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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高艳
飞）“去年，亚太中心 203
家入驻企业共计创造税收
2.57亿元；富中国际广场 68
家入驻企业创造税收也过亿
元……”南明区楼宇经济促
进中心副主任高峰介绍，在
南明区，一栋栋现代化商务
楼宇不仅仅是一条条令人赏
心悦目的城市天际线，更是
一条条关乎区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经济线。

作为省会城市的核心区
之一，人口密度高、土地资
源有限的南明区如何让“有
限”的空间得到“无限”的
发展？

2020年 5月，南明区在
区域内成立贵州省首家楼宇
经济发展专管机构楼宇经济
促进中心，开启发展楼宇经
济 新 征 程 。 同 年 12 月 18
日，发起成立贵阳楼宇经济
促进会，旨在加强行业企业
协同合作，激发楼宇载体活
力、加速楼宇经济发展。

自 2020 年以来，南明
区积极与楼宇经济发达城市
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加强与
楼宇经济发展先进区域的交
流与合作；参照楼宇经济发
达地区建立楼宇经济专家库
的管理办法，结合南明区实
际，拟定 《南明区楼宇经济专家库管理制度》，积
极牵头制定 《南明区促进楼宇经济发展的扶持政
策》，激发企业积极性和活力……用实际行动让楼
宇经济成为引领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现在，南明区建成投入使用商务楼宇 96 栋，
总建筑面积 437.3 万平方米，在建楼宇项目 14 栋，
总建筑面积 126.12 万平方米，已入驻企业 7605 余
家，带动就业 8.2万余人。其中，税收首次过亿的
商务楼宇 15 栋，以亚太中心为核心的 10 亿级产业
大楼正在形成。

“目前，南明区楼宇产业集中在商贸业、住宿
业 （公寓）、建筑业、电子信息业，突出特点表现
为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占主导，新兴产业如电
子信息业、高新技术产业、金融服务产业发展态势
较好。”高峰说，接下来，南明区将加速形成“一
楼一特色，一楼一产业”的楼宇经济产业格局，助
力南明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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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区

：
一栋楼串起一条产业线

本报讯 （通讯员 陈贝贝） 今年，为答好
“强省会”经济发展“必答题”，云岩区狠抓工业强
区、投资消费、市场主体、旅游市场发展。

车间内机声隆隆，生产线飞速运转……云岩区
协同创新工业集中发展区的贵州微芯科技有限公司
厂房里，工人们正赶制订单；云岩区三马工业集中
发展区二期项目现场，90 余名工人正在施工作
业，挖掘机、塔吊等设备高速运转……

一个个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折射出云岩工业
发展强劲势头。今年，围绕做大工业经济总量、做
优工业经济结构、做强工业经济载体，云岩区力争
实现工业总产值达320亿元以上。

消费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春节期间，云岩
区集结百余户各行业优质商家共同发起“文昌云
岩·良知行·国风坊市”打卡促销惠民活动，吸引
近万人参与。

市场主体既是市场环境的晴雨表，也是经济活
力的风向标。今年截至 4月 10日，云岩区新增市场
主体 6824户，现存市场主体 11.5万余户。同时，围绕
做优“云岩服务”、做强“云岩效率”、做实“云岩诚
信”，云岩区用优质营商环境吸引企业引进来、留得
住、发展好。

做大市场主体总量，做优市场主体服务。云岩
区正狠抓总部企业培育壮大、小微企业上规升级、
本土企业做大做强，努力营造大企业顶天立地、小
企业铺天盖地、“专精特新”创新型企业快速涌现
的良好格局。

坚定不移强旅游。去年，云岩区接待旅游总人
数约 2531.05 万人次。区文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接下来，将围绕打造“全省旅游中转集散地、旅游
消费目的地、文旅产业集聚地和都市旅游特色品
牌”三地一品牌的目标定位，大力实施“旅游市场
主体培育、旅游业态升级、旅游服务质量提升、旅
游项目攻坚”四大行动，擦亮“爽爽贵阳·文昌云
岩”城市品牌。

