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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

季森、金小麒、刘朝容 （女）、韩先平、蒙秋明同志因到达任职年龄界限，何刚同志因不
再担任现职，请求辞去政协第十二届贵州省委员会常务委员、委员。政协第十二届贵州省委
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接受季森、金小麒、刘朝容 （女）、韩先平、何刚、蒙秋
明同志请辞政协第十二届贵州省委员会常务委员、委员。

关于接受季森等同志请辞政协第十二届
贵州省委员会常务委员、委员的决定

（6人）

（2021年 1月 18日政协第十二届贵州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王小乐、韦林、邓惠宾、刘文岚、李存雄、陈建英 （女）、邵进、武鸣、赵耀、喻田
（女）、谢一同志因到达任职年龄界限，李全仁、童亦滨同志因提前退休，王利民、文弢、白
云峰、吕维宁、朱强标、李银、杨光、沈扬、张智、张斌、黄纪湘、曹景军、蔡卫国、潘春
慧 （女）、潘继录、衡琨同志因调离贵州或不再担任现职，请求辞去政协第十二届贵州省委
员会委员。政协第十二届贵州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接受王小乐、王利
民、韦林、文弢、邓惠宾、白云峰、吕维宁、朱强标、刘文岚、李银、李存雄、李全仁、杨
光、沈扬、张智、张斌、陈建英 （女）、邵进、武鸣、赵耀、黄纪湘、曹景军、喻田 （女）、
童亦滨、谢一、蔡卫国、潘春慧 （女）、潘继录、衡琨同志请辞政协第十二届贵州省委员会
委员。

关于接受王小乐等同志请辞政协
第十二届贵州省委员会委员的决定

（29人）

（2021年 1月 18日政协第十二届贵州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鉴于罗承香同志职务违法，根据中共贵州省委建议，依照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
程》 及有关规定，政协第十二届贵州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撤销罗承香同
志政协第十二届贵州省委员会委员资格。

关于撤销罗承香同志政协第十二届
贵州省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

（2021年 1月 18日政协第十二届贵州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按姓氏笔画排序）
龙 丛 付贵林 代吉祥 冯仕文 朱江华 全 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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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杰 张卫东 张仕和 陆 韬 陆洪志 陈 晏
陈扬帆 季 泓 （女） 庞 鸿 赵德刚 祝胜修 袁家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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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贵州省委员会委
员增补名单

（38人）

（2021年 1月 18日政协第十二届贵州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胡巍、王晓林同志不再担任政协第十二届贵州省委员会副秘书长职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贵州省委员会副
秘书长免职名单

（2人）

（2021年 1月 18日政协第十二届贵州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胡巍同志为政协第十二届贵州省委员会提案委员会主任；
冯仕文同志为政协第十二届贵州省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主任；
张杰同志为政协第十二届贵州省委员会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
庞鸿同志为政协第十二届贵州省委员会文化文史与学习委员会主任；
朱江华同志为政协第十二届贵州省委员会港澳台侨与外事委员会主任；
季泓同志为政协第十二届贵州省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张仕和同志为政协第十二届贵州省委员会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
王晓林、魏明禄同志为政协第十二届贵州省委员会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
王保建同志为政协第十二届贵州省委员会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副主任；
杨华昌、文松波同志为政协第十二届贵州省委员会民族与宗教委员会副主任；
高弟、陈国芳同志为政协第十二届贵州省委员会文化文史与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付贵林同志为政协第十二届贵州省委员会港澳台侨与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袁家榆、赵德刚同志为政协第十二届贵州省委员会农业农村委员会副主任。
季森同志不再担任政协第十二届贵州省委员会提案委员会主任职务；
金小麒同志不再担任政协第十二届贵州省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主任职务；
刘朝容同志不再担任政协第十二届贵州省委员会文化文史与学习委员会主任职务；
韩先平同志不再担任政协第十二届贵州省委员会港澳台侨与外事委员会主任职务；
谢一、王小乐同志不再担任政协第十二届贵州省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何刚同志不再担任政协第十二届贵州省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邓惠宾、喻田、武鸣同志不再担任政协第十二届贵州省委员会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职

