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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记者 向 莹） 近日，走进位
于平坝夏云工业园区的贵州思特技术有限公
司，展厅外挂着一幅美国时代广场的图片，
广场中央大屏上，是一款木质马桶盖。

“我们第一个把马桶盖广告打到了纽约时
代广场。”该公司副总经理倪生明指着图片说，
不仅如此，2019年，公司也是第一个去德国起诉
德国公司侵权并获胜的国内马桶盖制造公司。

“当时这起官司引起了国内外轰动，中国
贵州的企业在产品开发设计专利上赢过了德
国企业。”倪生明说，这样的底气源于公司一

直以来秉持的高质量、高环保及不断创新的
发展理念。

贵州思特技术有限公司 2012 年注册成
立，于 2015年入驻平坝夏云工业园。“在夏云
工业园区，不仅用电方便，地租也相对较
低，当地政府还在资质认定、产品检测等方
面有较多政策支持。”倪生明说，2014年，公
司取得自营进出口权，几年来，又通过了
BSCI审核、FSC 森林认证、ISO9001：2005 质
量体系认证等，并开发了木、竹、脲醛树脂
聚合物、木粉模压等原材料，实现资源的再

利用。
“我们以前最早使用中密度纤维板做木质

马桶盖，之后通过技术创新，我们研发出用
竹子来做马桶盖。”倪生明说。

此外，该公司还从使用和美观角度，作
出了改变“马桶盖生态”之举：创造出 3D图
案、子母盖、浮雕系列、声光控夜光灯等马
桶盖，种类达 5000款之多，成为马桶盖高端
市场“宠儿”。

同时，该公司还是首个马桶盖产品在北欧
地区享有盛誉的公司；也是外来产品第一次从

市场销售价格上超越瑞典当地品牌的公司。
如今，贵州思特技术有限公司已建成年

产 100 万套木质马桶盖产能及配套测试、检
验、实验的研发中心，形成一总 （贵州安
顺）、三司 （广州分公司、广东五棵松、美国
分公司） 的发展模式，聚集福建、江苏等地
10 余家配套供应商，构建了 MDF/VENEER/PP
等全系列、全类型产品线。

“单就夏云工业园区生产车间，年产能达
80万套左右。今年第一季度销售额达 1200万
元以上。”倪生明说。

创造多项“第一”

平坝马桶盖走向世界

本报讯 （记者 向淳） 4月 21日，由广东
省钟南山医学基金会、安顺市卫生健康局和安顺
市人民医院联合开展的安顺市“呼吸健康万人筛
查”公益项目试运行。来自安顺市交警支队的
30 名交警成为首期受益者，在 4 月 21 日、22
日，分两批由安顺市人民医院体检中心提供肺癌
及慢阻肺的免费公益筛查。

公益项目主要针对符合条件的人群就肺癌、
慢阻肺、过敏性疾病、睡眠呼吸疾病等疾病开展
10万份问卷和 1万人精筛调查。2022年计划安排
西秀区、安顺经开区辖区内重点人群，如交通警
察、环卫工人、城管人员、公交车及出租车司机
等特殊工种工作一线人员 3000 人，接受免费肺
癌、慢阻肺筛查服务。2023 年开展社区筛查，
预计覆盖7000人。

安顺市“呼吸健康万人筛查”公益项目已列
入安顺市 2022年“十件民生实事”，旨在促进当
地呼吸疾病的筛查、早诊早治以及科研水平的提
升。

安顺

“呼吸健康万人筛查”
公益项目试运行

本报讯 （记者 向淳 通讯员 陶冶） 4
月 19 日，记者从安顺市政务服务中心获悉，日
前，安顺市政务服务中心组织大厅首批综合受理
窗口工作人员 11人，参加由中国通信工业协会数
字政务专业委员会组织的行政办事员国家技能水
平学习考试并全部通过，成为安顺市政务服务大
厅首批取得“行政办事员”专业资质并“持证上
岗”的行政办事员。

