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隆冬时节，三穗县长吉镇赤瓦村茭白基地
进入管护阶段，村民们依旧忙碌，每天清早就
赶到基地干活。

“以前这个时候就是农闲时节，地里没有
多少事情做，现在不一样，天天都有事干。”
赤瓦村委会副主任郑永鑫说。

“冬闲”变“冬忙”，得益于赤瓦村茭白产
业从无到有。为优化产业结构，2019年，三穗
县瞄准赤瓦村坝区地势平坦、生态优良，六洞
河、贵秧河交汇的资源优势，推广种植茭白产
业。

“没有种植过，村民心里直打鼓，不仅不
愿意参与，而且不愿流转土地。”郑永鑫说，
为发展茭白产业，村民曾经发生争吵，关键原
因是害怕风险。

一边是低效作物向高效经济作物转型，一
边是村民们的忧虑与反对，如何破题？

长吉镇充分发挥基层党建引领作用，探索

在产业基地建立党支部。长吉镇党委牵头成立
长吉镇茭白产业基地党支部，由赤瓦村委会副主
任郑永鑫任茭白产业发展党支部书记，通过支部
引领把群众拧成一股绳，凝聚产业发展动力。

立足千亩赤瓦大坝资源优势，在长吉镇茭
白产业基地党支部带领和推动下，2020年，建
成长吉镇千亩茭白种植示范基地，茭白种植面
积达 1500亩。

基地引进三穗县城智农业、贵州众恒科技
等公司主导发展茭白种植，采取“统一种植、
统一轮作、统一管理、统一销售”模式做大做
强茭白产业。

“采取‘线上’平台营销和‘线下’订单
营销相结合的方式销售茭白，建立农超、农
企、农校无缝衔接的产销一体化机制，顺利打
开茭白销售渠道，全年实现综合产值约2000万
元。”郑永鑫介绍，党支部在主动对接市场的
同时，还加快推动建设茭白冷库厂房，引进冷

库冷藏设备，依托市场主体带动，全面引领产
业的基地创建、设施修建、产品生产加工各环
节，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增加农产品附加值。

赤瓦村曾经的“上访户”杨国成谈起变
化，频频竖起大拇指。他说：“以前，我害怕土
地流转出去收不回，天天来村里反映，现在，看
到基地党支部带头发展很好，我也参与到产业发
展中，不仅月月有收入，年底还有分红。”

在基地建立党支部，引领产业发展加速跑，
是三穗县积极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的创新之举。

近年来，三穗县聚焦农业规模种植坝区、
林下经济规模种植养殖场、规模种植养殖产业
园区“三类基地”，着力构建“基地建支部、
党员带农户”组织模式，以产业为依托，以基
地为载体，以富民为目的，按照壮大产业规
模、延伸产业链条、统一行业标准等需要，分
别设坝区、林下经济、产业园区等党支部，根
据从业党员的实际情况组建产业党小组，形成

“基地党支部+产业党小组”组织体系，推动基
地产业功能化、集约化、标准化发展。

截至目前，三穗县在台烈寨头千亩蓝莓产
业示范坝区、长吉赤瓦坝区千亩黄花菜和千亩
茭白产业示范点等 56 个产业基地建立 17 个党
支部，同步设立24个产业党小组，推动农村基
层党组织与产业链有机融合，使党员带领群众
致富效应在产业链条上不断延伸。

同时，该县各级产业党组织广泛开展党员
“先锋岗”活动，每名党员可根据自身特长、
爱好和从事产业特点择岗认岗，采取联系一户
小康户、扶持两户示范户、帮助三户贫困户

“联一扶二帮三”模式，为帮扶群众提供政策
咨询、市场信息、项目资金、技术服务等方面
扶持，让党员在熟悉领域发挥“传帮带”作
用，使其真正成为产业发展的“示范员”。目
前，三穗县共有 1500 多名党员参与帮扶活动，
带动8000余户农户发展产业。

56个产业基地建17个党支部，农户实现“冬闲”变“冬忙”——

三穗县：基地建支部 产业加速跑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陈丹 李卓檬

本报讯 （通讯员 唐树银 李勇） 近年
来，锦屏县抓住东西部扶贫协作资源，依托
县内易地扶贫安置点，大力发展食用菌种植
项目，培育劳动密集型产业，让易地搬迁群
众就近就地就业，探索一条“建设新民居”

