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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记 者 刘 煜 妤） 4 月 19
日，碧江高新区，贵州同德药业二期厂房
建设现场，挖机、塔吊机、运输车等施工
机械来回穿梭，数十名工人正抢抓工期赶
进度，厂房内正在安装、调试相关设备。

同德药业于 2013年落户碧江高新区，是
中药种植及推广、中药饮片加工及销售、保健
用品生产及销售为一体的综合型生产企业，
可生产 200 多个品种的中药饮片，年产能可
达 2500吨、产值可达 4亿元。据相关负责人
介绍，按照当前速度，厂房 6 月便可投产，产
量将增加3000吨，产值将增加5亿元。

“公司从落户到生产，再到扩产，离不开
碧江高新区的服务和良好的营商环境。”贵州
同德药业人事部经理卢文婧告诉记者，去年
该企业为了扩大产能，提交了修规方案，按照
以往的审批制度，至少要两三个月才能办结，
但在各个部门的协调下，这次一个月以内就
办结。

碧江高新区在协助企业扩大生产规模的
同时，也协助企业走出去。去年，同德药业在
安徽、甘肃两地还建立了两座中药饮品粗加
工厂房。

去年，碧江新增一鸣科技等 3家高企，累
计达到 17 家，并推动园区内金瑞新材料、威
顿化工 2家企业获得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
称号。今年以来，碧江区谋划出台《碧江区支
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十二条措施》，并着力
引进一批优强企业和优质项目，做大做强实
体经济，注入高质量发展强劲动力。

此外，碧江高新区切实减轻企业税费负
担，加大金融信贷支持力度，全力做好重要原
材料和初级产品保供稳价的同时，在招商政
策兑现、一事一议、产业项目奖励、企业入规
入统等 11个方面提出举措，提振企业投资信
心，优化投资环境，分批兑现招商引资政策。

碧江高新区

提升营商服务效能

依托自身生态和资源禀赋，近年来，铜仁市在乡村产业、人居环境、乡风文明、乡村治理等方面不断发力，大力推进特色产业集群发展、提升
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等主要工作的同时，通过高质量实施农村集体经济振兴行动、实施特色田园乡村·乡村振兴集成示范试点建设、积极拓展农业农
村大数据应用场景、深入推进实施“三变”改革等措施，全力建好富裕农村、宜居农村、智慧农村、活力农村“四个农村”，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
化高质量发展，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桃源铜仁：种下产业 长出风景 卖出金银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杨聪 葛永智 梁瀚泽

4月 22日，印江自治县沙子坡
镇韩家村，火红的红枫种植基地
里，李海松手持自拍杆，面对手机
镜头向网友发出邀请：“走在韩家
村，如在画中行。真诚欢迎大家来
韩家村感受美、享受美……”

作为韩家村的驻村干部、村集
体经济领创人，李海松经常通过短
视频、直播等形式，在微信朋友圈、
抖音等平台，宣传展示韩家村。

“十多年前，村民都不敢把客人
往家里请。”李海松说，“那时村里到
处是‘脏乱差黑臭’的景象，不仅群
众生活苦，而且居住环境差，都怕客
人看笑话。”

生活苦、环境差，归根结底是因
生态恶化所致。由于长期过度砍
伐，山上没有树，到处是光秃秃的一
片。

李海松用“黑白灰”形象地总结
过去的韩家村：那时主要以草木为
燃料，家家房屋里都被烟熏得黑油
油的，人人头上身上都灰蒙蒙的，而
且由于海拔高，村寨经常笼罩着白
茫茫的大雾，真的是“走出黑屋子，
带着一身灰，眼前一片白。”

改变“黑白灰”，要先让生态美
起来。2017 年，韩家村采取“支部+
公司+合作社+农户”的组织方式，将
苗木代种作为全村的长效支柱产
业。全村 200余亩荒坡荒地种上了
海棠、红枫、桂花等观赏树种，同时
还发展生态茶叶、黄精、生态养殖等
产业。

“种下去是产业，长出来是风
景，卖出去是金银。”李海松自信地
说，“风景得看了，钱也得赚了，去年
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 36.98万元，村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2万元。”
同时，该村大力推动乡村美

