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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走进石阡县现代农业产业园，成片的
苔茶流碧滴翠。“我们的茶叶不仅通过国家认
证，达到欧盟标准，还多次获奖，产品远销德
国、日本等地。”石阡县龙塘镇大屯村党支部书
记周绍军说，在省农科院、贵州大学等单位的支
持下，生态茶产业插上科技的翅膀，小茶树变身

“摇钱树”。
山水相依的石阡县，生态环境得天独厚，

种茶历史悠久。为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让生
态茶产业迈上新台阶，石阡县以市场需求为导
向，以提质增效为核心，以技术创新为驱动，
以增产增收为目标，推动生态茶产业高质量
发展。

在引进先进设备、提升加工技术的同时，石
阡县依托华南农业大学、贵州大学等省内外高等
院校、科研机构和龙头企业，狠抓茶园建设、推
动茶叶加工升级等，让生态茶产业发展行稳致
远。目前，该县茶园总面积达 38.17 万亩，投产
茶园33.18万亩以上。

“通过采用绿色防控技术等，严把茶叶质量
关，让生态茶产业走上惠及子孙后代的可持续发

展路。”周绍军介绍，以大屯村为核心的连片茶
园已成为省级现代高效生态苔茶示范园区，今年
还入选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名单，带动大
屯、消溪等 10个村的群众增收。

为推动农业高质高效发展，铜仁市各区县强
化科技支撑，大力发展粮油及生态茶、蔬果、食
用菌等优势特色产业，丰富乡村经济业态，拓展
农民增收空间，培育乡村发展新动能。

农业科技创新转变了食用菌产业发展方式。
走进贵州省梵天菌业有限公司盘龙生态智慧农
场，朵朵木耳竞相绽放，该公司总经理刘兵说：

“智能化食用菌生产厂、生态智慧农场等让企业
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不断提升，上半年产值超
4000万元，干品产量超500吨。”

加快推进科技赋能强农工程。铜仁市与宋
宝安、李玉院士合作建立“院士工作站”，与
苏州大学、江南大学等开展技术研发合作，争
取 2021 年度省级农业科技项目 9 项，新认定省
级 科 技 特 派 员 211 人 ， 累 计 开 展 技 术 服 务 超
8000 人次，组织推广新品种种植示范 200 余
个，协助创办合作社 60 个，培养致富带头人

300 多人。
加快推进现代种业提升工程。铜仁市自主选

育的 7个杂交水稻新品种通过审定，主要农作物
良种覆盖率达 95%，良种科技贡献率增至 50%；
农作物良种繁育推广体系不断完善，建成国家级
农作物区域试验站，分别在 7个县建设省级和市
级农作物新品种生产试验基地，并出台《铜仁市
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实
施意见》。

加快推进智慧农业建设工程，用大数据为产
业裂变赋能。铜仁市实施大数据与农业产业深度
融合标杆项目 6 个、示范项目 34 个，带动农业
企业 57家，建成益农信息站点近 2000个，覆盖
全市80%以上行政村，有效推进农业产业化，促
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加快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工程，铜仁推广化肥
减量增效技术 421万亩、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283
万亩、作物秸秆还田 23 万亩，创建印江自治县
菌棒包装薄膜回收试点……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铜仁市实现农林牧
渔业现价总产值220.66亿元。

科技加码效益高
产业花开万家富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江佳佳

“产量是过去的 5 倍，而且品质好了销量
也上去了。”在石阡县白沙镇铁矿山村的茶农
们看来，如今的老茶园已经大变模样。

茶农们说的老茶园是有着 50年历史的知
青茶园，因为长年疏于管控，渐渐荒芜。“近300
亩苔茶园，一年采收 4 次，干茶产量却只有 1.4
万斤。”不少茶农认为，辛苦一年挣不了几个钱
不如另谋出路。

科技助农的春风为老茶园带来新机遇。
2020年初，海峡两岸农业发展研究院与铜仁市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着力推动铜仁茶产业转型升
级。海峡两岸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包下知
青茶园，致力于将其打造成提质增效先行样板。

“有科学管护，咱们的老茶树还能发新

枝。”时任该公司部门经理的吴海晨带着专业
团队来到石阡，对茶农们说。

吴海晨和技术团队很快便找出问题所在。“修
剪期到了，需要做深度修剪，茶树营养供给不足需
要加大施肥力度，病虫害防治需要更精细化……”

通过配套喷灌管网、高压施肥管道等设备，
知青茶园实现生态全营养栽培和精细化病虫害
防治，老茶树根系很快得到更新，抽发的新枝条
和叶片长势喜人，也比往年更加健硕。

今年，知青茶园产量增长到 3.5万公斤，产
值近 800万元。除了接管茶园，吴海晨团队还
在全县推广茶园管护和茶叶加工技术，目前已
开展培训会 18 场，技术服务涉及全县 18 个乡
镇、5万余亩茶园。

