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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单式培养 菜单式教学

黔南民族师院毕业生抢手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梁晓琳 通讯员 陈治松

3月 10日，走入福泉千亿级产业集
群园区，一个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火
热场面展现在记者眼前。

贵州胜威福全化工有限公司“钛-
磷-硫-铁-锂-钙-氟”全资源循环利用
耦合项目、宁德时代和比亚迪参股的贵
州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有限公司 30万
吨磷酸铁及 30 万吨磷酸铁锂项目、贵
州川恒化工有限公司 100 万吨磷酸铁
及 10 万吨磷酸铁锂 4 万吨六氟磷酸锂
项目、盛屯能源金属化学（贵州）有限公
司年产30万吨电池级硫酸镍和30万吨
电池级磷酸铁及 1万金属吨电池级钴产

品新能源材料项目、磷化集团 4万吨磷
酸铁及 1万吨六氟磷酸锂项目、中伟新
材料 20 万吨磷酸铁锂项目、胜威公司
30万吨钛白粉副产硫酸亚铁项目等正
夜以继日、加班加点建设。

按 福 泉 千 亿 级 产 业 园 区 发 展 规
划，到 2025 年园区需要大量各类人
才。作为千亿级产业园区“家门口”
的大学，黔南民族师范学院抓住时
机，迅速与福泉市政府、产业集群企
业签定战略协议，携手共建共管共享

“新能源材料现代产业学院”。学院按
企业需求与学校学生毕业数量状况，

分轻重缓急、短中长相结合，推进“定单
式培养、菜单式教学”，引企入教、引教
入园，培养高素质应用型、复合型、创新
型人才，并调整专业招生人数，为园区
骨干企业解决培养人才。

随着精细磷化工迅猛发展，黔南民
族师范学院坚持“一扎根、两服务”（扎
根民族地区、服务民族地方经济发展和
文化传承）的人才培养目标培养了一批

“接地气、服水土”的产业集群发展人
才。其中，“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成为
最好就业的 2个专业之一，人还没毕业
就被“抢定一空”。目前，贵州胜威福全

化工有限公司、贵州川恒化工有限公
司、贵州瓮福（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企
业，已招收黔南民族师范学院毕业生 81
人，最近又有 28 人即将入职贵州胜威
福全化工有限公司，一个 50人的“胜威
精英班”即将开班。贵州胜威福泉化工
有限公司董事长表示：“黔南民族师范
学院毕业学生务实、踏实、扎实，安心、
用心、诚心工作。我们非常满意。”

“学校培养方式与企业需求契合度
高，这让毕业生和企业均收益。”刚从黔
南民族师范学院毕业就入职贵州胜威
福全化工有限公司的方成润说。

3 月 11 日至 13 日，主题为“贵山花海·相约有你”的多彩贵州春季
赏花行暨“多彩贵州美如画”首届布依山歌大赛在贵定县举行。

活动期间，贵定县“金海雪山”景区举办“贵山花海·展销会”主题
推广活动、“贵山花海·逛集市”主题农旅活动、“贵山花海·踏春行”主
题体旅活动、“贵山花海·璀璨夜空”主题烟花展示等，八方宾朋相约在
美丽的瓮城河畔，同游贵山、共赏花海、齐品佳肴。

本报讯 （记者 陈庆 通讯员 廖
毓齐 李启铭）春回大地，万象更新。眼
下，平塘大地上智能化种植、养殖及机械
化生产的新景象越来越多……

在平塘县卡蒲毛南族乡新关村科技
大棚内，贵州农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马卫平演示用手机上的软件控制科
技大棚。

“这个科技大棚有检测温度、二氧
化碳浓度、湿度等因素的检测设备，通
过将设备数据接入互联网，我们可用手
机实现对大棚的一键化管理。”马卫平
说，这能以更科学地方式培养农作物，
保证丰产。