化、绿化、亮化、产业景观化等，
让村庄建设与生态产业融合发展，
描绘出一幅“村中有景、景中是
村，人在村中走、宛若画中游”的
美丽新画卷，昔日“黑白灰”真正
变成“富美和”。

韩家村还紧扣“四改一化一维”
改善群众人居环境，并推行全民积
分制管理，引导村民爱护生活环境，
实现垃圾入桶，污水入池，臭气不
存，蚊蝇消失。

“下一步，我们将全力推进特色
田园乡村建设，持续巩固党员标准
管控体系和全民积分制管理成果，
建强基层堡垒，凝聚各方力量，真正
让韩家村因美而富、因美而乐、因美
而兴。”李海松说。

韩家村：从“黑白灰”变“富美和”

暮春的清晨，太阳缓缓升起，微
风轻轻吹过瓮阳村千亩黄桃林，家
住桃林中的村民杨宗开起了个大
早，在房前屋后来回转悠，不时清理
一两棵挂着密集幼果的黄桃树。

“果实大小均匀，今年又是一个
丰收年。”杨宗开高兴地说，过去做
梦也想不到，村里会变成“一季赏
花，四季采果”的美丽村庄。

瓮阳村位于玉屏自治县皂角坪
街道，距离县城 8公里，整个村子被
群山环抱，一条清澈的河流从村前缓
缓流过。村党支部书记姚沅昌感慨，
以前这些山却让村民吃尽了“苦头”。

由于历史、自然等条件限制，瓮
阳 村 发 展 很 慢 ，曾 是“ 二 类 贫 困
村”。“传统农业种植的收入一年不
如一年，村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
到城里找活计去了。”杨宗开说。

2016 年，玉屏围绕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理念，深入推进农村产
业发展，整合资源调整产业结构，在

县内大力推广黄桃等精品水果种
植，发挥山地资源优势促进群众脱
贫致富。

“脱贫不能‘等靠要’，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有了好政策，就要使
劲往前冲。”当时是瓮阳村村委会副
主任的姚沅昌抓住县里产业发展机
遇，号召大家流转土地，成立村集体
合作社规模种植黄桃。

“村里以前也有种零散桃树的，
但黄桃可以作为特色产业规模发展
吗？”“种粮食还可以糊口，果树可不
一定赚钱。”群众一句句反对的话语
让推行黄桃规模种植没有那么顺
利。

“只种粮食难以振兴家乡，要融
入全县发展格局，才是长久之计。
咱们不能只顾眼前利益，忘了子孙
后代的未来。”姚沅昌带领党员干部
挨家挨户劝说，阐明利弊。

2017 年短短两个月，姚沅昌召
集村民开了 6 次村民代表大会，认

真倾听群众的意见建议，并邀请黄
桃种植大户分析产出和收入。村民
顾虑打消后，村里 1000亩黄桃种植
得以顺利实施。

有了产业基础，瓮阳村的年轻
人慢慢回流。很快，村里的油桃、蟠
桃、樱桃、冬桃等产业一一崛起。果
树成林，幢幢洋房掩映其中，围绕

“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的
发展理念，瓮阳村打造“一季赏花，
四季采果”田园综合体的村庄定位
提上日程。

“产业发展了，大家都获益。”种
了大半辈子土地的杨宗开以每亩
1000 元的价格流转了 6 亩土地，每
年到合作社务工还收入 1万多元。

如今，瓮阳村以黄桃为主的精
品水果种植面积达到 1800亩，同时
还因地制宜发展了草莓采摘、休闲
垂钓、生态农庄等农旅融合项目。
去年，村里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7万
元。

瓮阳村：一季赏花四季采果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暮
春三月，走进沿河自治县晓景乡七
三村，白墙灰瓦的农家小院掩映在
郁郁葱葱的绿树间，几只燕子掠过
潺潺流淌的河面，春风吹拂，水波
兴起，好一幅乡村美景。