务；
蒙秋明、韦林同志不再担任政协第十二届贵州省委员会民族与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李存雄、刘文岚同志不再担任政协第十二届贵州省委员会文化文史与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职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贵州省委员会专
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任免名单

（31人）

（2021年 1月 18日政协第十二届贵州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 1月 18日，副省长谭炯在贵阳分别会见泰国
驻昆明总领事馆总领事孟功一行、韩国驻成都总领事
馆总领事李光镐一行，就深化经济贸易、大数据产
业、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进行交流洽谈。

还有不到一个月就是春节，各地
的乡场也渐渐热闹起来，在这些人头
攒动、摩肩接踵的集市上，不同地方
的口音此起彼伏。在乡场上挑选最有
农家味的腊肉香肠，顺路再吃一顿

“杀猪饭”、逛一逛干净整洁、生活悠
闲的美丽乡村，在春节到来前先给自
己放个假让身心休憩片刻，如今已成
为不少人喜爱的旅游方式。

在游客需求日益细分且多元化
的今天，乡村休闲游的多向发展能
满足不同人群的需要，或依托景区
延伸配套服务，或深挖农耕文化为
游客提供农村生活体验，或以特产
美食为卖点吸引饕客青睐。不少乡
村凭借自身优势和努力发展旅游，
走出一条新路，正向着乡村全面振
兴的目标稳步迈进。

2020年，由文化和旅游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第二批全国乡
村旅游重点村名单中，贵州有 26个
村上榜，而在 2020年世界旅游联盟
发布的 100 个旅游减贫案例中，贵
州有 10个案例入选。站在这几年贵
州乡村旅游发展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之上，近日印发的 《关于推动旅游
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旅游产业化建设
多彩贵州旅游强省的意见》 中，对
未来贵州的乡村旅游发展做了更具
体的规划，指明了前进方向。

深挖特色 找准乡村振兴致富路

2020 年 12 月 30 日，一条招标
公告吸引了不少人注意。这是铜仁
市江口县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云舍文

旅的开发建设项目，项目建设内容
包含土家七坊、土家五馆、十大文
化广场、演艺场、社会主义学习
室、村寨水系景观、精品民宿、酒
店、景区配套商业街区、景区亮化
工程及景区生态停车场等。

谁曾想到，这个坐落于世界遗产
地梵净山脚下的小村庄过去还只是一
个人均收入不足3000元的贫困村。

大树底下好乘凉，云舍村依靠
着梵净山这棵“大树”在乡村旅游
这条路上摸索多年，终于寻找到一
条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子。在云舍
村，不仅能看到“云中仙舍”旅游
演艺精品节目，以及修复村内古
桥、古民居、古巷道、古造纸作
坊，成立土家民俗博物馆、乡愁馆
和旅游商品示范店，还有 6 家精品
民宿和 37家农家乐。这个从原生态
的自然民族村落到成功转型为国家
4A级景区的小村庄，还辐射带动周
边太平社区、岑忙村、江村、梭家
村的贫困户 359 户 1121 人脱贫，带
动就业群众达 1.5万余人。

在贵州，实现景区化打造的村
寨还有不少，如今已探索出如“西
江模式”“花茂路径”等可操作、可
借鉴的经验做法。

在民族文化独特和民俗活动丰
富的黔东南，乡村旅游发展可谓是
百花齐放。凯里市文体广电旅游局
党组书记、局长李孟群在研读 《意
见》 后对乡村旅游的发展信心十
足：“凯里市将继续推进城乡同步，
发展乡村旅游，构建产城景融合、

市镇村一体的新型城镇化体系，打
造宜居、宜业、宜游的城镇。”