今年以来，安顺市政务服务中心以贵州省
“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年为契机，以推进政务
服务标准化规范化和便利化的“三化”为突破
口，倒逼政务服务大厅窗口人员“转作风、增素
质、强服务”，为企业群众解难题办实事，在全
市营造更加便捷高效的营商环境，打造该市政务
服务“贵人服务”名片。安顺市政务服务大厅首
批行政办事员“持证上岗”后，切实为全市政务
服务系统作表率，促使工作人员强化对政务礼
仪、企业登记、标准化服务、互联网+政务服
务、《贵州省政务服务条例》 等知识的学习，打
通为民服务“最后一米”。

安顺

首批行政办事员
“持证上岗”

本 报 讯 （通 讯 员 谭 飞 芳） 暮春四月，
平坝区羊昌布依族苗族乡多个村寨生猪养殖如
火如荼，可不久前，养殖户们还正为筹措资金
发愁。

原来，2020 年，安顺德康农牧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德康公司） 在平坝区天龙镇、乐平
镇，实施“40万头生猪养殖项目”。该项目采用

“公司+农户”组织方式，养殖户不仅可向德康公
司返销赚钱，还可获得高达 20 万元的生猪养殖
补贴及保险补贴。

但今年，德康公司加大农业产业化经营力
度，在平坝区白云镇和羊昌布依族苗族乡增添合
作代养农户 50 家，公司向农户提供仔猪、饲
料、药品、技术指导，待仔猪育肥之后统一进行
回购。但公司要求 50 家代养农户需自筹资金新
建标准家庭农场及水电、粪管、地暖配套设施，
达到存栏 1200头、年出栏 2400头的商品猪养殖
规模，同时，还需在领取仔猪前缴纳每头 1000
元保证金。

50 个单元家庭农场建设项目总投 7500 万
元，每个家庭农场建设资金为 150万元，农户自
筹资金 30 万元。农户资金均投入到场地建设
上，无法向德康公司缴纳履约保证金。由于各代
养农户的生猪养殖场经营场地因无土地使用证，
且缺乏有效抵押品，融资成大难题。

了解到融资需求后，贵州银行平坝支行客
户经理主动对接德康公司，实地测算代养农户
养殖规模、年产值，短时间内完成贷款受理、
调查，快速推进客户准入，综合运用多种信贷
产品及信贷政策，灵活设定贷款期限，满足生
猪养殖周期需求。在有效防控风险前提下，对
德康公司家庭农场养殖户集群授 1 亿元，并向
符合条件 6 家代养农户优先投放经营性贷款
1000万元。

“有了资金，农户将家庭农场面积扩建到
1380 平方米，第一年代养仔猪 3200 头，养殖周
期 6到 8个月，今年养护出栏 3000头以上，每头
代养收益 300 元左右，收益 90 余万元。第二年
出栏6000头，收益达 180余万元，前两年收益覆
盖贷款本息，第三年实现增收。”德康公司财务
总监于振富说。

贵州银行平坝支行行长刘宇表示，向 50 家
养殖农户提供 1亿元信贷资金，德康公司采取保
护价收购措施，生猪回收返还利润时，养殖户第
二年开始偿还贷款，家庭农场授信期限 5年，养
殖保证金授信期限 3年，还享受普惠金融减费让
利政策，消除了代养农户前期资金投资难题，极
大提高养殖户积极性，助力平坝区“40 万头生
猪养殖项目”高质量发展。

贵州银行安顺分行

金融“活水”精准
“滴灌”养殖业

山环水绕的紫云黄鹤营村，生态底色越擦越亮，游客纷至沓来，生态“生财”，生活有味；甜蜜家园镇宁永和村，樱桃红、生产美、日子甜，樱
桃压弯枝头，村民笑弯眉眼；活力奔涌的平坝塘约村，村民家住 4A 级景区，业兴民富生活美……

