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想到搞好卫生还能兑换积分领到奖品。”
“积极参与发展产业也有积分。”
“我第一季度积累了 520分积分，可以换

得一台洗衣机。”
近日，金海湖新区竹园乡沙坝社区格外

热闹，几百名群众来到社区广场兑换 2021年
第一季度“党建+积分”“四项创先争优活
动”积分。

居民雷国林在社区“党建+积分”扶贫超
市领走了一台洗衣机。雷国林 520 分的高分
得益于他积极响应社区产业结构调整号召，
种植经济作物。

2020年以来，沙坝社区通过引导致富带
头人种植青脆李等经果林 1200 余亩，辣椒
210余亩，蔬菜、魔芋、烤烟等 220余亩，有
效推动了社区产业结构调整。助推产业规模
化发展的同时，沙坝社区通过“基层党建+”
示范创建活动，依托积分超市，引导干部群
众参与积分管理，推动环境卫生整治、移风
易俗、美丽乡村建设等工作。

“社区的‘基层党建+超市积分’一举两
得，我们把卫生搞好了，还可以积累积分领
东西。”沙坝社区居民沈成丽高兴地说。

沙坝社区保洁员杨俊梅工作认真负责，

自从实施“基层党建+超市积分”，她的工作
热情进一步提升。“工作的认真程度可以通过
积分体现，我就更愿意努力把负责的路段打
扫得干干净净。”

金海湖新区竹园乡沙坝社区党支部书记
谭昭伦介绍，通过实施“基层党建+超市积
分”机制，今年第一季度，沙坝社区共有 154
人次获得积分奖励，有力营造乡村振兴建设
你争我赶、创先争优的浓厚氛围。

“‘基层党建+超市积分’机制提高了群众的
素质，改善了社区的凝聚力，有效巩固拓展了脱
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谭昭伦说。

近年来，沙坝社区积极探索以自然村寨
为单元党建，引领村民自治，推进乡村振兴

“筑底工程”试点工作，着力构建基层党建新
体系、村民自治新体系、合作经济组织新体
系“三位一体”基层治理体系，推行“基层
党建+超市积分”“四个创先争优”考核管理
办法，建立一套务实高效的乡村治理体系，
努力实现基层基础筑牢实、基层治理无缝
隙、服务群众零距离、乡村振兴深融合，切
实推进形成基层治理组织化、农村经济合作
化、脱贫提升精准化、产业发展规模化、乡
村振兴特色化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金海湖新区：构建基层党建新体系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马丹

本报讯 （记 者 马丹） 8 个小时内，
威宁白萝卜、大白菜、莲花白保持鲜嫩从地
里走到广州市民餐桌，强大的锁“鲜”能力
源于毕节市持续加速推进市级冷链物流枢纽
中心、县级冷链物流集散中心和大型乡镇种
植基地预冷设施建设。

“威宁白萝卜、大白菜、莲花白能新鲜出
山，我们有份功劳。”贵州省羊程冷链物流集团
负责人樊荣说。这家物流集团由毕节市商务局
招商引资落地威宁，目前有 80 余辆进口冷藏
车，合作冷藏车 500 余辆，整合社会车辆 1000
余辆，车辆均安装 G7、捷依两套物流运输管理
体系，可随时查询车辆位置、储箱温度等情况，
目前已经开通贵州全境对京津冀、江浙沪、闽

粤桂等地的整车及零担专线运输。
威宁自治县是农业农村部重点建设的

580 个蔬菜产业重点县之一，也是云贵高原
夏秋蔬菜优势区域的 38 个蔬菜产业重点县，
还是贵州省 23个蔬菜产业重点县之一，以威
宁“三白”(白菜、莲花白、白萝卜)为代表的
蔬菜深受外省消费者青睐。

贵州省羊程冷链物流集团落户威宁其中一
个重要原因就是威宁蔬菜在全国的知名度和可
观的销售量。“消费者对威宁蔬菜的需求就是我
们运输企业发展的基础。”樊荣说。

近年来，毕节重点推进粤港澳大湾区菜篮
子毕节配送中心、大方县天福源农批市场二期
等 10个重点冷链项目建设。近期，威宁江楠现

代物流园包装车间、制冰间、5 号、6 号冷库投
入运营；金海湖毕节国际内陆港冷链物流中心
一期冷库主体建设完成，并投入试运营；粤港
澳大湾区菜篮子毕节配送中心基本建成……

