩具、课桌椅等一应俱全。许多孩子下午一放学
就直奔“童伴之家”，在这里他们有志愿者陪伴，一起学习、一起
玩游戏。

志愿者“童伴妈妈”罗德琴，专门负责这里的日常管理。同
时，刚大学毕业的村文书罗海花、驻村第一书记罗剑工作之余也
兼职做起孩子们的老师，给孩子们做课外辅导，并利用农家书屋
的书籍给孩子们拓展课外知识，与孩子们一起下棋、打球、跳舞、
玩游戏等，为孩子们提供快乐成长的环境。

当前正值暑假，“童伴之家”也变得更加热闹，从早上到晚上
都有孩子来这里。通过适时开展游戏比赛、知识问答等活动，有
效提升孩子们学习的乐趣。同时，在活动中宣传防溺水、防火、
用电等安全知识，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快乐、安全的童年。

自“童伴之家”开设以来，这里逐渐成了孩子们的课后“充电
站”，课外的辅导和活动极大地丰富了孩子们的生活。

接下来，羡塘镇将整合资源，用好用活农家书屋、文化活动
室等阵地，助力新时代文明实践作用发挥，继续推进“童伴之家”
建设，让农村孩子度过更加美好的童年时光，充分感受党和政府
的关怀、温暖，引导孩子们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做新时期奋
发有为的好少年。 （王应登 王强）

惠水县羡塘镇：

山村里的“小课堂”孩子们的“大家庭”

本报讯 近日，贵定县应急管理局到县域范围内非煤矿山、
危险化学品、工贸、烟花爆竹等行业领域共20余家企业开展“送
法入企”安全宣传教育活动，进一步推进企业支持、关心、参与安
全生产，紧紧压实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增强企业负责
人、安全管理人员、作业人员的法律和安全意识，做到依法依规
依标准生产，努力实现以普法带动守法目标。

此次活动采取座谈讲解等方式与企业一线员工、安全员、负
责人面对面进行交流宣传沟通，对涉及企业员工切身利益以及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保障的法律条款进行细致的解说，并
将各行业领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向企业传达学
习，通过“以案说法”等方式引导企业负责人及从业人员将安全
生产法律法规学深悟透，并运用到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中。此外，
在宣传过程中，设置了企业负责人发言环节，由企业负责人针对
今后如何加强安全生产、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进行部署
安排。

此次活动共向企业发放《安全生产法》《贵州省安全生产条
例》等法律文本300余册。

贵定县应急管理局将执法＋服务有效结合，多措并举地开
展普法宣传活动，推动企业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
念，增强企业和从业人员“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法律意识，
提升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进一步防范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的
发生，促进贵定县安全生产工作稳定向好发展。 （贵宣）

贵定县：

送法入企促发展 法治春风保安全

农技干部指导务工群众进行田间管护

本报讯 “服务一个居民、温暖一个家庭、和谐一个社区”。
近日，福泉市金山街道朝阳社区暑期文艺志愿服务培训班开
班，丰富多彩的暑期课程吸引了众多爱好者参加。

学生向仁贵说：“我很喜欢书法，想提升一下自己，刚好社
区开展公益培训，我就报了名。这些退休的教师来这里做志愿
者，教我们免费学习书法，我感觉这个假期过得很有意义。”

学生家长沈发秀说：“感谢朝阳社区组织这次公益培训，让
孩子们可以来这里培训，比如说书法、唱歌、跳舞、象棋等，都有
退休的教师、退休老干部来免费给他们培训，我觉得这个挺好
的。”

据悉，此次暑期文艺志愿服务培训开设有暑期亲子兴趣班
和居民文艺兴趣班，课程有象棋、围棋、舞蹈、唱歌、书法、绘画、
太极等，并由社区文艺爱好者、退休教师等 30余人成立了朝阳
社区俏夕阳志愿服务队进行授课，精心制定培训计划，切实解
决暑期家长工作忙、学生难于管、手机不离手、生活无规律等问
题，倡导家长陪伴式教育，引导家长学生共同成长、共同学习。

金山街道朝阳社区有关负责人说：“书法、画画、太极、围
棋、象棋，这些都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发起这个活
动，很多志愿者都积极地参与进来，给孩子提供一个学习提升
的平台，这也是我们朝阳社区服务居民的初衷，服务一个居民、
温暖一个家庭、和谐一个社区。”

下一步，金山街道朝阳社区将围绕“服务一个居民、温暖一
个家庭、和谐一个社区”的目标，多形式开展公益培训，进一步
丰富中小学生暑假生活，激发学生对艺术的兴趣和求知欲。同
时，广泛培养社区文艺人才，充分发挥文艺队伍作用，让社区居
民有更多的归属感、获得感、幸福感。

图为在书法课堂上，学生们在书桌前坐姿端正，在社区志
愿者的指导下练习毛笔字。

（本报福泉记者站 张福飞 摄影报道）

福泉市：

志愿服务在身边 有学有乐更暖心

本报讯 七月，正值豇豆收获
的季节。平塘县者密镇茂村村的
订单豇豆也进入了采摘期，村民们
正忙着采摘、整理、出售丰收的豇
豆。

走进者密镇茂村村，记者看
到，藤蔓上的豇豆垂条细长、豆粒
饱满，村民们穿梭在田地里采摘豇
豆，下午便拿到村合作社进行售
卖。另一边，村民们娴熟地挑选豇
豆、捆绑、装车，一片丰收繁忙的景
象。

者密镇茂村村村民石文杰告
诉记者：“今年我家豇豆长得可以
的，豇豆收成好，我们明年继续做
下去。”

者密镇茂村村土地肥沃、水源
充足、光照充沛，适宜发展种植高
山蔬菜。2021年，茂村村合作社率
先示范发展种植豇豆50亩，收益良
好。今年，茂村村合作社继续示范
发展豇豆种植，并带动农户一起发
展，与好得多农业有限公司签订按
保底价 0.8 元每斤的种植购销合
同，由公司免费给农户提供豇豆种
子、肥料、农药以及技术指导等，消
除农户种植、销售顾虑，增强发展
信心。

好得多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
说：“公司免费发放豇豆种子，对群
众进行技术培训，技术全程跟踪，
一直到收购，只要群众需要，我们
的技术员在两个小时之内必须到

达田间地头，给群众进行技术服务指导。”
“种子、肥料都是免费的，老板教我们种、管理、怎么打

花、打药，就按老板讲的做。我种这里是一亩，我得有1200
块钱了，现在豇豆还在开花，老板还继续来收。”茂村村村民
韦兴叶说。

今年，者密镇茂村村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
式，发展订单豇豆种植 130亩，预计产量将达 20万斤，产值
可达16万元。农户种植的豇豆由村合作社代收后，再由好
得多农业有限公司统一收购，一部分运往独山加工厂初加
工成酸豇豆，为涪陵榨菜、老干妈等公司提供原材料；一部
分经过分级包装，销往北京、重庆和天津等城市。

下一步，者密镇茂村村将不断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盘活
土地资源，积极发展订单产业，扩宽村民增收渠道，切实通
过产业振兴助力乡村振兴。图为村民在筛选豇豆。

（本报平塘记者站 罗廷丹 田波兰 张颖诚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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