多元化的旅游产品和多样化的
旅游商品在乡村旅游的发展过程中
也同样重要。

毕节市有 181 种产品，152 家旅
游商品生产、研发、设计、销售企
业，年产值 100 万元以上的企业就
有 46家。这串数字给毕节市文化广
电旅游局局长何正芳带来信心，《意
见》 的出台更给他添了底气，他在
采访中表示，毕节将完善大方漆
器、织金蜡染刺绣等优势旅游商品
产业链条，推动旅游商品从特色化
发展等方面入手，贯彻落实好 《意
见》，继续做大做强旅游商品。

标准化提升 高质量发展有据可依

2018年的央视春晚让全国乃至海
外的观众认识了肇兴侗寨，也加速了
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如今，走进肇兴
侗寨，风格独特、工艺精湛的几座鼓
楼依然是景区中最吸引人的景点，而
在观赏之余，独具特色的美食、样式
丰富的旅游商品和便捷整洁的基础设
施，都极大满足了游客的体验感。随
着游客量激增，从平价到高端不同等
次的客栈、民宿、酒店也如雨后春笋
般出现。

高质量发展，是贵州山地旅游
发展的目标之一，而高质量则意味
着高标准，肇兴侗寨现阶段呈现出
的成果，也是在统一管理之下按照
标准执行所产生的效果。

2017 年，省质监局、省旅发委

联合发布 《贵州省乡村旅游村寨建
设与管理标准》《贵州省乡村旅游经
营户服务质量等级划分与评定标
准》 和 《贵州省乡村旅游客栈建设
与管理标准》，正式对贵州乡村旅游
提出发展要求，从旅游设施、旅游安
全、卫生要求等多方面，对旅游村
寨、农家乐和客栈、民宿等提出分
级评定标准。这些标准的出台为乡
村旅游规范化发展提供了重要依
据，也逐渐扭转了过去发展不平
衡、服务不到位等行业乱象。

参与标准制定的贵州民族大学
旅游与航空服务学院副院长余骥表
示，每次做乡村旅游调研时，总能
感受到各地的进步十分明显，无论
是肇兴侗寨、西江苗寨还是近年来
逐渐发展起来的其他旅游村寨，在
彰显各自特色的同时，也在基础设
施、服务能力、接待能力等方面有
较大提升，“这就是标准化建设的成
果”。

功能延展 发掘乡村更多可能

去农村认领一块地，每逢寒暑
假便能带着孩子观察作物生长、体
验农耕乐趣；住在世界自然遗产地
旁的小村庄，即使哪里也不去，遥
望对面充满神秘感的自然山水也能
让人愉快地度过一天……

相比过去游山玩水的观光型旅
游，对美好生活充满向往的现代游
客对旅游产品提出的要求越来越
高，有人想了解当地文化，有人希
望体验与城市完全不同的农村生

活，有人想带着孩子在劳动中度过
亲子时光……在多元化的需求之下
催生出更多的旅游产品。

在位于丹寨县的中国传统村落
清江苗寨，每年都会迎来不少在此
展开研学旅游的团队。在稻田里抓
鱼、在山间认识珍稀植物、在农家
学做蜡染……孩子们在田间地头玩
得不亦乐乎，也通过这样的方式感
受到与平时完全不同的生活形态。

在贵州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张晓
松看来，贵州的不少村寨都有其独
特的开发价值：“在游客需求多元
化、更重视深度游和体验游的今
天，乡村旅游不仅是提供了美丽的
乡村风景，给游客分享了独特的文
化，更重要的是让人参与到以乡风
文明为主体的生活方式中。贵州山
地农村的劳动生产方式和村寨中的
传统生活方式，本身就是在现代社
会之中的一种重要旅游活动内容。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乡村的劳动生
产生活方式是今天高度城镇化、高
度城市化的一种互补，开发乡村的
研学旅游也具备独特意义。”