其中，威宁江楠现代农业物流园，总建
筑面积 6.93万平方米，总投资 25.04亿元，是
集“供、储、运、销、配”全链条无缝衔接
的物流园区，预计年吞吐量峰值可达 400 万
吨，年交易额可达到60亿元至80亿元。项目
建成后，将成为贵州省最大的现代农业物流
园和西南地区又一个标准化的农副产品交易
中心、农业农资种苗交易中心、信息中心、
物流中心，间接辐射带动周边区域运输、物
流、餐饮、服务等行业约3000人就业。

截至目前，毕节市已建冷库 230 个，累
计容积 55.1万立方米，库容 23.42万吨，有冷
藏车 255辆。全市 171个 500亩以上坝区建设
预冷库 110 个，库容 13.92 万吨，金海湖、威
宁等6个县区实现坝区冷链物流全覆盖。

毕节市商务局局长谌贻勇介绍，今年，
毕节市将立足特色产业优势和区位优势，继
续推进冷链物流体系建设。同时，还将着力
构建覆盖城乡、服务群众消费需求的便民商
贸网络，加快推动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在
全市建设8个农批市场及294个农贸市场。推
动超市、生鲜便利店建设，连锁超市增至 92
个，社区便利店增至 1247个，初步形成区域
网络全覆盖、高效便民的市场流通体系。

171个坝区建设预冷库110个，库容13.92万吨—

毕节多级冷链物流助力“黔货出山”

黔西市出台优惠政策，通过场地费减免、加强服务等方式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企业入驻。该市杜鹃街道岔白工业园区内的贵州多马可乐器有限公司
生产的吉他，因其优良的质量，深受国外消费者认可，目前，吉他远销巴西、韩国、东南亚等地。

黔西吉他俏销海外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翟培声 摄影报道

乡 村 振 兴 ， 产 业 兴 旺 是 关
键。金沙县找准农村产业发展突
破口，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抓
手，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收完稻谷坑洼哇、只剩青蛙
叫喳喳，出门一身稀泥巴、日子
过得紧巴巴。”过去，大家常用这
样的话来描述岩孔街道。

近年来，金沙县岩孔街道强
化党建引领，通过党支部领办合
作社，构建经营主体、合作社、
群众利益联结，实现农业现代化
发展。

在岩孔街道东光社区，党支
部领办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依
托街道打造花卉小镇的定位，探
索“创花卉品牌、育果蔬精品、
固粮油传统、助农旅结合”的发
展模式，建设 2600 多个大棚，发
展鲜切花、圣女果、蓝莓种植，
实现了村集体与农户双增收。同
时，依托自身资源优势，建设农
家 乐 、 停 车 场 、 接 待 中 心 等 设
施，发展乡村旅游业，实现乡村
旅游与农业现代化的融合发展。

据悉，东光社区合作社成立
以来，已实现经营性收入近300万
元，提供就业岗位近百个。

安底镇则抢抓金沙县发展茶
产业的契机，在党支部引领下，
引 进 四 川 香 茗 源 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社、金沙金丽农投公司在温泉村
建设茶叶育苗基地，建起 1600 亩
茶园，500亩蔬菜基地和 1000亩猕
猴 桃 基 地 ， 配 套 建 设 辣 椒 烘 干
厂、冷链物流分拣中心。

2020 年，温泉村集体经济实
现经营性收入 80 余万元，全村人
均可支配收入突破了 1万元大关。

如今，一个个特色鲜明的致
富 主 导 产 业 正 在 金 沙 县 的 乡 村

“生长”，助力农民增收，推动农
村经济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内
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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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趁着天气转好，七星关区碧海
街道西冲社区居民甘明远来到刺梨基地
开展管护。

刺梨是甘明远的“心头宝”，去年，他
流转邻居家 4 亩地种刺梨，收入 1.5 万余
元。“真没想到，我们这个石旮旯竟然能靠
种刺梨致富。”甘明远说。

不仅是甘明远，西冲社区的 400多户
群众有不少人都种刺梨。谈起刺梨，西冲
社区党支部书记吴长钰一脸自豪。“近
2000 亩坡耕地全种满刺梨，如今我们社
区已实现产业全覆盖。”

早在 2013 年，西冲社区就开始种刺
梨，面积有 1000余亩，尽管品质不错，但由
于是自产自销，几年下来销路不好，有的

居民就挖掉刺梨种其他作物。2017 年，西
冲社区成立了由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为
群众提供种苗、技术服务并保底收购，这
才让大家再次看到希望。

“有了合作社的引领，群众积极扩大
种植规模。”吴长钰说，“社区所有刺梨都
是群众自己种植、自己管护，合作社只是
做好服务。这样能激发群众干事创业激
情，勤快的人收入就高。”

