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 颈 鹤 舞 动 草 海

1月 13日，国家一
级保护鸟类黑颈鹤在贵
州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 呼 朋 引 伴 、 翩 翩 起
舞、引吭高歌，给冬日
里的草海增添了生机。

据悉，位于贵州省
毕节市威宁自治县的草
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
我国黑颈鹤重要越冬栖
息 地 之 一 ， 每 年 11 月
份到次年 3、4月份，大
量黑颈鹤在这里越冬。
据草海管理委员会观测
统计，截至 1 月 13 日，
前来草海越冬的黑颈鹤
已达 1490 余只、斑头雁
3020 余只，各种越冬候
鸟总数达 10万余只。

罗大富 摄
（贵景网发）

“莓”好时光

初雪后，迎来了久违的阳
光。贵州各地草莓种植大棚内的
草莓陆续进入丰收采摘期，色泽
鲜艳、香甜可口的草莓令人垂涎
欲滴，吸引了不少市民乐享冬日
“莓”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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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脚步近了，又到了围炉思年话收获的时节。
岑巩县平庄镇背鹅村人居环境不断优化，村民生活越来越好；兴义市南盘江镇甘蔗丰收了，李安祥、邓文才等村民心里美滋

滋的；松桃自治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育才社区和团山社区通过引进公司，带动就业，增加了群众的收入……无论小事大事，都
折射着奋斗与希望的光芒。

“这几年，我们产业发展了，生
活变好了，更要保护好生态环境，实
现生态环境保护与产业发展双赢”；

“我们要继续在卫生环境整治
和村庄美化上下功夫，让背鹅村变
成真正的‘桃源’”；

“不仅要继续抓好产业发展，还
要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丰富
村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基层治理
水平”；

……
1月 8日，天空飘着雪花，岑巩县

平庄镇背鹅村村委会会议室内却一
片热火朝天景象。

原来，该村正在召开村民会议，
讨论村里下一步发展规划。大伙对
未来充满信心，源于近年来村里产
业发展取得的成绩。

背鹅村位于小顶山州级自然保
护区内，山高坡陡。以前，村民只能

靠种植传统农作物维生，生活艰难。背鹅村也因此成
为岑巩县典型的贫困村。

近年来，背鹅村结合实际情况，按照“抓基础、促
增收、稳脱贫、有变化”工作思路，积极完善基础设施，
大力发展产业，助力群众增收。

如今，条条水泥路通到家家户户，176 盏太阳能
路灯照亮每个夜晚，人居环境不断优化。

而随着油茶、养蜂、中药材、烤烟等高效产业的发
展，村民收入也节节攀升。

“我养殖的 18 箱蜜蜂，为我带来了 1.5万元的收
入。盼了那么久，现在过上好日子啦！”背鹅村村民姚
元荣高兴地说，养蜂不仅让他脱了贫，也让他对未来
充满了信心。

村民纷纷增收致富，让背鹅村于 2019 年成功摘
掉“贫困村”帽子。

“脱贫不是最终目标，我们要致富奔小康”。为此，
大伙齐聚村委会，一起谋划背鹅村未来发展之路。

“目前，我们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建
设‘世外桃源’的美好画面已初现雏形。大家今天的建
议都具有良好的可操作性，接下来，我们就要落细落
小落实。只要大伙一条心，在奔小康的路上，一定会越
走越快。”听了大家的建议，背鹅村相关负责人周俊对
下一步工作已有了想法。

屋内，讨论愈发激烈；屋外，雪越下越大。大家坚
信，新的一年，又是个丰收年。

围
炉
思
年

话
振
兴

贵
州
日
报
天
眼
新
闻
记
者

余
光
燕

余
欢

时下，正是糖蔗丰收的时候。
走进兴义市南盘江镇，村民

们正忙着砍糖蔗、熬制红糖，到
处都弥漫着甜蜜的蔗香味。

在南盘江镇南龙村村民李安
祥家糖蔗地里，只见五六名工人
正忙着砍劈、剔叶、削尖，不一
会儿，一捆捆糖蔗就被整齐地码
放在田间，等待着被统一送往村
里的加工厂进行加工。

