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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班’采用的‘工学一体’教
学模式效果不错，我们想在全校推广。”

“我觉得可以多开展学术讨论活动，集
思广益。”

…………
清晨，在正安县技工学校教师办公

室，珠海市技师学院的支教老师兰飞正与
同事们讨论。2021 年 8 月，兰飞与另外两
名老师来到正安县技工学校，开始为期 1年
的蹲点式帮扶。

“珠海市技师学院 3 名教师来到我校，
通过业务交流、培训会等方式，介绍了许

多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正安县技
工学校副校长张信军说。

2021 年 4 月 ， 按 照 国 家 新 一 轮 东 西
部协作战略部署，原珠海市横琴区与正
安县结对帮扶。2021 年 12 月，横琴粤澳
深度合作区与正安县签订 《东西部协作
框 架 协 议》。 为 助 力 正 安 县 高 质 量 发
展，珠海以人才帮扶为抓手，除选派教
师蹲点帮扶外，还投入帮扶资金 300 万
元，帮助正安县技工学校开发了一个品
牌 示 范 专 业 ， 建 设 了 一 个 师 资 培 训 中
心，举办了一个特色教学班，开展了一

项综合性技能培训社会化服务，在提升
办学质量及师资力量的同时，通过探索

“ 正 安 培 训 — 珠 海 就 业 ” 的 服 务 模 式 ，
为珠海输送技能人才，拓宽学生的就业
渠道。

在选派教师的同时，珠海还先后选派
6 名医生到正安县人民医院、正安县中医
院开展医疗帮扶，帮助正安县提升医疗水
平。

2021 年 8 月，珠海市人民医院医生陈
维鹏、赵会亚主动请缨来到正安县人民医
院开展医疗帮扶。陈维鹏除参加科室日常

工作外，还依托珠海市人民医院医疗资
源，积极开展相关学术交流活动及远程会
诊。

“遇到一些疑难杂症或者难处理的病例
时，我们会通过微信交流群，让珠海市人
民医院的专家们进行会诊，充分用好‘智
囊团’资源。”陈维鹏说。

截至目前，珠海已先后选派共 11 名
教师和医生到正安开展帮扶。两地通过
共享资源，不断优化东西部协作人才帮
扶机制，为正安县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
保障。

正安培训珠海就业 珠海医生远程会诊

正安优化东西部协作人才帮扶机制
通讯员 杨媛媛

“22.5 万亩花椒通过精深加工将走出‘深
闺’，务川椒香飘向全国。”看着投资 3000 万元
的花椒精深加工厂即将投产，盘算着两条生产
线预计年产干花椒 2000 吨、花椒油 1000 吨时，
务川自治县林业局林产中心花椒办负责人冉再
光信心满满地说：“全县椒农看到了致富希望。”

另一边，黄都镇的蔬菜“搭上”广东市
场，源源不断向碧优选新零售平台供应。不只
黄都镇，务川的许多乡镇都抓住东西部协作机
遇，紧盯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打造绿色农
产品基地，推动“黔货出山”。

内把资源禀赋充分发挥，让长处更长，一
方“天然”变为独一无二的优势。

外将借力打力运用得当，为短处找补，一
番“人为”实为苦干实干的论证。

重重困境中逆势突围、争抢拼搏中赢得主
动、决战决胜中赶超奋进。武陵山下“守”特
色农业产业做优做强，黔渝边沿“攻”氟钡和
铝产业引进发展，务川“攻守”结合，不断为
县域经济“强筋壮骨”。

“务川想做强县域经济，还得在做大经济总

量、做优产业结构上下硬功夫。”这是务川人的
共识。

在深度融入遵义都市圈和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的战略机遇期，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就得坚
持把做大经济总量作为第一要务、把做强工业
经济作为第一选择、把扩大社会投资作为第一
动力、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第一课题。

“氧化铝项目已完成一期投资约 55 亿元，
年产 100万吨氧化铝厂、200万吨铝土矿山建成
投产。”连日来，国家电投集团贵州遵义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务川自治县镇南氧化铝厂 （以下简
称“镇南氧化铝厂”） 里，每天都有近百辆货
车排队等待装货。国家电投集团贵州遵义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魏永鹏直呼：

“项目总算是苦尽甘来看到了效益。”
依托已探明的 1.54 亿吨铝土矿资源，2010

年，规划总投入 200 多亿元的氧化铝厂建设项
目落地务川自治县镇南镇。10年来，在务川县
委、县政府及国家电投集团贵州遵义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的共同努力下，克服重重困难，从
2017年项目全面复工建设，到 2018年瓦厂坪出

