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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茶基地育苗2000万株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葛永智 通讯员 马吉 摄影报道

近年来，玉屏自治县紧抓油茶
产业发展战略机遇，把油茶育苗作
为油茶全产业链发展、助农增收的
主要项目，从政策、资金上对油茶
育苗给予扶持，积极保障玉屏及周
边区县油茶产业发展需要。目前，
玉屏共打造油茶育苗基地 300 亩，
育苗 2000 万株，形成西南片区最
大的油茶苗木繁育交易中心，覆盖
玉屏 3 个乡镇 45 个村，带动 475 名
建档立卡贫困户就业，人均务工收
入 2000元以上。

1 月 7 日，朱家场镇道塘油茶育苗
基地，村民管护油茶苗。

铜仁八个坚持助推“一区五地”建设

梵净山管理局建立区域执法协作和资源管理联动机制

探索梵净山共管共建新模式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周济

依靠人才强企业，依靠企业带产业——

万山区聚集人才助力一二三产转型升级
通讯员 张玉军

铜仁税务部门

全天候服务助企业上市

本报讯 （记者 江佳佳）记者从 2020年
12月 30日召开的铜仁市委经济工作会议上获
悉，2021年，铜仁市将重点抓好八个方面的
工作任务，全力加快“一区五地”建设，努
力使经济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确保“十
四五”开好局。

据介绍，铜仁市“一区五地”建设是指
奋力创建绿色发展先行示范区，全力以赴打
造绿色发展高地、内陆开放要地、文化旅游
胜地、安居乐业福地、风清气正净地。

2021年，铜仁市将坚持聚焦当前和着眼
长远相结合，全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严格落实摘帽不摘责
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
摘监管“四个不摘”，完善防止返贫监测帮扶
机制与完善基层党建体系、公共服务保障体
系、培训和就业服务体系、文化服务体系、
社区治理体系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五个

体系”。共建居安、业安、身安、心安“四安
家园”，深入推进农村产业革命，抓好生产要
素保障，全力推进乡村建设行动，推动脱贫
摘帽地区走向全面振兴、共同富裕。

坚持守牢发展与生态两条底线，全力推
进大生态战略行动。全面推进生态立市工
程，持续加强梵净山保护管理，扎实推进河
长制、林长制，深入推进绿道、绿城、绿
水、绿村、绿园、绿景“六绿”攻坚，坚决
打好“五大战役”，继续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先
行先试。

坚持以新型功能材料产业集群为引领，
全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推进新型功能材
料、电子信息、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发展壮
大，加快推进抹茶、中药材、天然饮用水等
特色优势产业巩固提升，狠抓园区建设和龙
头企业培育，不断提高全市工业经济质量效
益和竞争力。

坚持全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强化系统思
维、科学规划布局，加快完善城市路网，推
进“空港新城、高铁新城、产业新城”三位
一体融合发展，加强老旧小区改造，提升主
城区首位效益，带动区县协同共进发展。

坚持以梵净山文化旅游创新区为龙头，
全力推进旅游产业化。按照“抓龙头、连金
线、带亮点”思路，全力打造优质旅游产
品，不断促进“旅游+多产业”融合发展，推
动全域旅游提质升级。

坚持以扩大有效投资和促进消费为重
点，全力夯实经济发展基本盘。坚持以改善
民生为导向，科学谋划包装一批优质项目，
积极争取上级政策和资金支持，引入社会资
本合理开发，充分发挥扩大消费的基础作
用，培育新经济增长点。

坚持聚焦释放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全
力夯实要素支撑。以改革促开放，以开放促

改革，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加大
科技和人才支撑，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
开放水平。

坚持聚焦增进人民群众福祉，全力维护
社会和谐稳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强化底线思维，坚持防守如城、化危为
机；防患未然、化隐为显；防微杜渐、化整
为零；以防万一、化繁为简；以防不测、化
难为易；怯防勇战、化险为夷的“六防六
化”工作方法，全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加
强教育、医疗、就业等基本民生保障，提升
人民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

为实现预期目标，铜仁将大力推动农
业 提 质 增 效 、 深 入 实 施 “ 产 业 强 市 ” 工
程、千方百计扩大有效需求、着力加强生
态文明建设、尽心竭力保障改善民生、全
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为高质量发展
营造良好环境。

“ 有 了 电 磁 炉 ， 再 也 不 用 上 山 砍 柴 煮
饭。”1月 5 日，江口县太平镇寨抱村村民杨
花花家中，老人正在厨房里用电磁炉炒菜，
旁边的电饭锅里飘出饭香，她说：“以前，煮
饭满屋烟雾，现在的厨房干净整洁。”

