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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到湄潭来，这里风景很美，云贵
山空气清新，避暑纳凉太舒服了。”8月中旬，游
客董珊珊一家慕名来到湄潭县云贵山旅游，云
雾缭绕凉风习习的千亩茶园令她流连忘返。

“茶园的茶又清香又甘醇，我天天都喝，回去的
时候我还要买几盒茶叶当作伴手礼。”

茶园变景区，茶树变“摇钱树”。作为传
统农业大县，湄潭县依托 60万亩生态茶园优
势，做大外销业务，发展茶旅融合经济，带
动茶产业“接二连三”，群众增收致富。

富起来的湄潭人自豪地说：“我是一个幸
福的农民！”“走，到湄潭当农民去！”

今年的湄潭县半年经济工作会确定了做
强县域经济的几个突破点：“要做大茶产业，
突破白酒产业，巩固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
大新兴产业。”

湄潭县立足资源禀赋，充分发挥茶产业

现有优势，通过建立政府引导、市场主体、
上下联动、多方配合的协同推进机制，加快
外贸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着力培育茶叶出口
品牌，实现茶叶出口快速增长。

“新加坡客户考察后，与公司达成长期战
略合作协议。第一次签订的订单价值500万美
元，主要为颗粒红茶，最近已发出首批货
物，价值约 100 万美元。”位于湄江街道核桃
坝村的遵义七味茗香茶业进出口有限公司，
是一家专业生产各类红茶的公司。公司总经
理喻能红告诉记者，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
赶制出口订单。

“今年上半年，公司完成 400 多吨茶叶订
单，金额达600万美元。加上有茶产业出口贸易
专班的‘护航’，发展劲头更足了。”遵义七味茗
香茶业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大灿说。

为进一步扩大茶叶出口贸易，做好茶企

对接服务，湄潭近年来结合实际，通过政府
引领、培育贸易主体、强化品牌创建、开拓
跨境电商、加强市场销售端管理、强化茶叶
质量管控等举措，夯实茶叶出口贸易基础。
成立了茶叶出口贸易专班，专门协调解决茶
企出口贸易的相关难题；今年 3月成立茶叶出
口贸易加工联合体，吸引 108 家代加工企业，
其中 13家可独立完成茶叶出口贸易。

茶叶外销是该县做大茶产业的途径之
一。据统计，2021 年上半年，京贵茶树花、
七味茗香、东方树叶、越琦茶业 4家公司出口
额超 1800万美元，同比增长约 390%。预计下
半年湄潭茶叶出口还将持续增长，全年茶叶
出口额有望突破5000万美元。

做大茶产业，促进茶园提质增效。今年
来，湄潭抢抓基地建设，促茶园提质增效。
上半年完成茶园套种油茶 36.34万余棵，套种

茶 园 面 积 1.4 万 余 亩 ， 完 成 计 划 任 务 的
74.5%。完成补植补造茶园面积 3万余亩，完
成计划任务的 101.2%，其中新建茶园 6292.99
亩。全县上半年实现茶叶产量 4.52 万吨，产
值达 56.61 亿元，与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4.4%、
13.5%。

守住茶、做足茶、做全茶、做强茶，湄
潭县大力开发含茶的饮品、食品、保健品、
化妆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培育茶饮品龙头企
业。同时，围绕茶旅融合发展，按照“一城
两区三中心”工作要求，以全域旅游示范县
创建为核心目标，着力构建以山水田园风光
和茶旅融合一体化为主线，以县城为中心、
乡村为依托、节点景观为支撑的全域旅游体
系，近两年，该县游客年均增长率 34.3%，旅
游收入年均增长率 48.5%，茶产业“接二连
三”支撑起县域经济增长极。

湄潭茶产业“接二连三” 茶树变身“摇钱树”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王丹灵

“我志愿加入播州区村务员队伍，服从
党的领导，自觉讲政治、守纪律、勇担当、
勤奉献……真正做到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
为播州区乡村振兴事业贡献力量！”回想起入
职时宣誓的场景，播州区尚嵇镇保星村村务
员张青宝至今仍心潮澎湃。

从今年 3月开始，播州区在 178个村 （社
区） 全面推行村务员改革工作，着力打造一
支政治、能力、作风全方面过硬的专职村干
部队伍，通过考试、考察、考核相结合的方
式，完成第一批、第二批村 （居） 务员招录
工作，现有村 （居） 务员 1191名。

同时，播州区提出一次谈心谈话“助”转角
色，一次入职培训“助”拓思路，一次庄严宣誓

“助”提士气，一次结对帮带“助”添阅历，一次
民情走访“助”强本领的“五个一”工作法，推动
村（居）务员快速入职。

“我是区里招聘的第一批村务员，待遇有
保障，现在把全部精力放在村里的事务上，
做事也越来越有干劲。”3 月初，在茅栗镇金
山村里工作 20余年的赵兴亮通过全区统一考
试、考察和考核后，取得首批参照享受相应
岗位序列待遇村务员资格。根据三岗 22级村
务员薪酬等级制度，工资上调到 4300元，还