云岩

四个狠抓
助力区域经济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 胡廷富） 4月 22日，花溪
区委宣传部举办“书香花溪·畅享阅读”读书分享
会。来自团区委、区教育局、区住建局、区总工会
的“图书推介官”轮流分享好书好句，与大家进行
交流，共同品味书香。

此次活动旨在激发广大干部职工学习热情，提
升道德文化素养，鼓励大家养成终身学习和毕生阅
读的习惯，切实推进“强学习、提能力、转作风，
争当‘五型干部’”活动落地见效。

花溪

举办读书分享会

乌当区陇脚村森林覆盖率达 80%以上；白云区靛山村种下“软黄金”，生活有奔头；青山遮不住，一片浓绿中，观山湖
区翁井村一排排民居在蓝天白云映照下别具民族风情……爽爽贵阳正努力为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营造天蓝地净、水秀山清
的生活图景，生态美、生产美、生活美融合勾勒最美画卷，让其拥有丰富的内涵和永续发展的基础。

青山遮不住，一片浓绿中，一排排苗族
风格居民房整齐排列，在蓝天白云映照下别
具风情。这里是观山湖区金华镇翁井村。

村民张家荣的房子去年完成升级改造，
粉刷墙面、整改厕所、接通自来水……说起
如今美好生活，张家荣满心欢喜：“过去住木
房子时，哪想过会住上这么漂亮的二层小
楼。”

翁井村总面积 8 平方公里，区位优势和
交通优势明显，但生活环境并不如人意。

“那时候，房屋简陋，年久失修，下雨
天，屋顶漏雨。”张家荣说，然而只用几年时

间，翁井村就大变样。
2019年，翁井村开始实施农村房屋改造。

“开始，村党支部党员干部挨家挨户宣讲
政策，但村民不理解。”翁井村党支部书记黄
金林说，尽管如此，党员干部仍然坚持摆事
实、讲道理，直到村民接受、同意。

有了村党支部这个“主心骨”，房屋改造
如火如荼。目前，翁井村完成一、二、四、
五村民组和 12栋苗族风格房屋改造，今年将
完成 172栋农房改造，做到全村覆盖。

不仅仅是住房，翁井村还在公共基础设
施建设上发力，新建 3个文化广场、3个污水

处理站、停车位 200 余个，组组通道路通向
家门口；在管理上，探索“三转、四股、五
红利”模式，乡风文明建设不断提升。

生活环境美了，思想观念变了，还要
让群众腰包鼓。在村党支部带领下，翁井
村 9 个村民组成立 9 支先锋队开垦草莓基
地，这也是翁井村首个规模性农业产业，
带动 200 余户村民以入股形式参与，实现稳
定增收。

“这几年，围绕农旅观光一体，村里形成
莲藕生态园、草莓公社、李子大队、杨梅园等
为主的花果蔬产业带，实现全村675户2300余
人全覆盖。同时，建设乡村民宿、农家乐及露
营场地，引进星空酒店、西江传说餐饮，为村
民就地就近实现旅游增收搭建平台，村民努力
追求着自己的美好生活。去年，人均收入达1.6
万元。”黄金林说。

【生活美】

翁井村：二层小楼全村覆盖

暖风和煦，树影摇曳，行走在乌当区新
堡布依族乡陇脚村，潺潺水声、阵阵花香令
人沉醉。

坐落于香纸沟景区内的陇脚村依山傍
水、翠竹丛生，森林覆盖率 80%以上，是少
有的城市近郊天然“氧吧”。

“村里地表有马脚冲、锅底箐山谷二溪汇
流到白水河，水资源丰富，水质清澈无污
染。”陇脚村党支部书记朱启荣告诉记者，坐
拥良好的生态环境，陇脚村很早便吃上“旅
游饭”，去年，还入选贵州第三批省级乡村旅
游重点村。