这一变化，得益于江口县梵净山管理局
在寨抱村实行“节柴改灶”行动，杨花花家
就是当地“节柴改灶”455 户之一。像这样

的“节柴改灶”行动，在梵净山周边的印
江、江口、松桃三地已经连续开展 8 年，群
众的用火习惯得到极大改善。

梵净山作为世界级自然遗产地，为当地
旅游和经济带来很大的发展机遇。为保护好
这一“名片”，江口县梵净山管理局专门编制
了 《梵净山保护规划》，制定了 《梵净山社区
共管共建实施方案》。

为确保执法权限不交叉、不遗漏，该局梳
理与自己相关部门的行政执法权力清单，做到
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既整合各方资源，又节
约行政成本，保护和管理工作高效推进。

同时，建立梵净山世界自然遗产地区域
执法协作机制和资源管理联动机制，形成江
口、印江、松桃三地和市直有关部门协作联
动执法、联合管理各类自然资源的工作格

局。同时，为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社区可
持续发展，积极探索共管共建模式，减轻当
地群众对梵净山资源的利用和依赖度，缓解
保护与发展的矛盾。

在森林防火中，该局建立森林防火大数
据平台，整合保护区基本建设项目和大数据
平台建设项目资金 1327万元，建立 37个森林
防火视频监控点和 24个路口视频监控点，基
本实现重点区域火灾预警监测全覆盖。建立
森林防火县、乡、村三级联防机制和森林防
火工作信息共享、部门联动协作机制，做到
森林防火联合巡护、联防联控。

在管理中，该局始终坚持把民生放首
位，积极引导群众参与生态建设并分享红
利。2020 年，该局兑现国家公益林面积 16.4
万亩的生态补偿资金258.75万元。

“有没有病虫害，看蔬菜长势就知道。”
寒冬时节，万山区黄道乡百汇源大棚蔬菜基
地里，绿油油的白菜长势喜人，满腔山东口
音的科技副乡长李云渠手把手教授农民查看
病虫害知识。李云渠称自己是乡里的农业

“赤脚医生”，哪里有需求，他就出现在那里。
在万山区，像李云渠这样的科技副乡长

有 9 名，是该区从九丰农业公司聘请到各乡
专门负责蔬菜种植技术培训和指导。目前，
万山区通过一个乡聘请一名科技副乡长、一
个产业基地重点培养两名技术骨干、指导所
有基地务工人员的方式，培养农技“土专
家”600余人。

依靠农技人才支撑，全区共建成标准化
大棚蔬菜基地 79 个、规模达 3 万亩，同时，
发展竹荪、葡萄、香柚、车厘子、油茶、食

用菌种植产业，每个品种规模均上万亩。实
现 75 个行政村 100%建立合作社、100%有集
体经济和贫困户 100%入股分红。

2009年开始，万山区把人才工作摆在高
质量转型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大力引进
高层次、多元化的人才团队，依靠人才团队
建强龙头企业，依靠龙头企业带动产业发
展，通过产、才融合推动农业、工业、旅游
业、服务业全面转型。

产业转型中的万山，瞄准绿色新能源工
业，2016年，引进原力帆集团常务副总裁及
69人的设计研发团队，建成万仁汽车集团有
限公司，现已具备整车自主设计、研发、生
产能力。

走进万仁汽车车间，切割、焊接、打
磨、组装，一片繁忙景象。2 分 30 秒下线一

台新车，预计年产 2 万辆，实现年产值 12 亿
元。2020 年 8 月，万仁新能源商用车正式上
市，成功打造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绿色工业
品牌。依托万仁汽车集团，引进汽车零配
件、电镀、钣金、动力蓄电池等 6 家汽车上
下游零部件生产企业，逐渐形成新能源汽车
全产业链。

同样，在万山苏高新农产品供应链示范
基地，亿创电商公司总经理陆晓文是 5 年前
万山区引进的高层次人才，落脚万山后的第
二天，他立马组建电商销售团队，打造“梵
净山珍·健康养生”农特产品牌，涵盖香
菇、木耳、茶树菇等 102 个农副产品，2020
年，销售额突破8000万元。

为打造一支不走的电商人才队伍，陆晓
文发挥电商管理人才优势开展“雏雁”孵化

行动，针对“雁归青年”、种养大户、合作社
负责人等群体，电商人才 3519人，培育电商
企业 22家、网店 202家。2020年，实现网络
零售额达2.65亿元。

万山朱砂古镇引进江西吉阳集团，带来
包含管理、文化挖掘、营销策划等 352 人的
团队，将废弃的采矿坑道、工业建筑、悬崖
栈道、矿工住所等进行保护性开发，把万山
汞矿遗址打造成集观光旅游、文化推广、休
闲娱乐、健康养生、科普教育、影视创作等
为一体的矿山休闲怀旧小镇——朱砂古镇，
实现从卖汞矿资源向卖文化转型。2020 年，
接待国内过夜游客27万余人次。