马家坪组的刺梨种植户朱金翠还记
得去年合作社收购刺梨时的场景：“仅 1月
10 日那天，合作社就收购了 40 万元的刺
梨，我家卖了2万多元。”

在吴长钰看来，销路依然是刺梨产业
发展的“难关”，只有打通销路才能稳住种植

户的信心。“今年我们正四处奔走联系企业，
希望能为社区的刺梨谈下个好价钱。”

良好的土壤和适宜的气候，为西冲社
区刺梨产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社
区去年刺梨产量310多吨，产值130多万元。

刺梨园中，一只只“跑山鸡”追逐林
下，不时发出“咯咯”的叫声。为壮大村集
体经济、拓宽群众收入渠道，去年下半年，
社区因地制宜发展林下养鸡 6000 羽，目
前已销售 2000多羽。“这是原生态的跑山
鸡，肉质鲜嫩，炖汤干炒都好吃，我们卖到
15元一斤。”吴长钰说。

山坡种刺梨，刺梨地里养土鸡，念好
“生态经”的西冲社区正走上村美民富的
幸福路。

七星关区碧海街道西冲社区：

念好“生态经” 结出“致富果”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汪瑞梁 夏民

本报讯 （记者 夏民）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新修
订的 《未成年人保护法》，大力营造全社会关爱保护未
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浓厚氛围，近日，毕节市各单位、各
县 （市、区） 组织开展了《未成年人保护法》主题宣传
活动。

据悉，此次宣传活动，通过发放宣传册、折页、读
本等宣传资料的线下宣传方式与发布微视频、广播等方
式，向群众宣传 《未成年人保护法》 相关内容。活动
中，相关单位针对新修订的 《未成年人保护法》 总则、
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
护、司法保护、法律责任和附则等内容，紧紧围绕细化
家庭职责、建立 《校园欺凌防控制度》、防止网络沉
迷、增设 《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司法环节未
成年人保护全覆盖等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答疑。据初步
统计，此次宣传统活动已发放资料 3.5万余份，覆盖群
众 1万余人。

下一步，毕节市将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未成年人
保护法》主题宣传活动，凝聚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
社会共识，为建设“法治毕节”示范创建创造良好的法
治环境。

毕节
开展《未成年人保护法》
宣传活动

本报讯 (记者 黄杏 通讯员 管彦博)为加强自
身建设，近日，赫章县纪委县监委召开第三轮内部督查
工作启动会，抽调人员组成 5 个督查组，对 10 个乡
（镇、街道） 纪委 （纪工委） 5个派驻纪检监察组开展
内部督查。

内部督查采取“一次一授权”的方式进行，督查聚
焦党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及履
行职责等方面，着力发现纪检监察系统内部存在的问
题，以反馈整改为契机，倒逼纪检监察干部队伍能力素
质“双提升”。

督查工作中，督查组采取召开动员会、听取汇报、
个别谈话、查阅资料、明察暗访、受理举报等方式，深
入被督查单位开展内部督查工作。同时成立案件质量和
审查调查安全工作专项督查组，聚焦审查调查安全及案
件质量进行专项督查。

据了解，经过这轮督查，该县已实现对全县 30个
乡 （镇、街道） 纪委 （纪工委） 8个派驻纪检监察组内
部督查全覆盖。

赫章
强化纪检监察内部督查

本报讯 （通讯员 张娟） 近日，毕节市中级人民
法院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组织法官及助理到贵州
毕节双山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等企业开展座谈，积极为企
业释法析理、排忧解难。

法官们针对建筑行业易发案件和疑难问题进行了分
析讲解，提出了一些可操作的对策建议，引导企业规范
建设工程合同签订及管理行为，充分发挥监理人全程跟
踪监督的专业优势，减少工程纠纷发生。法官们还就工
程承包人挂靠、借用资质问题的处理，如何规范有序履
行合同，实际施工人的认定和优先受偿权，工程款支付
责任主体认定以及《民法典》实施后新、旧法律的适用
等方面问题进行释法析理。

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开展走访为企业排忧解难

本报讯 （通讯员 虎明玥）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
以来，威宁自治县纪委自治县监委开办“干部夜校”，
引导广大纪检监察干部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
德、学史力行，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威宁自治县纪委自治县监委“干部夜校”在每月最
后一周的星期一晚上 7点开始上课，每堂课学习 2至 3
个小时。为强化学习体验，“干部夜校”坚持教与学并
举，每周由一名领导干部带头学党史，讲述党的历程、
讲述革命故事，提升政治能力的同时提升工作能力。

威宁自治县纪委监委
“干部夜校”学党史

黔西市岔白工业园区吉他厂生产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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