石阡：老茶树发“新枝”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田勇

11 月 2 日一大早，沿河自治县黑水镇杨寨
社区，一辆载满 160公斤新鲜葡萄的皮卡车从
土家黔园精品果园葡萄基地驶向贵阳。

“大棚里的巨峰葡萄、阳光玫瑰是错季新
品种，需要实时控制温度、湿度、水肥等。”基地
负责人黎洪涛介绍。今年，他在葡萄架上试种
的“空中西瓜”也喜获丰收，2500多公斤西瓜不
到一周便被一抢而空。

黎洪涛是土生土长的土家汉子。2016年，
他敏锐捕捉到智慧农业的发展机遇，从一家企
业的管理岗辞职，返乡创业。

经沿河自治县科协牵线搭桥，黎洪涛与铜
仁学院合作，学院师生到农场收集作物生长信
息，建立作物耕种标准，为科学耕作出谋划策，
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值。

在学院专家的建议下，黎洪涛准备购置一套
水肥一体化智能控制系统。“通过传感器，平台可以
实时采集气象环境、土壤和植物信息数据，通过多
参数信息融合决策，自动控制每个大棚交流电器
等设备，并形成数据报表及信息统计，方便调整管
理措施。”据黎洪涛介绍，今年初挂果的葡萄园预计
产值近40万元，进入盛产期亩产值可超3万元。

沿河：葡萄树结“智慧果”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施平

秋日，梵净山下的绿水青山间，铜仁新型
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旅游产业
化“四兄弟”聚首举办“音乐会”，放歌新
时代。

“梵山净水翩翩舞，古城新人声声欢。黔东
处处皆风景，桃园铜仁气象新。”意气风发的旅
游产业化率先亮开热情的歌喉。

台上歌声嘹亮，台下喝彩不断。梵净山高
呼：“唱得好！我武陵主峰，傲立苍穹，景绝奇
幻。”锦江也不示弱：“对！我碧水如玉，百里
如画。”中南门也高呼：“我有百业百态、百景
百象、百味百坊……”

“昔日田大丘，三年两不收；今朝绿满山，
四季人不愁……”农业现代化用土家族山歌的
唱腔，深情演绎传统农业大区的华丽转身。

生态茶、中药材、生态畜牧业、蔬果、食
用菌、油茶等新兴特色产业激情跟唱：“乡村振
兴，是时候看我们的了！我们要把山染绿，让
农民腰包鼓。”

新型工业化一开口，嘹亮歌声响彻云霄，
唱词中满是豪情壮志：“抢抓机遇走新路，聚焦
资源扬优势。新兴产业齐步走，工业强市富黔
东……”

唱着欢快的歌曲，往事一幕幕浮现眼前：
不沿边、不沿海，没有资源支撑，缺乏区位优
势，过去谁料到工业也能成为黔东大地上的
主角？

新型工业化感慨：“从 20世纪 90年代拓荒
新建大龙开发区，到千方百计打造黔东工业集
聚区，再到全力以赴打造内陆开放要地……快
30年了，我们从未停下过工业强市的步伐。”

忽然，欢快悠扬的旋律，伴着和谐婉转的
歌声响起：“逐梦桃源建新城，安居乐业福地
新。古邑新景添异彩，安居乐业感党恩。”

歌声引发作为铜仁主城区之一的碧江感
慨：“撤地建市 10年来，我们始终把‘建一座让
人民享有美好幸福生活的城市’作为目标，探
索产城互动、景城融合、教城一体、同城联动
新路，用实际行动回应群众对城市生活的憧憬
与期盼。”

同为铜仁的主城区，万山也豪情万丈：“从
汞矿资源枯竭后，人们‘逃离’万山，到坚持
以人为核心的理念推动‘城市异地转型’，我们
终于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新型城镇化唱罢，旅游产业化引吭高歌：
“绿色引领走新路，文旅相融齐欢笑。旅游花开
百业兴，全域发展开新局。”

梵净山作为铜仁的旅游“老大哥”，听着歌声
不禁感叹：“是‘两山’春风唤醒了沉睡亿年的我，
否则也不会实现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一举成
名天下知’的历史性跨越。”

“铜仁打造乡村振兴产业带这条‘金线’，
把我和梵净山‘景景相连’，如今两点一线的旅
游布局，不仅让‘游在梵净山，吃在中南门’

成为新时尚，也让铜仁打造国际一流山地旅游
目的地、国内一流康养胜地指日可待。”中南门
回应着梵净山。

接着旅游产业化的歌声，农业现代化又亮
开嗓子高唱：“好山好水出好茶，梵净山珍行天
下。绿色产业遍山野，乡村振兴有支撑……”

一首“富民曲”，让农业现代化暗下决心：
“坚持‘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思路，以推
进山地高效特色农业为抓手，发挥特色优势强
农业，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
持续发展之路。”

“同时，深入实施农产品加工业提升行动和
品牌培育行动、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社+农
户’组织方式、加强坝区建设及冷链物流体系
建设等，打造一批百亿级农业产业集群，推进
农业现代化大发展、大提升！”

新型工业化的歌声依旧豪迈悦耳：“贯彻新
理念，抓住新机遇，新型功能材料随风起舞，
黔东工业集聚区勇立潮头……”