“我家一共种有 5 亩糖蔗，
亩产 7吨左右，按 600元每吨价
格卖给落户在南盘江镇的黔西南
古方红糖有限责任公司，30 多
吨，能有 1 万多元。”李安祥笑
呵呵地说。

与李安祥一样，家住南盘江
镇未团村的邓文才种植的糖蔗也
丰收了。“100 多亩糖蔗，通过
自己加工生产，预计能产 250至
260吨红糖。”他说。

将机器压榨出的新鲜蔗汁经
过沉淀后，放入大铁锅里熬制，
搅拌、去沫、烧开、搅沙、冷却
……在邓文才的手工作坊里，制
糖工人们正采用古法制作技艺制
作红糖，每个工序都一丝不苟。

“一吨糖蔗可以熬 100 公斤
糖，卖 12 块钱一公斤，每周五
去装一车，大概有 11 吨，能熬
1100 多公斤，一周就能卖 12000
多元。除去人工等成本，全年算

下 来 ， 净 收 入 可 达 16 万 元 左
右。”邓文才高兴地说。

“本地制作的红糖吃起来入
口即化，甜而不腻，还有一股浓
浓的甘蔗味，店里售卖的红糖，
就是从未团村采购的，很受欢
迎，销路很好。”万峰林景区将
军峰广场小卖店老板查方艳说。

据了解，南盘江镇 9个行政
村共种有甘蔗 15000亩，按照每
亩 5 吨的产量计算，可以达到
75000吨，通过直接销售给黔西
南古方红糖有限责任公司，产值
约 4500 万元，经过加工后产值
约 1亿元，主要销往北京、上海
等地。

糖蔗丰收 心里甜
兴义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明林 董和征

1 月 4 日，记者走进松桃自
治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育才社
区和团山社区，只见服装工厂、
香菇大棚、民族特色产业一条街
等处，一派繁忙景象。

在育才社区香菇大棚里，吴
丽碧和其他 4名搬迁老乡正在采
收春节前的最后一批香菇。自去
年 10 月份，社区引进的松桃自
治县众鑫精品果蔬业发展有限公
司食用菌项目投产以来，吴丽碧
便在香菇大棚工作，每月收入
2000多元。“运菌棒、摆放、采
收……这些活都简单易学，比以
前干农活轻松多了。”吴丽碧说。

“我们赶在元旦节前采收完
了 41 个大棚的鲜菇，加紧烘干
加工。同时扩大投入新的菌棒，

迎接春节前的销售旺季。”松桃
自治县众鑫精品果蔬业发展有限
公司负责人杨秀萍说，目前，育
才社区 43 个食用菌大棚初产期
已累计采收 5万多公斤鲜菇。公
司累计用工 2000 余人次，发放
劳务费20余万元。

另一边，团山社区锦绣坊车
间内，绣娘正忙着赶制新一批订
单。搬迁群众杨云芳一手抽针一
手提线，不一会儿，一片“绿叶”便
跃然布上。“自从去年参加了社区
组织的就业培训后，我已能熟练
地绣各种花式了。”杨云芳说。

今年 30 岁的杨云芳于 2019
年 3月由长兴堡镇搬迁到团山社
区。刚搬进新居时，没有一技之长
的她，本以为只能在家里带孩子，

没想到通过社区组织的就业培
训，不仅学到了新技术，还找到了
工作，每月有2000多元的收入。

据悉，团山社区通过“公
司+社区+搬迁户”模式，帮助社
区妇女群众就近就业。目前，团
山社区锦绣坊已吸纳 70 余名绣
娘稳定就业。

育才社区和团山社区只是松
桃自治县多举措帮助搬迁群众就
业的一个缩影。

“十三五”以来，松桃自治
县通过“抓培训”“抓推介”“抓
置业”“抓培育”等方式，努力
让搬迁群众能就业、有收入。截
至目前，已累计帮助 17235名搬
迁群众就业，实现有劳动力家庭
户均 1人以上就业。