七三村周边有七座山峰，三大
块良田好土，取名七三坝，后改为
七三村。

“记者同志，你来早了哦，要
是夏天来，保证你舍不得离开。”
七三村党支部书记陈洪伟说。

一幅照片里记者看到了盛夏的
七三村：满池荷叶重重叠叠，荷花
亭亭玉立迎风摇曳，鱼儿在水中嬉
戏。慕名而来的摄影爱好者和游人
站满了荷塘周边一条条蜿蜒的田
埂。

驻 村 干 部 王 聪 说 ：“ 每 到 夏
天，我们村特别热闹，画家的笔
触，摄影家的镜头，美食家的味
蕾，游客的‘打卡’，产业的蓬勃
发展完美的叠加，构成一曲田园交
响乐。”

“泥巴路变成了硬化路，以前
‘晴天土、雨天泥’的历史一去不
复返了。”村民冉启英说，“党和政
府的政策好，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
安逸。”

除了让环境变美，七三村还发
动农户在山上种植中药材 70 亩，
其 中 种 植 金 银 花 50 亩 、 黄 精 20
亩，预计产值 40 余万元；种植辣
椒 60 亩，产值 17 万元；种植优质
烤烟 185 亩，产值 77.7 万元；在山
下发展莲藕、养鱼产业 50 亩，产

值20万元……
与此同时，七三村不断夯实基

础设施，实施室内外及房前屋后硬
化，建设农民文化综合广场、设施
完备的村卫生室、功能齐全的村级
文化活动室。

2021年 8月，七三村被贵州省
列为第一批省级特色田园乡村·乡
村振兴集成示范试点。

“我们将利用现有生态资源优
势，结合村里的荷花池、碉楼、土
家族狮子舞、花灯等特色，把握发
展趋势，落实规划要求，把七三村
打造成看得见山水，留得住乡愁的
特色田园乡村，实现农旅一体化发
展，让乡亲们致富增收，生活更上
一层楼。”七三村驻村第一书记赵
毅说。

七三村：好一曲田园交响乐

校企共建“蓄才池”浇灌高新产业花
本报讯 （记者 江佳佳）近日，记

者从铜仁学院获悉，该校将派出 5名以上
博士专家到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与公司研发人员联合攻克新型功能材料
产业关键技术难题，推动公司锂电池、四
氧化三钴等高新产业再上新台阶。

位于贵州大龙经济开发区的中伟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锂
电池前驱体正极材料和循环材料研发、
生产、服务的全球化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所生产的锂电池三元前驱体材料出货量
稳居全球第一。

前年，该公司成为铜仁市首家上市
企业，正以研发创新高镍低钴化三元前
驱体、高电压四氧化三钴等高新材料为
核心，全力投建大龙经济开发区的产业

基地项目。然而，公司负责人感慨：“作
为武陵山区的一个新兴企业，引才难，留
才更难。”

“缺才的企业可不止中伟公司。”铜
仁市政协副主席、市科技局局长赵震洋
说，近年来，铜仁市在加速新型工业化进
程中，着力围绕新材料、节能环保、电子
信息、健康医药、现代农业等主导产业，
已培育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企业超 700
家。随着各类企业数量增加、规模扩大，
科技人才缺口问题日渐凸显。

一边是企业求贤若渴、贤才不来，一
边却是高校群英荟萃、难显身手。赵震
洋说，多数博士、硕士仍向往“铁饭碗”，
仅铜仁学院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数量就
达 182人。但高校僧多粥少，博士们缺少

科研创新和成果转化的机会。
面对人才供需失衡，铜仁市在加快

科技人才队伍和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
同时，着力打破行政体制、编制的桎梏，
改变人才培养观、就业观，不断探索“以
产定教”“产教融合”“政产学研用互动”
的校企合作新模式，让高校“人才血液”
流入企业“毛细血管”，让企业“实战平
台”反哺高校“人才培育”，实现人才活
水服务高质量发展。

3月 7日，铜仁学院与中伟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鼓励学院高
端人才在教学之余率团队参与企业高新
材料研发，为铜仁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
支撑；企业不但为高校专家提供实战平
台，还保障团队科研经费、向团队发放项

目绩效奖励，让高校专家既端“铁饭碗”
又端“金饭碗”。

铜仁学院副院长石维说，不断深化
校企协同创新、合作共赢的人才引用模
式，“十四五”期间，学院还将与中伟公司
携手申创锰系新型功能材料重点实验
室、工程中心等，增强铜仁新型功能材料
产业核心竞争力；共建铜仁学院锰系新
型功能材料研究所，为企业订单式培养
科技人才。