没有工业化，就没有现代化；没有新型工
业化，就没有高质量发展。铜仁的新型工业化
喊出了“发挥资源优势强工业，奋力实现工业
大突破”的豪言壮语。

“我们要以黔东工业聚集区为主要承载区，
加快构建以新型功能材料为核心产业，以大数
据电子信息制造、生态特色食品、现代能源为
支柱产业，以新型建材、先进装备、优质烟

酒、健康医药、新能源汽车为特色产业的‘1+
3+N’的工业体系。同时持续推进技术创新、
深化园区改革、释放要素潜能、优化营商环
境、强化人才支撑，让铜仁成为投资兴业的绿
色沃土。”

新型城镇化的嘹亮歌声激动人心：“人民城
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山水园林新家
园，不忘党恩再奋进。”

歌声里，一个宜居宜业宜游的美好新铜仁
缓缓呈现在眼前：秉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把“武陵之都·仁义之城”作为
城市的发展定位，把“厚德铸铜·仁义致远”
作为城市的核心精神，让山水融入城市，让绿
色成为底色。

实施“强中心城区”三年行动，凸显主城
区首位度，并推进碧江—松桃黔边城市带、玉
屏大龙同城化发展，加快推进思德印融合发展。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进城镇品质提升
“十大工程”；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三年行动
计划，运用市场化方式推进城中村、棚户区改
造；坚持“房住不炒”，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
康发展。

欢快的“音乐会”，在铜仁新型工业化、新
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旅游产业化“四兄
弟”的齐声合唱中被推向高潮：“绿色发展步步
高，梵山净水淌金银；载歌载舞颂党恩，扬帆
奋进新征程！”

梵净山下“音乐会”“四化”协奏发展曲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杨聪

本报讯 （通讯员 秦锦 舒桥军） 今
年 9月，铜仁市出台 《铜仁市党委巡察机构
领导干部任免职管理办法 （试行）》。截至
目前，碧江区、万山区、玉屏自治县、松桃
自治县、石阡县、德江县对 19 名巡察机构
领导干部进行调整，调整后的干部全部为

“80后”。
该办法进一步推进巡察机构干部队伍建

设立标尺、树导向、提素质，充分发挥巡察
办作为党委工作部门的职能定位，要求市、
县党委巡察办主任同时担任同级纪委常委，
不分管巡察以外的其他工作；符合条件的，
经法定程序，选举担任市、县党委委员、人
大常委会委员，在全面从严治党中更好地发
挥巡察监督作用，确保巡察机构领导干部政
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

铜仁

加强巡察干部队伍建设

本报讯 （通讯员 范才夫 张雯晶）
近日，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联合中国电力教
育协会开展百名“电力工匠”风采展示活
动，铜仁供电局 500千伏铜仁巡维站变电运
行二级技能专家申国华入选。

申国华 32 年扎根变电生产岗位一线，
立足岗位磨炼技术水平，将自身对于电子技
术的钻研与兴趣应用到变电领域，在其职业
生涯中，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国务院特殊
津贴、全国技术能手、贵州工匠等多项国家
级荣誉及省部级荣誉，并于 2016 年入围全
国“大国工匠”评选，成为 50 名正式候选
人之一。

申国华创新工作涉及到节能降耗、电网
安全、融冰除冰等多个领域，共有 30 余项
科技创新成果得以成功应用，取得发明及实
用新型专利授权 31项、软件著作权 2项、科
技论文 19 篇、省部级奖项 13 项，行业省公
司级奖项 11项。

铜仁供电局

职工入选

百名“电力工匠”名单

本报讯 （记者 江佳佳 通讯员 吴
再恢） 近日，走进松桃自治县盘信镇甘溪
村吊瓜基地，瓜架上挂满了金色的果子，
装满吊瓜的篮子摆了一地，务工群众正在
忙碌。

“今年甘溪村种植的 100 余亩吊瓜，预
计产量达 5万斤，产值超 100万元，劳务支
出等费用超 40 万元，明年将增种 100 亩。”
吊瓜基地负责人段周耀说，在当地党委、政
府的支持下，他有信心将产业做大，带动更
多群众增收。

近年来，盘信镇围绕县域“3＋N”主
导产业布局，结合优势资源抢抓机遇，创新

“民心党建+公司+合作社+农户”组织方式，
发展吊瓜、蛋鸡养殖等产业，壮大村级集体
经济，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据悉，该镇累计发展吊瓜 1000 余亩；
今年建成 60 万羽禽蛋养殖场，预计年产值
可达 1.4亿元，纯利润可达5000万元。

松桃盘信镇

种植吊瓜千余亩

近年来，玉屏自治县公安部门通过设置异地居民身份证通办窗口、
建设通办系统平台、安装通办设备等，实现了全国范围内居民身份证换
领、补领 （含川、渝两省市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 跨省通办。同时，全
面启动四川、重庆、贵州三省市户口迁移迁入地“一站式”办理工作，
实现所有户口迁移在三省市跨省通办。

跨省通办便利多
通讯员 胡攀学 彭红 摄影报道

↑ 户政员展示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登记表。

← 省外居民在办理居民身份证异地申领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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