绿水逶迤、青山相向、花鸟为邻，一个个“生态美、生产美、生活美”的幸福家园，在黔贵大地希望的田野上绽放新颜，为建设幸福美好新安顺
注入澎湃之力。

瀑乡安顺：沃野阡陌间 生态美家园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向淳 杜延卿 向莹

暮春时节，来到绿水环绕下的紫云
自治县猫营镇黄鹤营村，只见村道蜿蜒
整洁，洋房整齐排列……

“同样的一方水土，以前没有特色
产业，现在成了乡村振兴领头村。”黄
鹤营村党支部书记黄恒礼说，近年来，
黄鹤营村先后被评为“安顺市乡村旅游
示范村”“国家3A级旅游景区”和“贵
州省乡村旅游重点村”。

正团级、上校军衔、硕士研究生、电
商公司老板……2020 年 4 月，拥有多重
身份的黄恒礼经安顺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推荐，被紫云自治县委组织部安排担任
黄鹤营村党支部书记。能人带动，依托当
地优良的生态环境，黄鹤营村产业兴旺
起来。“种菌子，产蜂蜜；栽辣椒，种红米；
多产业，见效益；可就业，不出门。”这是

黄鹤营村当地村民自创的一段“三字
经”，道出了黄鹤营之变的秘诀：走群众
路线，绘生态产业美景。

一边特色产业风生水起，一边乡村
旅游方兴未艾。办农家乐、卖土特产、
搞观光游，黄鹤营村越来越热闹。

“我们村风景好，乡村旅游项目要抓
紧。”在黄恒礼看来，生态环境好，是黄鹤
营村的最大优势。结合黄鹤营村交通区
位、红色历史文化、河湖瀑布资源丰富等
多重优势，发展乡村旅游大有可为。

山美、水美、村美，引来县内外不
少摄影师纷纷来黄鹤营村拍照。紫云自
治县摄影家协会会长王凯俊说，一张张
照片变成名片，为黄鹤营村吸引来八方
游客，下一步准备组织更多摄影家和摄
影爱好者到黄鹤营采风。

如今，乘着乡村振兴东风，黄鹤营
村守住生态底线，发展乡村旅游、布局
富民产业，群众收入稳步增加，干劲越
来越足。

一桩桩新鲜事在黄鹤营村上演：科
技范儿越来越足，“数字化平台·平安
乡村”将视频监控覆盖到村、组、户三
级，村民配上健康监测手环，能准确监
测体温、心率、血压等多种健康状况；
打造特色民宿，美化自然院落，吸引游
客体验民俗风情；河流、瀑布等“冷资
源”变成旅游“热经济”……

“要让村民和游客都能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黄恒礼说，
只要路子走对了，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
村子像黄鹤营村一样实现生态美、产业
优、百姓富。

黄鹤营村：山川“冷资源”变旅游“热经济”

四月樱桃红。4月 21日，镇宁自治县
白马湖街道永和村，红彤彤的樱桃压弯
枝头，不少游客穿梭林间采摘樱桃。

“今年樱桃长势不错，一颗樱桃树能
结70多斤果子。”种植户张元虎说，“优质
果每斤能卖10块钱，有多少收多少。前后
这半个月，我家里就有10多万元收入。”

小樱桃成致富大产业。今年，永和村
1800余亩樱桃产量达200余吨，产值600
余万元，村民人均增收2000多元。

“村里的种植大户只靠樱桃种植，一
年就有 30 多万元收入。群众不只腰包
鼓，幸福感也越来越强。”永和村党支部
书记张元明说。

这生产的美好画卷，背后则经历了
改品种、提品质、打品牌三个阶段。

坐落于黄果树上游的永和村，很早就
有水果种植历史。20世纪90年代，村里家
家有桃树，但苦于交通不便，市场竞争又
大，守着满山的桃子，村民却致富无门。

2003年，不甘心过苦日子的永和人
改种樱桃。当漫山遍野挂上“红串串”，当
年就卖出 20元一公斤的好价钱。尝到了
实实在在的“甜头”，村子里樱桃种植规
模迅速发展壮大。

2013 年，村里种植大户组团到江西
省“取经”，带回来“玛瑙红”“黑玫瑰”两
个新品种。村里成立黑玫瑰农村合作社，
打造“樱滋恋”品牌，在村社一体发展模
式下进一步扩大知名度。