该基地计划建设现代农业科研蔬菜
示范基地 600亩，总投资 1000万元，已
流转土地 108 亩，完成投资 200 万元。
目前已建立 10亩智能化温室、30亩蔬菜
立体种植示范基地及现代化农业大棚
等，主要种植辣椒、西红柿、甜瓜等。

在塘边镇扎营坡精品水果数字化产
业示范基地，10 余名工人正在田间地头
测量、松土、挖坑，栽种800亩长叶香橙。

仅靠 10来名工作人员就能管理整个
示范基地，这得益于高新技术的加持。
该基地拥有先进的智能喷滴灌系统、阀
控系统、信息采集系统、监控系统、气
象系统等，物联网技术遥控农业生产，

让传统农业长了一个“智慧大脑”，土
壤、温度、湿度、气象等信息数据平台
一清二楚。这为精品水果的产量、品质
提供了坚强保障。

“塘边镇率先尝试发展精品水果数
字化基地，促使传统农业向智慧农业转
变，为水果产业发展保驾护航。”塘边
镇党委副书记王道顺说。

2020年底，塘边镇依托广东省帮扶契
机，通过招商引资引进贵州瑞雪尚品农业
有限公司和平塘县腾禾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在扎营坡建设精品水果数字化产业示
范基地。经过 1 年的建设，已完成投资
2200 万元，共完成桃子、鸡尾葡萄柚、枇

杷、粑粑柑、蜂糖李等 7个品种 2200亩水
果种植。今年基地又扩建800亩。

在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平塘县
农业农村局充分发挥农机购置补贴“杠
杆效应”，全力推动农业机械化发展。
2021年，农机购置补贴资金 25 万余元，
补贴机具 209 台，受益农户 184 户，农
机装备助力农业现代化跑出“加速度”。

“ 聚 焦 农 业 现 代 化 ， 持 续 精 准 发
力，通过实施粮油单产提升、基础设施
提升、农产品加工提升、品牌创建提
升、示范引领提升五大提升行动，不断
推动平塘县农业产业迈上新台阶。”平
塘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徐光跃说。

平塘 科技加持农业更智慧
本报讯 （记者 莫宇 通讯员 韦宗斌） 3 月 8

日，在独山县影山镇桑麻村折耳根种植基地，20余名村
民正拿着农具起垄、播种、施肥、覆土，大家分工协
作，现场一派繁忙。

“折耳根学名蕺菜，又称鱼腥草，全株入药，嫩根茎可
食，常作蔬菜或调味品，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桑麻村党
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罗维坤说，折耳根的种植方式易掌握，
且产量高、效益好，三月份种下，十月份就能采收上市。

2022 年，该村以产业发展为契机，坚持“市场所
需、本地适宜”发展原则，结合当地自然条件，因地制
宜大力发展折耳根种植，在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同时，带
动周边村民就地务工增收。

“趁着农闲，我们来到基地上班，一天能有 100元收
入，够补贴家用。”村民孟锦凤一边说，一边娴熟地把折
耳根苗播撒到地垄上。

据悉，背靠“大树”是该村种植折耳根的底气。今
年，桑麻村共发展种植折耳根 15 亩，预计产出 8 万斤左
右，将以保底价每斤3元的价格销售给当地食品加工龙头
企业贵州黔旺风味食品有限公司，实现产销精准对接，
带动群众通过产业发展稳定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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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杨鸿新 通 讯
员 王殷富 李荣发）3 月 10 日，三都
自治县茶叶交易市场开市暨都匀毛尖
茶实物标准样制作启动仪式在三都大
河镇举行。

当天清晨 6 点，三都大河镇茶市
便热闹起来；9点，三都茶叶交易市场
正式开市。茶叶交易市场开市，架起
茶农和茶商、茶叶生产和消费的桥
梁，解决了以往茶农有产量无市场的
问题，给茶商和农户带来极大便利和
实惠。同时也标志着当地正式进入春
茶采摘和销售旺季。