“培育新产业”“打造新农民”的就地城镇化
有效路径。

两年前，钟灵乡贡村村民吴庆煜搬迁到大
公田易地扶贫安置点，他谈起现在生活最大的

感受是多了一份舒心。
“现在，我和妻子都在潘寨安置点食用

菌种植项目基地上班，家门口就业，每月
共有 6000多元工资，每人还有 500元入股

分红，现在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吴庆煜
说。

据悉，锦屏县潘寨安置点食用菌种植项目
总投资 320万元，其中，东西部协作帮扶资金

255 万元，项目实施方式采取“公司+合作社+
移民户”产业化发展的经营模式，利益联结采
取“固定+效益分红”方式。移民搬迁群众转
变为家门口“上班族”。

目前，基地建成的一期项目 35 亩，39
个棚，共 20万棒菌棒。下一步，规划二期再
建70亩食用菌，利益联结64户 292人，通过
强化易地搬迁点产业基地建设，带动搬迁户
增收。

锦屏搬迁户成就业稳定上班族

深冬，施秉供电局联合党支部组织成立“电亮先锋”党员突击队，深入学校、医院、社区进行供电安全隐患排查工作，确保
教育医疗部门和群众寒冬用电安全。图为党员突击队队员在易地移民搬迁安置点南官营社区排查供电设施现场。

党员突击队排查供电安全隐患
通讯员 邰胜智 摄影报道

在剑河县太拥镇海拔 1200 米的翁王村山
顶上，500 亩油茶，数十头牛，两者合二为
一，形成一道亮丽的生态循环“风景线”。

为使群众有稳定收入，土地资源得到最
大化利用，太拥镇积极打造原生态油茶新型
田园综合体，通过养殖牛产生的有机粪便用
作油茶树肥料，循环利用，形成可持续生态
链。

“起初，在油茶基地里养牛，村民都不理
解，现在好了，大家看到收成效益，都积极
参与。”太拥镇翁王村致富带头人叶文松说。

为激活群众内生动力，太拥镇探索打造
“党支部+合作社+种植能人+农户”发展模
式，让群众通过土地流转、劳务等形式参与
产业发展，带动太拥镇翁王村、阳白村近300
名村民实现增收。

“原生态油茶新型田园综合体用最环保的
施肥办法提高油茶质量和效益，产业发展路

一下子敞亮起来。”叶文松说，现在不仅把牛
产业发展起来了，同时把油茶园肥料问题解
决了，而且是最受市场和消费者欢迎的原生
态产品。

目前，该新型田园综合体生态牛养殖带
动 22 户农户入股，户均分红 4000 元。同时，
500 亩油茶产业覆盖 49 户农户，每年带动翁
王村、阳白村劳动力就近就业，劳务费发放
达 11余万元，为两村提供灵活充足的就业岗
位。

“生态产品不仅受市场青睐，而且带动群
众增收致富，我们要继续念好‘林’文章，
因地制宜，做强做大林下生态优势产业。”翁
王村驻村书记王章平说。

近年来，剑河县深入探索林下产业链，大
力推进农村产业革命，以念好“山”字经，做
足“林”文章，通过党建引领，把传统种植业
向原生态种植业转化，全面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剑河生态循环综合体带富乡亲

满山披绿装，林中有宝贝。近年来，黔东南认真践行“两山”理念，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一个
个绿色产业破茧而出，成为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新路径。从引导群众观念转变，到激活群众内生动力，再到
科技不断赋能，绿色产业发展后劲越来越足。

新闻提示

冬闲变冬忙，来年多打粮。近日，在雷
山县永乐镇茶叶基地，一场茶叶产业领域理
论与实践技术培训正在进行，100余户茶叶种
植户认真聆听技术员讲解。

“这个培训太好了，对我有很大帮助，指导
精准到每一个数据，包括怎么操作，都讲得非
常具体，很实用。”茶叶种植户麻明周说。

打扑克、搓麻将，三五成群扯闲磕……这
是雷山县永乐镇昔日传统农民冬季生活写照。
如今，镇党委联合雷山县脚尧茶业有限公司党
支部，通过龙头企业掌握技术资源等优势，选
派茶叶技术员为致富带头人、种植大户开展冬
训，对茶叶专题内容进行系统讲授。

乔洛村党支部书记吴发勇说：“如今通过
支部共建和‘三双’工作法让群众想干什
么，想学什么，专家就来培训什么，让大家
发展产业有靠山。”

吴发勇所说的“三双工作法”，正是雷山

县通过党建引领，推动组织共建、产业发展
的创新工作方法。按照“党建引领、共建共
享”原则，以产业为纽带，结对的党组织组
建联合党支部，推动非公企业党支部与理念
相对落后的党组织结对共建、抱团发展，通
过双向调研、双方联动、双建共赢，积极培
训党员及致富带头人，实现基层党建、经济
社会和产业同步推进，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战，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入冬以来，雷山县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
用，利用冬闲时节，组织全县 72家非公企业
积极履行“千企帮千村”职责，深入永乐、
丹江等乡镇开展“套餐式”培训，通过按需