在 《意见》 中，全力发展高质
量乡村旅游是着力推进旅游产业化
发展的一个重点，从产品开发到质
量提升再到向多元化延展，将农
业、文化、旅游和商业深入融合进
行一体化发展，既提升乡村旅游的
深度，也扩展了乡村旅游的广度，
在新发展阶段中，贯彻新发展理
念、融入新发展格局，贵州乡村将
激发出无限潜能。

农 文 旅 商 一 体 发 展 激 发 乡 村 无 限 潜 力
——学习贯彻《关于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旅游产业化建设多彩贵州旅游强省的意见》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彭芳蓉

虽已是寒冬，安顺市平坝区夏云
镇小河湾村的游客却络绎不绝，走进
这里，他们只为一睹小河湾“村在水
中，水在村中，山环水绕”的秀美风
光。然而在多年前，人们看到的小河
湾，远不是今天这般模样。

村内垃圾遍地、污水横流、生活
环境差，曾是小河湾村人痛苦而尴尬
的记忆。2014年，小河湾村人均年收
入不足 4000元，被评定为省级二类
贫困村。

加 快 脱 贫 攻 坚 ， 百 姓 增 收 致
富，建设美丽小河湾成为最为迫切
的问题。随着贵安大道建成，交通
区位优势凸显的小河湾村借力“四
在农家·美丽乡村”建设契机推出

“春赏花、夏亲水、秋体验、冬过
节”的四季旅游业态，多层次打造

以休闲、旅游、民俗文化体验等为
一体的旅游景区。

发展理念一变，效果立刻显现。
小河湾村内基础设施、村庄环境卫生
得到大力改善。村支书焦中贵说，

“现在我们村大变样。在村庄整治建
设方面，已完成70户危房改造，按照
当地民族文化和建筑苗族元素的现代
风格建造当地特色居民楼，让村民圆
了别墅梦。”

村 里 景 色 秀 美 ， 基 础 设 施 完
备，小河湾村又将着力点对准开发
旅游业态。在推进农旅融合中形成
全方位立体式的“农业+生态+旅
游”发展模式，在安顺颐居美丽乡
村科技有限公司接管小河湾景区的
运营之后，接连投入游客服务中
心、颐居草堂、颐居无人超市等项
目，丰富小河湾景区内的业态。现
在，走进小河湾村，可欣赏茂林修

竹、参天古树，也可走进农业观光
园，体验农业采摘的乐趣，顺便还
能感受露营、住房车等新鲜有趣的
游玩项目。

如今，小河湾村已成为 4A级景
区。乡村旅游的发展为村民返乡创
业鼓足信心，村民在家门口吃上了

“旅游饭”，开设有农家乐 28家，客
栈3家。近3年，小河湾游客接待量
平均增速 41.2%。2019年，小河湾村

的景区整体营收 2030万余元，人均
纯收入提高到 10800元。

经验共享

乡村旅游的火热，是消费升级不
断加快的生动体现。这些年，随着人
们观念转变，旅游已从单一的观光行
为，转变为集欣赏风景、健身休闲、
文化娱乐等内容为一体的综合型休闲
服务。小河湾村抓住旅游市场的转
变，充分挖掘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
把农耕活动、休闲农业与现代乡土文
化结合起来，优化产业结构、丰富旅
游业态，推动乡村旅游快速发展，取
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
会效益。让发展乡村旅游不仅成为村
民增收的重要渠道，也成为乡村振兴
的重要抓手。

平坝区夏云镇小河湾村进行景区化打造——

山 水 如 画 迎 客 来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向秋樾

助力贵州抗疫，是省政协委员、贵州德坤大数据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罗坤2020年最深刻的记忆。

去年除夕前，罗坤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
立即组织多地分公司和办事处人员采购防疫物资。

“经历过非典疫情，我知道在疫情高发的时候，
抗疫物资紧缺，所以无论口罩多贵都让他们买来。”
罗坤告诉记者，除夕当天，公司安排专人辗转 4个省
终于筹集到了60余万只口罩。