乘新国发 2 号文件东风，铜仁市正
打破事业编制、企业人员身份限制，畅
通人才流动渠道，细化科技成果权益分
配制度、科技成果转化考核评价体系
等，推进校企共建共享的“蓄才池”浇艳
更多高新产业花。

印江自治县沙子坡镇韩家村一角。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杨聪 摄

玉屏自治县皂角坪街道瓮阳村黄桃基地。 通讯员 欧秀灯 摄

沿河自治县晓景乡七三村。 通讯员 王聪 摄

本报讯 （记者 陈阳 通讯员 田慧
芳） 春日，走进松桃自治县长兴堡镇中坝村
肉牛养殖大棚，一头头牛茁壮成长，棚外，
柑橘园和猕猴桃园的果树迎风而动、郁郁葱
葱。

中坝村有 5 个村民组 202 户 888 人。近
年来，中坝村结合实际，利用自然资源和农
业种植养殖基础，因地制宜创新肉牛养殖模
式，探索产业振兴新路子。该村党支部书记
蒋佳静说：“党建引领有方法，产业振兴信
心足。”

该村以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为抓手，多
次实地调研和外出学习考察，组织村组干
部、群众代表座谈交流，多方面听取意见和
建议，讨论研究中坝村产业发展方向。

“按照‘党支部＋村集体经济合作社＋
农户入股’的组织方式养殖肉牛，以党支部
领办合作社，村‘两委’、党员、入党积极
分子带头入股，鼓励群众参与入股。”蒋佳
静介绍，围绕既定的思路和方向，中坝党支
部将村里闲置的鹅养殖大棚改造成牛棚，为
发展肉牛养殖产业建好基础设施，并学习肉
牛养殖技术，到牛犊贩卖交易场实地考察、
选购牛犊。

在镇政府的帮助下，通过村集体经济合
作社贷款 30 万元入股，并由村党支部书
记、党支部副书记、统计员、3名农户各自
入股5万元，共筹得启动资金60万元。

该村养殖场由村党支部书记负总责，主
要负责统筹协调养殖场的全面工作，村统计
员负责资金管理，聘请专职工人负责肉牛的
日常饲养、粪便处理，用于村里 500亩柑橘
园和 100多亩猕猴桃园施肥。

“目前，32头肉牛已归圈，每头牛平均
300公斤，预计年底出栏每头牛增重 400公
斤，收入净收益 20 万元左右。按照村集体
经济占比55%，入股农户共计占比45%的固
定利润进行分红，村集体经济合作社预计收
入 11 万元。”蒋佳静说，该模式是首次推
进，下一步将扩大养殖规模，鼓励更多农户
加入。

松桃中坝村

创新肉牛养殖模式

本报讯 （记者 蔡茜） 近日，记者来到印江自治县电
商云仓智慧集配中心，只见货架上，茶叶、香菇、粉制品等印
江特色产品琳琅满目。

前不久，印江宏源茶业公司生产加工的一批春茶运进该
县电商云仓，通过线上电商平台销售到了全国各地。该县电
商云仓负责人杨康告诉记者，今年春茶上市走俏，目前上市
的梵净山红茶、梵净山翠峰茶等深受各地顾客青睐。

“电商云仓与印江自治县县内80余个生产基地（村）签订
了销售协议发展订单农业，本地土特产通过电商平台走出大
山，有效解决了农产品销售难题。”杨康说。

据了解，印江在全县 17个乡镇（街道）行政村建设 160个
“电商驿站”，由第三方服务企业组织社会闲散车辆，建设村
级“电商驿站直通车”，以电商驿站为配送节点，规划8条快递
物流配送路线实现全县 365个行政村全覆盖，每条线路形成
一条闭合路线，实现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中心和电商服务站
无缝对接。

搭上“电商驿站”的便车，印江不少农户尝到了“触网”甜
头。去年，该县中兴街道果农田如飞通过电商平台销售水果
10万多公斤，获利 60多万元。今年水果未熟，就已被县内的
几家电商平台全部预定。据统计，今年一季度，印江电商网
络零售额 4669 万元，同比增长 20%，其中农产品 3415 万元，
同比增长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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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美】

【生态美】

【生产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