安置小区 赶工忙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吴采丽

“我们这里以前一下雨就是稀泥烂窖，现
在有了水泥路，出门不湿鞋，路灯也亮起来
了。”谈到如今的变化，55 岁的冯寨组村民
冯真平脸上笑颜绽放。

冯寨组是凤冈县永和镇一个地势偏远的
自然村寨，从开始实施省级乡村振兴的试点工
程以来，通过党建引领，激发群众追求幸福生
活的内生动力，请专人打扫路面卫生，村民自
发集资 8000多元修建垃圾转运设施，曾经的

“稀泥窖”已华丽变身为人居环境整治的示范
村寨。

冯寨组在冯小刚、冯顺鹏等能人带动下，
利用土地资源，科学发展种植养殖业。目前，该
组种植蚕桑 220亩，修建蚕房 1000余平方米；
发展家禽养殖场 2个，冯顺朋养鸡 4000只，冯
涛养鸡 2000只，带动了全组群众脱贫致富，实
现了冯寨64户村民的幸福梦。

@凤冈县永和镇冯寨组

64户村民的幸福梦
凤冈县融媒体中心记者 饶云

2012 年，毕节市七星关区普宜镇道
角村开启了枇杷种植路，以生态建设促
进扶贫开发。第一批种植了 300 余亩之
后，2018年又借助毕节市七星关区农业
产业结构调整的契机，成立种植专业合
作社，采取“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
发展模式，由合作社提供苗木给农户，
再次种植 800 余亩枇杷，使得该地从单
一的玉米、马铃薯等传统农作物种植，
慢慢转向以经果林产业为主的发展之路。

如今，道角村枇杷种植规模有 1000
余亩，参与农户300余户。6月，黄澄澄
的枇杷诱人地挂在枝头。按每亩土地种
40株果树，每株产量为25公斤左右，保
底收购价每公斤 10元计算，一亩土地获
得收益有 1万元。2021年，还有 800余亩
枇杷也将投产。

@七星关区普宜镇道角村

枇杷树树香
七星关区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坚

近日，麻江县喜获 2020 年度贵州省农业
丰收奖一等奖，麻江群众多年潜心发展蓝莓产
业得到生动有效实践。

蓝莓产业作为麻江“一县一业”主导产业，
近 5年来，麻江县以“十万亩蓝莓产业开发”项
目建设为目标，不断总结蓝莓种植经验，实现
东果西移，全县蓝莓种植辐射面积达 6.5万亩，
催化衍生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一体的全
产业链、农旅融合、工旅互动新模式。

“小浆果”成就“大产业”。目前，全县蓝莓
产业辐射带动从事蓝莓产业开发合作社 46
个，家庭农场 30 个，种植大户 52 户，企业 29
家，蓝莓鲜果产量达 6280 吨，产值超过 2 亿
元，有效拉动了全县林下经济产业发展步伐，
电子商务产业园、乌卡坪蓝莓生态循环示范园
等链接样板应运而生，有力助推麻江脱贫攻坚
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麻江县

小浆果大丰收
麻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 欧清兰

入冬以来，为进一步促进玛瑙红
樱桃产业发展，六盘水市水城区比德
镇布拱村通过引导樱桃种植户加强田
间管护，为丰产打下基础。

“现在，我除了在基地当技术员，
做管护外，还把自家的 4 亩地全部种
上了樱桃，去年初挂果便有了好收
成。”近日，在六盘水市水城区比德镇
布拱村樱桃基地，村民张广华一边给
樱桃树剪枝，一边笑着说。

以前，张广华家主要是种植玉米
等传统作物，后来，村里开始发展樱
桃产业，并组织一批人员到大连进行
培训，张广华便是其中之一。

“冬剪骨架春剪花，夏控旺长秋后
拉，这是樱桃管护的基本原则，而管
护是品质的基本保证。”看见张广华在
基地里忙不停，布拱村村民林德庆也
前来“取经”。

樱桃的丰产离不开“三大法宝”。
张广华说：“冬天管护马虎不得，首
先，需要把枝条剪了，这样它不耗养

分，到来年樱桃品质比较好；其次是
压条，让它均匀地接受阳光，能够提
前成熟；最后就是清园，果园清理干
净，来年没有病虫害，这三项是必须
讲究的。”