美景吸引游客，游客带来消费。陇脚村
党员经营户胡宗亮 20 年前就做起农家乐生
意。幽雅舒适的庭院，门前清澈的白水河，

让他开办的农家乐吸引大量游客，年收入保
持20万元以上。

“乡村有人才，才能振兴。我们将党员
‘三先原则、四员职责、年度星级’印制成标
牌，悬挂到党员家门上，激发先锋模范作用
发挥。把有专业技能的‘土专家’，有门路的

‘致富带头人’等能人发展为党员；又把党员
培育成能人，两支队伍双向流动、相互促
进。”朱启荣介绍，陇脚村现有 32 名党员，
其中很多是致富能手，这支队伍在乡村振兴
中发挥着中坚力量。

陇脚村水东香纸艺术博物馆里，纸张通
过选料、淋浆、绘画、雕刻磨光、晾干等一
系列古法造纸工序制作而成，一件件纸浆雕
塑纹理清晰、线条流畅，是集雕刻、绘画为

一体的文化艺术精品。
“陇脚村古法造纸技艺传承 600 多年，结

合乡村旅游，我们把香纸沟特有的山、水、石、
林、洞、瀑布、峡谷、文化古籍、民俗风情、村庄
民居、星空大地都呈现到一张张纸上，制作成
纸浆压花画和书本画册、台灯、灯笼、油纸伞等
文创产品，土法造纸术研学逐渐开展起来。”朱
启荣说，特别是暑假期间，很多家庭和研学团
队到陇脚村感受古法造纸的魅力，夏季旅游高
峰期每天人流量达5000余人。

“陇脚村还与周边村成立联村党委、联
村合作总社，把美韵渡寨、福韵王岗、古
韵陇脚精品旅游示范带、原生态农产品供
应基地、农家乐的‘庖汤’与枫叶谷温泉
的 ‘ 泡 汤 ’ 食 宿 一 体 化 休 闲 基 地 三 者 融
合，形成集‘食、住、行、游、购、娱’
为一体的产业链。”朱启荣说，在“支部
联建、队伍联育、活动联抓、共建联管”
模式下，陇脚村的绿水青山正转变为金山
银山。

【生态美】

陇脚村：城市近郊天然氧吧

白云区沙文镇靛山村林下食用菌种植基
地内羊肚菌均匀分布、点缀垄上，4 月 21
日，村民采摘羊肚菌忙得不亦乐乎，鲜嫩肥
厚的羊肚菌装满一筐又一筐……

“羊肚菌上棕下白、形似羊肚而得名，是
一种珍稀食用菌品种，有着‘软黄金’的美誉，
在市场上很‘吃香’。”靛山村党支部书记董正
邦介绍，今年，村里共种植食用菌 1300亩，品种
包括羊肚菌、冬荪、红托竹荪等，以“支部+公
司+合作社+农户”的组织方式，村集体以土
地入股，按净利润的 10%分红。

靛山村平均海拔 1300米，地处偏远。20

年前，处处皆有采矿痕迹；随着矿山逐渐关
闭，村里与扎佐林场联营干起林场生意。“但
因水电路设施不全，发展不见起色。”董正邦
说，直到打响脱贫攻坚战，被埋没在山林间
的小山村才变了样。

房屋立面改造、污水处理厂、村里文化
广场等美丽乡村建设项目相继建成，9.6公里
的柏油路从镇里延伸至村，1.6公里组组通道
路顺利完成，劳动生产方便了、村前屋后干
净了、村容村貌变美了。

这些改变让董正邦又燃干劲，从多次对
外学习考察中引进贵阳金川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贵州金黔菌业有限公司。“由公司负责技
术指导及管理运营，并按市场价回收销售，
村民们还可以到基地务工，每天务工费 150
元。”董正邦说，有 60 余名村民在基地找到
工作，村集体经济也逐渐充实。

“党组织要发挥引领带动作用，村支两
委多次入户向大家动员宣传，我自己家也
流转 10 亩土地支持村里发展食用菌产业。”
董正邦说，在党员带动下，越来越多村民
流转土地，部分村民还尝试“改行”种植
菌菇。

“ 我 们 还 要 把 山 顶 、 林 间 空 地 利 用 起
来，开展滑翔伞运动、打造森林露营基地
……”畅想未来，董正邦说，村里已经与
一家发展体育旅游的公司达成相关合作，
还要配套发展民宿产业，带领村民把生产
生活变得更好。