开市当天销售白茶1400公斤左右、毛
尖茶200公斤左右，销售额53.6万元。目
前，三都茶叶种植面积10.84万亩，开采面
积10.2万亩，涉茶农户2.1万户8.4万人。近
期随着气温逐渐升高，三都2022年春茶于
3月中旬全面开采。

开市仪式结束后，在大河镇创业
园区举行都匀毛尖茶实物标准样制作
启动仪式。据了解，都匀毛尖茶实物
标准样制作进一步规范产品加工、统
一产品质量，为茶叶加工企业和消费
者提供实物参考标准，推动都匀毛尖
茶标准高质量发展。

三都

茶叶交易市场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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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黎庆贤 班
方智 史传鸿） 3月 8日，随着气温逐
渐回暖，罗甸县木引镇云堡村万源樱
桃种植基地，樱桃花正迎春绽放，吸
引不少游客及摄影爱好者拍照打卡。

樱桃花能在这片曾是荒坡的土地
上绽放，成为村民致富产业，离不开
基地负责人杨昌兴近 10年的探索。

2012 年，还在广东跑业务的杨昌
兴，年薪已达 8 万元。看着业内前辈
纷纷返乡创业，不时传来的成功消
息，让杨昌兴坐不住了。怀揣创业的
梦想与激情，杨昌兴通过实地考察学
习、网上自学种植技术，于 2012 年底
回到云堡村种植樱桃。

“2012年以前，木引镇水果产业一
片空白。我认真调研后，发现樱桃适
合在当地种植发展。”杨昌兴说。在对
各个品种的樱桃进行试种后，他选择
了果实鲜艳、营养丰富、耐运输等红

玛瑙甜樱桃，并逐步扩大种植规模。
渐渐地，村里村外的群众都来向他请
教。

云保村龙滩寨村民黄元海跟杨昌
兴学习樱桃种植技术后，种植樱桃 80
多亩，现年收入有20多万元左右。

一人富不算富。一心想为家乡谋
发展的杨昌兴还联合 34名党员成立罗
甸县木引镇水井村绿源生态园种植养
殖专业合作社，主要发展木引特色种
植养殖业。在杨昌兴带动下，水井村
现有 15 户脱贫户共种植樱桃 200 亩，
户均增收2万元至3万元。

“通过‘政府主导+大户带动’的组
织方式，目前木引镇共种植樱桃 1300
亩，主要销往贵阳、安顺等地，季节性带
动周边群众务工就业 2600余人次。”木
引镇宣传委员、统战委员蒙环说，樱桃
种植已成为木引镇农业产业化强镇的
一大支柱产业。

罗甸木引镇

千亩樱桃树绽放致富希望

本报讯 （记者 陈杨） 3月 7日，
惠水县岗度镇石烧村羊肚菌种植项目基
地里，务工群众正开始采首批收羊肚菌。

为壮大村集体经济和增加群众收
入，去年 10 月，石烧村以公司+合作社+
农户的组织方式引进羊肚菌种植项目，
项目建设 425个种植大棚，种植面积达
155亩，涉及 123家农户土地。

“羊肚菌是一种可与水稻衔接种植

的经济作物，基地从去年 10 月开始栽
种，今年 3月就可采摘销售。基地羊肚
菌出菌整齐，长势良好，亩产量达 500
斤左右，预计 3月底采收完毕。”项目负
责人秦智洲说。

羊肚菌种植基地目前共有采摘人
员 30余人，每人每天按小时计费，有效
带动当地村民基地务工、流转土地及种
植增收。

惠水石烧村

羊肚菌抢“鲜”上市

本报讯 （记 者 莫宇 通 讯
员 向霞） 3月 11日，黔南州绿化委员
会办公室组织党员干部职工及都匀市
第六完全小学师生 200 余人，到贵州
青云湖国家森林公园开展义务植树宣
传服务及林木抚育管护活动，创新形
式履行植树义务。