这些口罩，除途中捐赠 4万只支援湖南省长沙县
抗疫外，其余 56万只通过省政协快速捐赠到急需口
罩的地区和单位。除了口罩，罗坤还筹措资金，组
织专人采购到了贵州抗疫一线急需的负压救护车。

20 多天的努力，终于将 6 辆负压救护车送到贵
阳。通过省政协的牵线搭桥，全部捐赠交付给贵州
将军山医院和部分市州医院，为多家医院填补了负
压救护车的空白。

去年疫情期间，罗坤带领公司全体员工积极助
力贵州抗疫，以实际行动诠释了省政协委员的责任
和担当。因为贡献突出，他被授予“全国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助力抗疫的经历，让罗坤对加强疫情防控有了
更多思考。围绕加强进口物资检验检疫、加强人员
流动管控等方面内容，他准备在即将召开的省政协
十二届四次会议上提出建议。

担任省政协委员三年多来，罗坤积极建言献
策。去年以来，身兼贵州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
会副主任的罗坤，多次参加调研，参与准备了关于
农村白色垃圾处理和城市污水处理方面的提案，将
提案交到省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上。

省政协委员罗坤：

助力抗疫 诠释担当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陈曦

“作为人大代表，在关键时刻更要站出来 。”
坚守抗疫一线，省人大代表、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副院长郭莉莉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

1月 16日，周六。清晨，郭莉莉一大早来到医院
巡查疫情防控管理的相关工作，还未走进办公室的
郭莉莉，就一直不停地接着工作电话。

市一医是贵州省新冠肺炎定点救治医院，从接
受任务起，面对各种复杂情况，郭莉莉随时组织研
究讨论、制定解决方案。

“由于我们平时就建立了规范的诊疗流程，虽然
忙碌，还是能做到有条不紊。”去年，新冠肺炎疫情
袭来，郭莉莉一直坚守岗位，还积极发挥人大代表
作用，成为“医生—医院—政府”之间的纽带。

“作为一名人大代表，我的职责就是要服务好老
百姓、帮助群众解决问题。”郭莉莉说，她平时注重
利用自己的行业背景和专业知识，多调研思考，为
党和政府决策提供意见建议，为解决医疗行业和老
百姓面临的困难发出代表之声。

根据自己疫情防控工作的思考，郭莉莉表示，
建立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快速反应机制和评估系
统，是完善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一环，也是稳定社
会情绪的有效方式，一定要让大家及时、准确、全
面地了解疫情防控的信息。

因此，郭莉莉准备把自己对提高医疗机构科研
能力的建议带到即将召开的省人代会上，呼吁加强
科研联动，着力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省人大代表郭莉莉：

坚守岗位 为民履职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权若青

疫情防控情况通报
本报讯 （记者 刘丹丹）2021年 1月 18日 8点 30

分，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官方网站通报：2021年 1月17日
0至24时，贵州省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新增疑
似病例，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截至 1 月 17 日 24 时，贵州省累计报告本地确诊
病例 146 例、境外输入病例 1 例，累计治愈出院病
例 145 例、死亡病例 2 例，现有疑似病例 0 例、无
症状感染者 0 例。贵州省已连续 336 日无本土新增
确诊病例，已连续 295 日无境外新增确诊病例。

根据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推荐评选工作相关
要求，经各地区、省直各归口部门层层把关，自下
而上逐级评选推荐，报省委常委会议研究，确定 134
名个人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贵州省拟推荐对
象，102个集体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贵州省拟推
荐对象 （具体名单见贵州省扶贫开发办公室网站通
知公告栏，网址http://fpb.guizhou.gov.cn/）。

根据有关规定，现予以公示，如有异议，可通
过来函、来电、来访等形式向省推荐评选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反映相关情况，信函以到达日邮戳
为准。以单位名义反映情况的材料需加盖单位公
章，以个人名义反映情况的材料应署实名，并提
供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0851-86839156
联系地址：贵阳市云岩区中华北路 242 号 5 号楼

931室
邮编：550004

贵州省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
推荐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 1月 15日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

贵州省拟推荐对象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