有机会参加定向事业单位考试。
上岗后，赵兴亮和村里的党员干部一

起，以发展“田坝子”、扎紧“米袋子”、端
好“果盘子”、抓住“游园子”、紧盯“肉碟
子”的“五子”模式，挖出一座又一座“金
山”，今年，金山村村集体收入预计可达 100
万元，带动近200户村民增收。

据 了 解 ， 在 团 溪 镇 第 二 批 招 录 的 村
（居） 务员中，大学毕业生占 35%，为让村
（居） 务员上岗更“上心”，团溪镇制定新进
村 （居） 务员“1+1+N”结对帮扶方式，为每
名新入职村 （居） 务员建立“包村领导+村党

组织书记+多业务同志”结对帮扶台账，帮助
新招聘村务员在短期内及时掌握村情社情，
提高基层工作能力。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播州区深入开
展村（居）务员与群众“结亲”活动，组织村（居）
务员深入群众家中“吃一顿便饭、拉一次家常、
干一次农活、办一件实事、或召开一次群众会”，
通过讲政策、明态度、谈感情，细心听、用心记、
诚心谈，在持续不断走访交谈中，提升干事创业
脚力，提高群众工作能力。截至目前，全区村
（居）务员共开展走访 1300余次，收集民情 500
余件。

播州区建设村务员队伍助推乡村振兴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蒋洪飞

本报讯 （通讯员 聂勋 王大飞） 近期，遵
义会议纪念馆多措并举加强疫情防控，确保游客安
全。

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入口处，游客数量与往常相
比有所下降，疫情防控工作却没有丝毫松懈，游客
们在工作人员引导下，佩戴好口罩，有序扫描健康
码、行程码，并通过体温测量，符合相关规定后才
能进入景区游览。

“我们每天都会进行消毒消杀工作，也安排了
志愿者时刻提醒游客们戴好口罩、保持一定参观距
离，确保让游客安全有序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
工作人员徐永德介绍。

据悉，遵义会议纪念馆严格按照“限行、预
约、错峰”要求进行开放和接待游客。观众需提前
通过遵义会议纪念馆微信公众号、遵义会议纪念馆
官网进行线上预约或现场扫码预约，也可拨打游客
中心电话 0851—28229870 预约咨询，并按照预约
时间实名制参观。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参观观众不可
线上预约，纪念馆工作人员将在线下核验其身份
证、健康码、行程码及相关疫情防控证明。

遵义会议纪念馆

加强疫情防控确保游客安全

本报讯 （通讯员 罗忠美） 今年来，绥阳县
大路槽乡打破行政区域限制，挑选熟悉经济发展及
市场运营的专业人才成立集体经济管理有限公司，
以“旅游主导、农旅融合”思路实施跨域合作发
展。

“公司与邻近县的养殖合作社联合成立土鸡跨
县合作社，统一标准出栏散养 6个月以上的土鸡，
销往遵义市区的农贸市场和土鸡美食店，预计今年
可销售 60万只以上。”对于项目前景，绥阳县闯大
路集体经济管理有限公司市场销售负责人宋建龙充
满信心。

土鸡养殖跨域合作发展项目是该乡跨域合作发
展试点的缩影。今年来，该乡在持续实施党委班子
带队的“敲门入户行动”中，在深入了解群众对经
济发展的意见建议基础上，指导牵头成立绥阳县闯
大路集体经济管理有限公司，推动该乡的 5个行政
村“抱团”发展，探索实施“党建+基地+项目+公
司”集体经济发展模式。

半年多来，该乡整合资源与周边乡镇及临近县
达成跨域合作项目 21个，类别包含旅游康养、土
鸡养殖、高粱种酿、坝区蔬菜等，预计今年实现利
润超 100万元。

绥阳大路槽乡

跨域发展有成效

本报讯 （通讯员 许小倩） 仁怀市高度重视
老旧小区改造民生工程，该市中枢城区炮台巷老旧
小区、坛厂街道温泉社区等 4个老旧小区重点改造
项目，部分项目一期工程已完工，二期正在进行，
部分项目正在安装入户电梯。

在坛厂街道温泉社区，老旧小区 （城中村） 改
造项目正如火如荼建设。该项目 2020 年 3 月开
工，共有 18 栋楼，目前 16 栋楼已封顶，砌筑工程
已完成90%。

据了解，该项目实施老旧小区改造 1800 户，
其中货币化安置528户，产权调换 1272户，主要用
于安置经开区产业项目用地征拆以及园区配套路网
等规划建设区域的群众，计划在 2021年底将项目
交付给建设单位。后期，该项目还会配套建设幼儿
园、学校、道路等基础设施，并配套商业开发，打
造一个集商业、交通、学校等设施为一体的小区，
彻底改善坛厂片区街、院、房及设施破旧、生活环
境差、配套不完善的现状。