如今的万山，得益于人才的引进和聚
集，呈现出产业兴、乡村美、百姓富的城乡
新貌。

本报讯 （记者 陈刚 通讯员 杨淑洁）
2020 年 12 月 23 日，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铜仁市首家上市
企业，首日涨幅245%，市值484亿元。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锂
电池正极材料、前驱体材料和循环材料生产、服
务的全球化高新技术企业，其生产的锂电池前驱
体材料出货量稳居行业全球前茅。

“企业能在半年时间成功上市，与铜仁市各
级各部门精心服务分不开。”该公司办税人员胡
譞尹说，尤其是税务部门提供的 7×24小时不间
断业务受理服务。

“近 5 年的报表必须零差错，税务部门一个
通宵就帮我们理清了，为上市争得宝贵时间，比
预期上市提前 1个月。”该公司财务总监刘禄云
说，企业还享受 700多万元退税，进一步充实了
企业资金。

近年来，铜仁税务部门通过发票管理平台、
税收风控应对管理平台、出口退税审核系统等机
内方式，对上市公司的报表进行核实，借助系统
收集的数据对企业进行实时分析，帮助企业做到
事前预警涉税风险、事中监控业务发生、事后审
查账实相符等方式，助力企业发展。

本报讯 （记者 陈阳 通讯员 苏天昺）
2020 年 12 月 25 日，记者从第三届中国优秀扶贫
案例报告会上获悉，江苏省对口帮扶贵州省铜仁
工作队碧江区工作组的《昆山碧江：“六化联动”助
推乡村振兴助力脱贫攻坚》典型经验，获评东西部
协作与定点扶贫优秀案例。

据悉，这是继 《昆山碧江：“七结对”助力
两地“携手奔小康”》典型经验入选第二届中国
优秀扶贫案例的东西部协作与定点扶贫优秀案例
后，昆山援碧工作组再次获得殊荣。

2017 年 12 月，苏州昆山与铜仁碧江签订
《东西部帮扶协作脱贫攻坚合作协议》，两地在项
目扶贫、农业扶贫、民生扶贫、旅游扶贫、消费
扶贫、劳务扶贫等六个方面持续用力，为碧江全
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基础。

2018 年 ， 脱 贫 攻 坚 国 家 第 三 方 评 估 检 查
中，碧江区以“零漏评、零错退、群众认可度
97.64%”的成绩精彩出列。2019 年底，累计脱
贫 7033户 24922人，贫困发生率“清零”。2021
年，昆山将助力碧江巩固提升脱贫成效与实施乡
村振兴，共同打造东西部扶贫协作新典范。

昆山碧江东西部协作与定点扶贫

获评优秀案例

本报讯 （记者 江佳佳）2020年 12月 31日，
铜仁市第二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铜仁人民
会堂召开。铜仁市教育局等 50个模范集体、中伟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助理袁
旬等 100名模范个人获民族团结进步表彰。

党的十八大以来，铜仁市坚定不移执行党和
国家民族政策、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推动民族地区社会
和谐稳定、推动民族文化繁荣发展，民族团结进
步事业取得显著成绩。

铜仁市

表彰民族团结进步集体和个人

本报讯 （通讯员 龙艳 王美 赵玉蓉）寒
冬，万山区高楼坪乡小湾村蔬菜大棚里，万山高丰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基地负责人蔡芹忙着给工人们
传授技术要点。2020年，高楼坪乡通过视频培训
或集中培训近30次，惠及800余人。

为精准对接群众需求，以培训促就业，让群
众掌握一技之长，万山区通过推行“培训+就
业”模式，提升群众就业技能和劳动素质，培育
一批懂技术、懂技能的“工匠”。

据悉，2019年至 2021年，万山将利用3年时
间完成农民综合素质提升培训 14 万人次以上、
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 4万人次以上，力争实现农
民培训全覆盖。

万山区

着力推进农民培训全覆盖

本报讯 （通讯员 姜纲）连日来，德江县泉
口镇开展九个宣传、九个排查和九个落实的“三
九”行动，抓实疫情防控、防凝冻天气灾害、冬季取
暖安全、防贫预警、火灾防控和社会维稳等工作，
从源头上杜绝各类事故的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的
生命财产安全。

据悉，2020 年，该镇累计召开镇级宣传动
员会 3次、群众会 21次，下发 《致全镇广大人民
群众的一封信》 2000余份，张贴海报 175张，出
动宣传车 30余次。2020年底至日前，排查出凝
冻隐患点 25处，设立警示标识 25处，因凝冻天
气受灾困难群众 400余户，申请临时救助大米 1.4
万斤，获助工业盐8吨。

德江县泉口镇

开展保障冬季安全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