“点菜”+上门“送餐”+推送“订单”的模
式，为群众提供送政策、送服务、送技能、
送岗位的“一条龙”服务，为农户带来新技
术和新的管理方法，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
促进当地特色产业快速发展。

雷山特色冬训促产业提质增效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余光燕 通讯员 潘庭江 杨承鸿 王贵月

本报讯 （通讯员 伍丽 杨德志） 近
日，天柱县人民法院白市法庭揭牌成立，标
志着该县实现乡镇法庭建设全覆盖。

白市人民法庭的管辖区域为白市镇、渡
马镇和江东镇，共计有 8万余人口。从区域
地理环境来看，白市、江东距离县城较远，
给老百姓的诉讼需求带来不便，诉讼成本较
高。成立白市人民法庭，既是适应新时代、
新形势、新任务的创新之举，也是服务基层
社会治理和乡村振兴的担当之举。

据了解，近年来，天柱县人民法院注重
发挥人民法庭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群
众的优势，把人民法庭建到离老百姓最近的
地方，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天柱县
实现乡镇法庭建设全覆盖

本报讯 （通讯员 石光照 欧正霞）
1月 15日，贵州省茶叶协会黎平县茶叶产业
协会职业技能培训及等级认定工作站在黎平
县的中国侗乡茶城挂牌并首期开班，该县
22个乡镇 （街道） 的40名学员参加培训。

据了解，工作站挂牌成立后，省茶叶协
会将授权黎平县直接组织开展茶艺师、评茶
员、茶叶加工工、园艺工、插花花艺师 5个
职业 6个工种培训工作，由省茶叶协会进行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这将对黎平县培育茶叶
主导产业，把黎平茶产业规模做大、品牌做
强、特色做优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近年来，黎平县坚持兴产业、促脱贫，
按照“生态茶、干净茶、放心茶”发展理
念，采取“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市场
化”运作模式，大力发展茶产业。

目前，全县建成优质茶园约 26 万亩，
投产茶园面积 22.6 万亩，茶叶企业 315 家，
成为黔东南州最大的产茶县。2020 年，黎
平县干茶产量达 13915吨，总产值 11.9亿元。

黎平县
建成优质茶园 26 万亩

本报讯 （通讯员 冯乾会） 2020 年
以来，麻江县通过建立农村经纪人“一村一
人计划”，采取“双联双培三带”工作机
制，着力打造一支“强村富民”的农村经纪
人队伍，有效推动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
的有效衔接。

建立县、乡两级领导干部联系农村经纪
人“双联”模式，由 1名县级领导和 1名乡
镇领导共同联系指导 1个村的农村经纪人队
伍，重点围绕花卉、锌硒米、蔬菜、蓝莓、
生猪、家禽养殖、林下经济等七大类产业。
2020 年以来，重点培育农村经纪人 17 名，
14名联村县级领导、17名乡镇 （街道） 领导
开展联系指导50余次。

建立“一村一人计划”基金，围绕培养
树立一批“富民先锋”“乡村能人”目标，
采取党员农村经纪人能人领带、党员责任区
帮带、党员承包传带“三带”方式 （即经纪
人发展产业区，带领群众共发展；党员划片
认领责任区，带动其他区内发展；党员牵头
承包发展项目，传帮带普通群众） 培育产
业，让农村经纪人成为凝聚发展力量、促农
增收致富、促进社会和谐、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实施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2020
年以来，17 名农村经纪人领带农户 138 户，
划分党员帮带责任区 41 个，党员承包传带
项目22个涉及622户 2138人。

麻江县
打造农村经纪人队伍

本报讯 （记者 杨正海 通讯员 潘
江平） 2020 年以来，黄平县谷陇镇苗岭社
区为群众上门或通过网络代办移民事宜等各
类便民事务 2000 余件，上门为搬迁群众开
展养老认证、医保、养老保险代收等服务
3000余人次。

据悉，苗岭社区共有黄平县新州、谷
陇、翁坪、重安 4 个乡镇搬迁群众 1136 户
5480 人，是该县最大易地扶贫搬安置小区
之一。为提升便民利民服务网格化管理能
力，谷陇镇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网格化管理
为抓手、基层基础建设为支撑，建立“网
格+N”运行模式，夯实以网格员为主体，
社区党员、镇社区干部、青年志愿者为支撑
的网格力量，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
面覆盖的基层网格化管理服务体系。网格
员、联络员每天在各自网格内巡查，第一时
间接手处理网格内问题，及时通过手持终端
设备上报，实现“大事全网联动，小事一格
解决”。

黄平县苗岭社区
提升网格化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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