“樱桃产业打下富民基础。如今，发
展农、旅、文、养为一体的旅游业才是村

里的‘重头戏’。”张元明说。
随着镇宁樱桃名声越传越远，每年

樱桃采摘季，永和村单日接待游客在
2000 人以上，十几位农户成功“转型”，
做起农家乐和餐饮生意；村里又建起露
营基地，个性化的星空露营、户外烧烤、
樱桃果干……一系列乡村新玩法使永和
村人气持续攀升。在樱桃产业带动下，村
民年人均收入 1.6万元以上，村集体收入
每年达到30余万元。

今年，永和村将着手优化产业结构，
做精樱桃产业的同时，规划种植枇杷、蜂
糖李、杨梅等精品水果，进一步拉长乡村
旅游产业链，将永和打造成集采摘、旅
游、农家乐、周末踏青等于一体的综合示
范性基地。

永和村：樱桃串起产业好“钱”景

4 月 20 日，沿着蜿蜒的通村公路，
走进平坝区乐平镇塘约村。村中道路干
净整洁，民居黄墙红瓦、文化墙五彩斑
斓、凉亭古韵悠悠，青山绿水映衬下，
犹如一幅美丽的山水画。

“这几年村子变化太大了。村子干
净整洁，河道、大道、广场修好了，
还修建了停车场、篮球场、阅览室，
生活很方便。”村民张昌友说，现在他
在村外的公司上班，过起了村庄到公
司两点一线的通勤生活，每月 5000 多
元收入。

这样的生活，放在 9年前，是张昌
友想也想不到的。2013 年，塘约村还
是二类贫困村，村集体经济仅 3.9 万
元，村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 4000

元。
穷则思变。近年来，塘约村走出一

条“党建引领、改革推动、合股联营、
村民自治”的发展新路。充分发挥基层
党组织的作用，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
革、农业经营制度改革和村级治理制度
改革，进一步盘活农村自然资源、存量
资产、人力资本，塘约村实现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2019 年，
塘约村实现整村脱贫，先后获得“第五
届全国文明村镇”“全国乡村旅游重点
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等称号。
塘约村逐渐成为安顺市农村改革成功的

“领头雁”，“塘约经验”也在全国得到
推广。

“我们成立了‘村社一体’的合作

社，全体村民自愿把土地流转到合作社
里，开展果蔬种植和精品花园建设。”
塘约村党总支书记左文学说，同时，村
里还建立起矿泉水厂、玩具厂等，让村
民在家门口有更多就业选择。

今年，塘约村在成功创建全国 4A
级旅游景区基础上，开始大力发展第三
产业，朝着“塘约经验”2.0版迈进，4
星级综合服务楼、酒店、农家乐等旅游
配套项目纷纷落建，乡村旅游如火如
荼。

左文学说，下一步，塘约村将在推
动坝区菜园化、山坡景观化、河道廊道
化、村庄个性化、道路香草化、设施现
代化、管理智能化等“九化同步”思路
下，带领村民生活越过越美好。

塘约村：盘活资源 打造乡村升级版

近日，走进贵州顺立达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
迅速运转，从原丝、络丝到倍捻，一根根白色丝线在自动化生产线
上快速穿梭。工人们各司其职，巡回查看。

作为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专业化纺织科技公司，
一期项目总投资 3 亿元，建设标准厂房 5 栋，安装高速倍捻机 258
台，2021 年实现年产值 1.2 亿元。今年下半年，公司将启动二期项
目建设，建成后将新增年产 5700 万米高档仿真丝面料产能，产值
达 4亿元，新增就业岗位 700多个。

丝线穿梭纺织忙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杜延卿 摄影报道

塘约村一景。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杨曦 摄

村民身着盛装采摘樱桃，庆祝丰收。
（镇宁自治县白马湖街道供图）

俯瞰紫云自治县猫营镇黄鹤营村。 通讯员 狄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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