【生产美】

靛山村：种好菌菇 干劲更足

爽爽贵阳：勾勒美丽乡村风景线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何欣 杨唯 高伟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罗文福） 时下，清镇
市骆家桥保供蔬菜基地温室大棚里的辣椒苗
逐渐进入移栽期，农户抢抓节令，进行第一
批大规模种苗移栽。

“辣椒移栽，用地膜的好处就是产量高、
病虫少、不长草，还能保持水土。”现场查看
秧苗移栽后，省科技厅下派科技特派员、贵
阳市植保植检站耿坤叮嘱公司负责人注意适
时通风，加强肥水管理，才能提高辣椒存活
率。

近年来，清镇市以“科技特派员”队伍
为抓手，注重农业科技创新，打通企业与政

策的堵点，将科技工作传到基层、企业“末
梢”，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促进区域产
业转型升级。

为构建科技员服务体系，清镇市采取
“定点、连线、扩面”结合方式精准派驻，
2019 年以来，科技特派员共同实施科技攻
关、成果转化等类别项目 20个，引进新品种
20多个，组织开展技术培训 1800余人次，推
广新技术 20 多项，直接服务农户 1500 余户，
带动辐射 3000 余户。通过“集中培训+分类
指导”“线上+线下”“请进来、走出去”等模
式，培育了一批“土专家”“田秀才”。

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科技进步。清
镇市科技特派员通过挂点服务、举办培训班
等方式，探索多种新工作模式，不断提高农
业科技的转化利用率。首先是探索“双挂
制”，即以各乡镇的产业发展和需求为导向，
充分借助每个特派员专业优势，结合实际可
以交换挂帮点，从而更加高效帮助乡镇解决
产业发展中遇到的瓶颈问题；其次探索“团
队作战制”，即依托政府桥梁作用，依靠各科
研院所资源，由行政团长协调，技术团长牵
头，实行“双团长”联动制，各团队成员配
合，共同形成合力，共同借助团队专业技术

的优势力量助力 8 个乡镇发展，为乡镇农业
发展“把脉问诊”。

同时，清镇市围绕茶叶生产、畜牧养殖、果
树种植等农业主导产业，引领特派员深入田间
地头开展实用技术培训，引进推广新品种，
传授推广新技术，帮助解决各类技术难题。

目前，清镇市建成“贵州清镇农业科技
示范园区”和“贵州清镇畜—果—药生态高
效农业科技示范园区”省级农业科技示范园
区 2家、“清镇市绿色蔬菜现代高效农业示范
园区”“清镇市现代高效畜草生态循环示范园
区”等贵阳市级农业科技示范园区8家。

实施科技攻关成果转化项目20个，引进新品种20多个，推广新技术20多项——

清镇“科技特派员”打通企业与政策堵点

陇脚村水东香纸艺术博物馆里，工作
人员通过淋浆等古法造纸工序制作纸张。

靛山村村民采摘羊肚菌。

翁井村风貌。

“大家知道怎么用米做成饭吗？”“用水煮！”4 月 23 日，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潘玉华带来“纸
会唱歌 古法造纸”讲座。该讲座是贵州省图书馆在北馆一楼
多功能厅组织的“真人图书馆”系列活动之一，活动旨在通过
现场教学和参与者的亲身体验将书本的知识变成现实的体验。

本次活动，潘玉华以大家生活中常见的事物为例，用幽默
生动的语言讲述皮纸制作中泡料、煮料、洗料、打料、抄纸、
烘纸等步骤。同时，介绍中国纸的分类以及造纸术是如何传播
到世界等与纸相关的知识。

造纸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用竹和楮树皮制作的竹
纸和皮纸是传统手工纸的两个重要品种。如今，贵州许多地区
仍然保留着传统竹纸和皮纸制作的古老技艺，其中尤以贵阳市
香纸沟 （布依族）、贞丰县小屯和丹寨县石桥 （苗族） 的制作
技艺最为杰出。

听，“纸会唱歌”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陈祖嘉 陈大炜 摄影报道

潘玉华用特制的机器吸干湿纸页内含的水分。 小朋友体验“造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