活动现场，州绿委办人员详细解

读 《贵州省义务植树条例》《全民义务
植树尽责形式管理办法》，引导广大群
众正确认识义务植树的意义，了解义
务植树尽责形式，树立起植绿、爱
绿、护绿意识；宣读“贵州省 2022年
义务植树倡议书”，并发放义务植树宣
传册 200 余份，号召大家自觉参与国
土绿化，持之以恒履行植树义务，共

同建设靓彩美丽家园。
随后，机关、企业、社区的党员

干部职工们在州林业局技术人员指导
下，走进青云湖森林公园周边的樱
花、紫薇林中，开始了林木抚育管护
活动。小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把
叔叔阿姨割下来的杂草抱到指定地
点，争做绿色小卫士。

2014年 3月 1日 《贵州省义务植树
条例》颁布实施以来，黔南州大力推进
义务植树，州“四家班子”领导带头，
全州各族干部群众积极响应，连年开展
春节节后上班第一天省、州、县、乡、
村五级干部职工义务植树活动，实现
省、州、县、乡、村五级义务植树同频
共振。同时，全州推行“互联网+全民
义务植树”，不断创新尽责形式，提高
人民群众参与度。据统计，2015 年以
来，全州累计义务植树约 6000 万株，
参与人次达1960万，全州森林覆盖率达
66%，村庄绿化覆盖率达47.96%。

黔南 提高全民义务植树参与度

本报讯 （通讯员 曾妮 王雯
喜） 近日，瓮安县猴场镇金竹村粤港澳
大湾区蔬菜保供基地迎来丰收。基地里
葱、娃娃菜、香菜、莴笋等蔬菜长势喜
人，务工群众抢抓好天气，采摘蔬菜后
装车运往各大市场销售。

金竹村粤港澳大湾区蔬菜保供基
地由广州市提供对口帮扶资金 500 万
元援建，于 2020 年 3 月开始建设，建设

加工、分捡、包装“一条龙”车间及相关
配套设施。基地占地 680 余亩，有大棚
300 个。该项目建设以来，金竹村全村
2269 户 8790 人受益，其中脱贫户 450
户 1819人，带动金竹村就业约 150余人，
辐射周边灵活就业350余人。

基地蔬菜以自产自销模式，主要销
往广州、深圳及贵阳、遵义、都匀等周边
城市。

瓮安

黔粤协作带动群众灵活就业

贵山花海 与您相约
文/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虞思滔 梁晓琳

本报讯 （通讯员 黄青青 张
俐） 3月 11日，2022年龙里县冠山街道
易地搬迁劳动力专场招聘会在奋进社
区举办。此次招聘会是今年来在奋进
社区举办的第二场专场招聘会，岗位类
别达 100多种。

当天，贵州智能云服装制造有限公
司咨询的群众人数最多，奋进社区党员
干部和志愿者立即趁热打铁，带领 20
多名有就业意愿的搬迁群众到公司现
场面试。

贵州智能云服装制造有限公司是奋
进社区“就业车间”引进的第一家企业，今
年3月7日正式招工，主要负责服装生产
加工。车间通过弹性工作管理方法，在保

底工资每月1800元基础上，采取计件发放
工资。“就业车间”建立以来，共带动奋进社
区100余名搬迁群众就业增收。

厂房参观完毕，现场 15名求职群众
表示要立刻去面试上班。

“工作环境好、离家近，工作多劳多
得，还可以学技术。我刚刚面试通过
了，现在也是有工作的人了。”搬迁群众
罗冬生说。

“前几天我们还在社区里召开院坝
会，想着如何解决 40 岁和 50 岁人员就
业问题。随着就业车间企业逐渐引进，
可以解决一批。下一步，社区讨论劳务
队组建解决一批、其他产业再解决一
批。”奋进社区党支部书记朱秋月说。

龙里冠山街道

就业车间受欢迎

① “金海雪山”景区。
通讯员 赵磊 摄

② 游客乘着滑翔伞一
览“金海”美景。

通讯员 张韦 摄

③ 游客在“金海雪山”
景区骑行。

通讯员 向忆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