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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习近平指出，民营经济是我们党长期执政、

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力量。我们
始终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在民
营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给予支持，在民营企业遇
到困惑的时候给予指导。要优化民营企业发展
环境，破除制约民营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制
度障碍，依法维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
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
落下来，鼓励和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
大，提振市场预期和信心。要积极发挥民营企业
在稳就业、促增收中的重要作用，采取更有效的
措施支持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支持平
台企业在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国际竞争中大显
身手。要把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落到实处，为民营
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排忧解难，让他们放开手脚，

轻装上阵，专心致志搞发展。要加强思想政治引
领，引导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正确理解党中央
关于“两个毫不动摇”、“两个健康”的方针政策，
消除顾虑，放下包袱，大胆发展。

习近平强调，高质量发展对民营经济发展提
出了更高要求。民营企业要践行新发展理念，深
刻把握民营经济发展存在的不足和面临的挑战，
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坚
守主业、做强实业，自觉走高质量发展路子。有
能力、有条件的民营企业要加强自主创新，在推
进科技自立自强和科技成果转化中发挥更大作
用。要激发民间资本投资活力，鼓励和吸引更多
民间资本参与国家重大工程、重点产业链供应链
项目建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作出更大贡献。要依法规范和引导各类资本健
康发展，有效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各类
所有制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竞相发展的环境。

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的现代化。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
都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都必须担负促进
共同富裕的社会责任。民营企业家要增强家国
情怀，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增强
先富带后富、促进共同富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民营企业要在企业内部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推动构建全体员工利益共同体，让企业发展成果
更公平惠及全体员工。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
要筑牢依法合规经营底线，弘扬优秀企业家精
神，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
的典范。要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积极
参与和兴办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做到富而有责、
富而有义、富而有爱。

石泰峰、何立峰、郝明金、高云龙等参加联组
会。

正确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

（上接第一版）
同时，以茶带旅、以旅兴茶。依托“中国天

眼”和平塘特大桥两大世界级 IP，将茶文化融
入旅游发展，通过科学规划带动改善茶旅融合
配套环境，通过旅游加强茶园与市场的链接，
通过“茶旅一体化”打造研学品牌，走出一条

“茶旅融合”发展之路。

人民日报、中国新闻社、新华网、央广网、
国际在线、贵州日报、贵州广播电视台、多彩贵
州网、贵州民族报、贵州都市报、贵州画报、黔
南日报、黔南广播电视台、平塘县融媒体中心
等中央、省、州、县媒体及黔南热线商业平台参
加新闻发布会。

（本报记者 朱丽）

平塘将举办第八届
“贵州春茶第一壶”开采系列活动

“墙上挂着雷锋像，头上红星闪闪光。爷
爷经常对我讲，学习雷锋好榜样……”在荔波
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志愿者黎云正组织
孩子们唱学习雷锋歌曲，稚嫩的声音飘出窗
外，永恒的精神在心中扎根。

阳春三月气象新，志愿服务暖人心。3月
5日，荔波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发起“雷锋
精神代代传”系列志愿服务活动，很多像黎云
一样的志愿者，他们入学校、进村庄，传思想、
讲政策，送温暖、献爱心，全县上下掀起学雷
锋志愿服务的热潮。

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荔波一小学生
正在开展“学雷锋”绘画活动，孩子们用画笔
画下心中雷锋的形象，一幅幅内容丰富、色彩
鲜艳的画跃然纸上，有的孩子画的是雷锋种
树，有的画的是雷锋扶老人过马路，有的画的
是雷锋给小朋友讲故事……雷锋的形象在同
学们的画中一一呈现。

活动结束后，孩子们在社区志愿者的带
领下开展入户慰问，给困难老人送慰问品，帮
老人们打扫房间、整理桌面、清理厨房，还为
老人捶背、陪老人聊天、谈心。

老人动情地说，深深体会到了社会对她
们的关爱，以及孩子们的一片孝心……

“作为军人我们要以实际行动传承雷锋
精神，做到退役不褪色，为文明荔波建设贡献

一份力量。”在樟江河畔，由退役军人组成的
志愿者们发扬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苦的军人
优良作风和团结协作的精神，认真清理河道
旁的垃圾。

在月亮湖公园，青年志愿者们纷纷拿着
铁铲、扫帚等工具，对杂草、垃圾等进行集中
清理。经过集中整治，公园内的环境卫生得
到有效改善。

在中央城广场，党群干部组成的志愿者
们开展系列便民服务。有的志愿者向群众发
放宣传手册，宣讲法律知识，增强群众守法、
用法、护法意识；有的开展爱心义诊活动，帮
助群众预防高血压、糖尿病、耳疾、脑梗等疾
病；有的还开展义务理发、家电维修等志愿服
务活动。