据悉，2015 年，比德镇因地制宜
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通过采取政府免
费提供苗木和技术培训，村民自种、
自管、自收的模式，发动村民大面积
种植玛瑙红樱桃。2020年，布拱村玛
瑙红樱桃迎来初挂果，种植户户均实
现增收2000元以上。

“近几年来，布拱村的樱桃通过老
百姓的管护，已初见成效，产出来的
樱桃肉质厚、口感好，深受消费者的
喜爱。”布拱村村支书杨虎说，在组织
引导群众开展好管护工作的同时，布拱
村村支两委还在产销对接上下功夫，全
力打通销售渠道，确保玛瑙红樱桃产得
出、卖得好。下一步，布拱村将继续整合
农户土地资源，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享
受到樱桃产业带来的红利。

冬日勤管护 春来樱桃红
水城区融媒体中心记者 乔三仑

连日来，在黄平县谷陇镇苗岭社
区党群便民服务中心，社区居民不用
走出社区就能缴纳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费。

“以前需要去谷陇镇缴纳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费，来回比较麻烦又容
易弄丢发票。现在好了，在家门口附
近，到社区服务中心，用手机就能办
理，简单又方便。”在苗岭社区党群便
民服务中心办事的居民们纷纷表示。

在党群便民服务中心大厅里，笔
者看到，社区居民杨阿表在工作人员
的指导下，用了不到 5 分钟的时间就
在手机微信上成功激活医保卡，完成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的缴纳。

“操作很简单，激活了网上医保
卡，以后到各大医院看病就很方便

了，以后外出就医，再也不用来打报
销证明了。”杨阿表说。

近年来，谷陇镇在镇村便民服务
中心基础上，坚持党建引领，便民党
建两手抓，组建党群便民服务中心，
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确保实
现群众“办事不出村”的目标，真正
实现了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截至
目前，谷陇镇辖区 24 个行政村、2 个
居委会实现党建便民服务中心全覆盖。

据悉，2020 年至今，谷陇镇镇、
村 （社区） 两级便民服务中心共为辖
区群众办理各类便民事务 25000余件，
代办各种事务 1200 余件，接待群众咨
询 3200 余人次。一个个党群便民服务
中心，在干部和群众间搭建起了一座座
连心桥，融洽了党群和干群关系。

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通了
黄平县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潘江平 巫银嵩

本报讯 （记 者 朱迪） 1 月 14
日，记者从贵阳市“聚焦数谷建设，
全力增强创新动能”主题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围绕“三个千亿级”产业集
群建设，贵阳将从加快项目驱动、龙头
企业引领、产业生态引领三个方面持续
发力，着力打造面向全国的算力服务、
交易服务、安全服务和人才服务能力，
加快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

以项目驱动加快打造千亿级投资
规模数据中心产业集群。积极申建全
国一体化数据中心国家枢纽节点，加
快建设城市直联网络、骨干直联点等
信息基础设施，加快推进贵州鲲鹏产
业生态建设，构建集服务器生产、云
服务、系统集成解决方案、运维服
务、数据清洗加工、应用等为主的数
据中心集聚区。

以龙头企业引领加快打造千亿级

电子信息制造业集群。重点围绕数据
中心集群发展服务器等设备制造、手
机发展智能终端制造，支持振华集
团、贵阳海信、浪潮英信等龙头企业
向百亿级企业发展，培育做大液晶电
视、服务器和智能终端制造等高附加
值整机产业，带动以新型显示、集成
电路、物联网传感器、电子元器件、
半导体材料、动力电池等为主的电子
信息制造业产业集群发展。

以产业生态引领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产业集群发展。重点打造云服
务、大数据人力资源服务、大数据安
全、大数据医疗健康、算力中心、工
业互联网、国产数据库等产业生态，
带动以集成电路设计、信息技术咨询
设计服务、基础软件、应用软件、信
息安全等为主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产业集群发展。

贵阳市加快打造

“三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