仁怀

老旧小区改造稳步推进

本报讯 （通讯员 李雪） 桐梓
县通过队伍提升能力、增强活力和激
发动力等举措，推动村级监督提质增
效。

“提高工作能力是推动村 （居） 监
委高质量履职的关键。”桐梓县纪委监
委相关负责人说，为进一步提升村
（居） 监委履职能力，该县坚持县、乡
两级联动，县纪委监委以理论培训、
案例分析、现场观摩等方式，对全县
228 名村 （居） 监委主任实行专题培
训；乡镇 （街道） 纪 （工） 委聚焦村
级监督薄弱环节，采取轮流跟班学
习、交叉考察、定期培训等方式，有
的放矢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升村监
委业务能力和法律素养。同时，桐梓
县纪委监委专门制定 《桐梓县民生监

督组工作手册》，对村级事务小微权力
进行全面梳理，形成监督清单，厘清
村级事务监督关键环节、重要节点，
为村监委高效履职提供操作指南。

为有效激发队伍活力，桐梓县充
分发挥考核工作导向、激励和鞭策作
用，制定 《桐梓县村 （居） 务监督委
员会 （民生监督小组） 管理考核办法
（试行）》，对村 （居） 监委主任履职
情况进行量化评分定级，并将考核结
果作为村 （居） 监委主任报酬、任用
的重要依据，有效推动村 （居） 监委
主任工作责任感和积极性。截至目
前，该县村 （居） 监委主任共参与监
督村级事项 3920 件，解决事项 2240
件 ， 发 现 问 题 线 索 80 个 ， 成 案 78
个。

桐梓推动村级监督提质增效

本报讯 （通讯员 程雪梅） 初秋，道真自
治县上玉工业园区菇香扑鼻，贵州仡山香蘑特色
食品开发有限公司车间里，工人们正忙着加工食
用菌，历时 6 个小时，一朵朵新鲜的杏鲍菇、香
菇变成了美味的蘑菇酱。

食用菌产业是道真着力打造的“一县一业”富
民强县支柱产业。目前，全县已建成香菇产业扶贫
示范园 8个、蘑菇农庄 27个，投用食用菌标准大棚
2600余个，年产杏鲍菇、香菇8.5万余吨。

2020年 12月，道真通过招商引资，引进食用菌
深加工企业——贵州仡山香蘑特色食品开发有限
公司，着力打造品牌、建强产业链，助推食用菌产业
提质增效，今年8月 1日，该公司正式投产。

贵州仡山香蘑特色食品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登介绍，公司已建成 3 条食用菌深加工生产
线，预计年加工香菇、杏鲍菇等食用菌 6000 吨，
实现年产值 1.2 亿元，可提供就业岗位 100 余个。

同时，公司经多方努力已申请“仡山小蘑王”商
标，重点打造香菇猪肉酱、杏鲍菇牛肉酱、香菇
脆等系列产品。

一业兴带来百业旺。贵州仡山香蘑特色食品
开发有限公司正式投产，有效带动了道真食用
菌、花椒、辣椒等产业发展，同时带动上下游更
多群众就业创业。

今年来，该县紧扣“菜县菇乡”“黔北药库”
农业产业战略定位，做大做强食用菌、中药材、
花椒、茶、酒用高粱、烤烟、果蔬、生态畜禽渔
业“八大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共投放食用菌 9100
万棒，种植商品蔬菜 10 万亩、烤烟 5 万亩，新增
种植中药材 6 万余亩，巩固茶、精品水果、花椒
23 万余亩，建成年出栏生猪 5 万头规模养殖场 2
个，配套商品生猪代养场 4 个；培育市级以上龙
头企业 54家，巩固发展专业合作社 224个，预计
农民人均年收入达 1.5万元。

道真引进加工企业延长食用菌产业链

本报讯 （通讯员 包福兰） 新蒲新区持续优
化政务服务环境，围绕贵州政务服务网，用“温情
服务”提升政务服务的速度和温度。

在新蒲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大厅自助打印区，正
在打印办事资料的群众杨文敏说：“政务服务中心
把办事每个环节可能出现的问题都考虑到了，为我
们提供解决方案，省得来回折腾，真的是‘只进一
扇门，办完所有事’。”

新蒲新区政务服务中心着力做好特殊场景、特
殊人群两类服务，开展服务事项前移、服务窗口前
移、服务人员前移，实施打印复印免费、邮递业务
免费、照相免费、刻章免费等便民惠民服务，形成

“标准化办事指南+一次性告知书+申请样表和材料
范本”一套标准化办事指引，推出延时服务、陪同
服务、代办服务、上门服务等。目前，该区政务服
务中心办理政务服务事项 976项，“零跑腿”及最
多跑一次事项占比 99.5%、“即办件”事项占比
61.77%，已实现 100%“网上办”。

新蒲新区

提升政务办事速度和温度

【【遵义遵义··县域县域经济倍增计划系列报道经济倍增计划系列报道之十一之十一】】

脆红李迎丰收
眼下，余庆县脆红李进入采摘期，当地农民忙着采摘装箱。据介绍，余庆县通过

“合作社＋基地＋农户”组织方式大力发展脆红李产业，截至目前，种植面积近 2000
亩，亩产脆红李约 3000斤，亩产值超万元，有效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通讯员 王永娟 李宁 摄

挑选脆红李挑选脆红李。。

→余庆县白泥镇哨溪村，村民在采摘脆红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