从春天出发，与雷锋同行。三月的荔波
大地，雷锋精神如拂面春风，吹绿原野，温暖
人心。广大志愿者信心百倍、满腔热情地投
身到志愿服务第一线，学习雷锋精神、传承雷
锋精神、弘扬雷锋精神，不断书写新时代文明
实践的华丽篇章。

荔波县：从春天出发 与雷锋同行
白露

本报讯 为生动集中展示黔南各行各业女性在各
自岗位上的辛勤付出，默默奉献，3月6日，在第113个

“三八”国际妇女节来临之际，由黔南州妇联主办，各县
（市）妇联承办的黔南州“刺梨花开绽芳华”巾帼风采摄
影展在都匀开展。

展览现场，摄影作品均以在一线无私奉献的女性
作为拍摄对象，用照片记录她们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
书写着不平凡的业绩，生动展现了黔南各行各业女性
的最美瞬间及新时代黔南巾帼风采，彰显了黔南妇女
事业取得的发展成就和黔南妇女在参与经济建设、社
会事业中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据了解，本次摄影展，展览时间为3月5日至8日，
将全方位展示黔南妇女独立自信、温暖坚强的魅力风
采，激励广大妇女立足岗位、踔厉奋发、笃行不怠，为加
快建设”五个新黔南”和更高水平民族地区创新发展先
行示范区贡献巾帼力量。

图为市民观赏摄影作品。
（本报记者 刘茜 摄影报道）

本报讯 为庆祝第113个“三八”国际妇女
节，激励广大妇女群众争做新时代的奋斗者、开
拓者、奉献者，3月 6日，由黔南州委宣传部、州
妇联、州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体育局）、州卫健
局、州税务局主办，都匀市妇联、黔南州广东商
会协办的“茨梨花开绽芳华”健身操（舞）大赛在
都匀市举办。

比赛现场，来自全州各条战线上的23支参

赛队伍身着艳丽的服装，以健康昂扬的精神状
态，伴随着明快、动感的音乐节奏，舞动起激情
的健身操（舞），精彩的比赛赢得观众们的阵阵
掌声。优美的舞姿，整齐的动作，充分展现了新
时代黔南女性的新面貌、新气象，展示了黔南女
性奋发向上、积极有为的精神状态，展现了全民
健身的风采。

本次比赛，要求根据健身操（舞）所具有的

“健身性、观赏性、艺术性”创编动作套路，选择
不同的风格、主题、节奏音乐要与编排的动作、
服饰、队形相一致，最终评出一、二、三等奖，优
秀奖和组织奖五个奖项。

比赛结束后，黔南州巾帼志愿者服务队还
带来了精彩的舞蹈表演《金梭银梭》。

图为比赛现场。
（本报记者 甘静 摄影报道）

本报讯 为进一步深化“锦绣计划”提
质生效，弘扬“工匠精神”，3 月 5 日，在第
113个“三八”国际妇女节来临之际，由黔
南州妇联主办，各县（市）妇联承办的“茨
藜花开绽芳华”非遗文创市集活动在都匀
开展。

活动现场，非遗传承人纷纷陈列出各
具特色产品，以展示、展销、互动、体验的
市集形式，将民族服饰、绣染织画等多个
非遗项目以“老手艺”和“新创意”碰撞的

方式展现给大家，让人们近距离接触非
遗、了解非遗、感受非遗的“活态”魅力。

此次非遗文创市集活动全方位展现
了我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传承、发
展、创新方面的工作成果和丰富多彩的地
方文化特色。广泛宣传了黔南民族非遗
文化的深厚内涵，对推动我州民族特色手
工艺产业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本报记者 甘静）

我州举办“茨藜花开绽芳华”非遗文创市集活动

本报讯 为弘扬尊重和关爱妇女的社
会风尚，引导广大妇女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不断提高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和能
力。3月 6日，在第 113个“三八”妇女节来
临之际，由州、市妇联联合组织的“三八”维
权月集中宣传活动在都匀市人民广场举
行。

活动以“建设法治黔南 巾帼在行动”
为主题，通过现场讲解、悬挂横幅、设置法
律咨询台等形式向群众宣传宪法、民法典、
妇女权益保障法、反家庭暴力法、家庭教育
促进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与群众密切相

关的法律法规以及发放“贯彻男女平等基
本国策、禁毒宣传”等宣传资料。同时，采
取以案释法的方式向群众讲解反电信网络
诈骗、反养老诈骗、禁毒等相关知识，为全
社会学法、守法、尊法营造良好的社会氛
围。

此次活动共设立咨询台24个，发放宣
传资料20000余份，悬挂宣传横幅10余条，
解答群众咨询 1000 余人次，受教育群众
3000余人。

（本报记者 甘静）

我州组织开展“三八”妇女节维权月
集中宣传活动

本报讯 记者近日在福泉市陆坪镇罗坳
村烤烟基地看到，农机轰鸣，农户们来回穿梭
于田间，如火如荼地开展整地、施肥、起垄，一
幅生机勃勃的春耕图景正徐徐展开。

当前正值春耕备耕的关键时期，连日来，
福泉市按照“农业工业化、农业科技化、农业
生态化”决策部署，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核心目标，抢抓农时进行春耕备耕生产，为推
进农业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为抓好春耕备耕工作，福泉市一方面及早
分解下发任务落实责任，将全年水稻、玉米、大
豆等主要粮食作物和生猪、烤烟、辣椒等主导
特色产业发展目标细化分解到各乡镇街道、村
组、农户、地块。另一方面，联合市场监管、市

公安和各乡镇（街道）开展种子、农药、化肥等
重要农资打假专项行动，引导全市137家农资
店提前做好农资储备和调运，指导全市7家农
机社会化服务主体及早做好微耕机、旋耕机、
起垄机、覆膜机、播种机、插秧机等农机检修保
养，确保农资储备和农机装备满足全市春耕生
产需求。另外，还组建8个春耕备耕蹲点指导
组深入 8个乡镇（街道）指导群众和主体翻犁
整地、起垄覆膜、播种育苗、移栽种植、防虫施
肥，推动关键技术措施落到田间地头。联合气
象部门及时发布气象信息，及时提出农业生产
建议，扎实做好气象灾害防范应对。

（本报记者 叶大霞）

福泉春耕备耕忙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州气象局了解到，
按照省、州对抗旱增雨工作的工作部署，黔南
州人工影响天气工作领导小组迅速行动，及时
制定印发《2023 年黔南州人工影响天气抗旱
增雨工作方案》，抢抓近期出现的全州分散降
雨契机开展增雨作业。

据了解，去年 7月以来，我州持续晴热少
雨天气，全州出现不同程度干旱灾害。今年1
至2月，全州平均气温偏高、降雨量偏少，抗旱
形势依然严峻。3月 1日至 3日，全州出现分
散性降水天气，3月 2日后有明显降温降雨天
气过程。为抢抓此次降雨时机开展好人工增
雨作业，州人工影响天气工作领导小组迅速组
织全州 12 县（市）投入 56 个固定作业站点和
15个移动作业站点进行人工增雨作业。

据统计，本次增雨作业持续 3天，计划利
用高炮55门、固定火箭9台、车载火箭16台开
展增雨作业。其中，瓮安、福泉、都匀、平塘四
县（市）在 4个作业点开展火箭增雨作业 5次，
取得了明显成效。截至 3月 3日 8时，全州 24
小时内出现中雨 24站、小雨 277站，为保障人
民群众饮水安全、降低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和助
力春耕春播作出了积极贡献。

接下来，我州还将继续强化统筹协调，上
下左右联动，科学研判精准发力，不断完善增
雨作业实施方案，制作增雨“作战图”，标注增
雨重点区域，加强增雨蓄水，明确增雨保障措
施，确保人员到位、装备到位、物资到位。

(本报记者 姜来)

我州开展抗旱增雨作业效果显著

我州举办“茨梨花开绽芳华”健身操（舞）大赛

“茨藜花开绽芳华”巾帼风采摄影展
在匀开展

（上接第一版）
高质量发展对民营经济发展提出了更

高要求。民营企业要践行新发展理念，深
刻把握民营经济发展存在的不足和面临的
挑战，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转换
增长动力，坚守主业、做强实业，自觉走高
质量发展路子。有能力、有条件的民营企
业要加强自主创新，在推进科技自立自强
和科技成果转化中发挥更大作用。要依法
规范和引导各类资本健康发展，激发民间
资本投资活力，鼓励和吸引更多民间资本
参与国家重大工程、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项
目建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
展作出更大贡献。

企业既有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也有社

会责任、道德责任。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
民营企业，都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
都必须担负促进共同富裕的社会责任。民
营企业家应增强家国情怀，自觉践行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增强先富带后富、促
进共同富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参与
和兴办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做到富而有责、
富而有义、富而有爱。商以诚为德，人以信
为本。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筑牢依法合
规经营底线，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做爱国
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典
范，必将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
开辟更加广阔的空间。

（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

实现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