矿、2019 年大竹园试产，2020 年 4 月的石灰石
产出，镇南氧化铝厂终于在工业舞台上大放异
彩。

一业兴百业旺。截至目前，全县规模工业
企业 14家。以氟钡和铝产业为主导产业，推进
工业集聚发展，务川氟钡新材料产业园正式进
入贵州省化工园区名单 （第一批），成为贵州省
首家新建化工园区。建成贵州务川省级经济开
发区，全面启动涪洋生态产业园路网基础配套
建设，大坪绿色产业园新建标准化厂房 3 万平
方米投入使用，24家企业顺利入驻；花椒、蜂
蜜、百合粉、冰糖大蒜、草食蚕等 83家绿色食
品加工企业逐鹿市场。

黔北多佳景，风物在思州——
除了工业“一马当先”的盛景外，烤烟、

茶叶、中药材、精品水果等传统产业和特色产
业为务川添绿又吸金；

一场五馆一中心建成投用，景区景点“十
三五”期间吸引 1450.8万游客“打卡”仡乡；

德习高速务川段建成通车，全县公路里程
达 5043公里，乡镇二级公路通达率达 88%，成

功创建“四好农村路”省级示范县；
累计投入资金 11.3亿元，新改扩建各类学校

110所，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全覆盖，群众幸
福感日益提升。

而今，务川更是主动出击，突破地域“屏
障”，抓住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这一重
大机遇，借梯登高，推动新型工业化、新型城
镇化、农业现代化、旅游产业化“四个轮子”
一起转，成就仡乡繁荣。

今年，该县围绕“十四五”规划和产业发
展布局，紧抓以氟钡首位产业为主的新型工
业，精准包装编制一批产业资源重点招商项
目，按照“巩固奉贤、放眼珠海、承接成渝”
发展路径，紧盯成渝、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
三大市场，紧紧抓住沿海地区优质企业向内陆
转移机遇，主动融入长江经济带和成渝经济
圈，引进一批优质企业入驻务川，“十四五”期
间力争全县招商引资重点产业项目到位资金超
65亿元。

务川：立足优势攻项目 县域经济“强筋骨”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黄霞

全力主攻工业经济
通讯员 唐正 摄影报道

近年来，播州区全力主攻以铝及铝加工为主的基础材料首位产业，积极发展酒及酒配套为
主的绿色食品加工、电及电循环为主的基础能源潜力产业，配套发展现代商贸物流及其他特色
产业，奋力打造工业发展新高地。

本报讯 （记者 潘树涛）“我们种的
赤松茸和羊肚菌都长得不错，今年大家的收
入差不了。”近日，习水县桑木镇土河村村
民穆仕忠一边管护长势喜人的菌菇一边说。

穆仕忠是习水县土河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的社员，他告诉记者，2021年，合作社销售各
类农产品 4万余公斤，为村集体经济增收 39
万元，带动低收入家庭增收 1万元左右。

土河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亮眼的成绩离不
开习水县税务局的结对帮扶。近年来，习水
县税务局选派 6人到土河村驻村帮扶，落实
责任、项目、资金、人员，细化和完善各项
驻村保障措施，深化产业帮扶。

驻村第一书记田迪到村后，看准土河村
莲藕、赤松茸和羊肚菌等优质农产品的市场
前景，联系习水县税务局，与平台公司签订
供货协议，将该村的优质农产品推荐线上平
台和大中型超市销售，提升了农产品销售价
格，带动村民稳定增收。

习水县税务局

帮扶合作社助力
产业振兴

本报讯 （通 讯 员 陈桂良 娄臣）
眼下，桐梓县 10 万亩油菜已成熟，该县全
面推广机械化收割，确保颗粒归仓。

近日，走进桐梓县狮溪镇黄坪坝区油
菜种植基地，一台台收割机正在地里来回
穿梭。“我们要尽快把油菜收割完，再对油
菜籽进行清选、烘干、压榨。”狮溪镇油菜
种植大户娄方书说。

油菜机械化收割可一次性完成收割、脱
粒等流程，还能实现菜籽壳均匀还田，增加
土壤的有机质。同时，省时省工降低了采收
成本。“人工收割一亩地大概花费 300元，机
械化收割一亩地花费 120元。”娄方书说。

今年，桐梓县落实落细“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战略，不断提升农业机械化水
平，除油菜外，该县还将加快补齐水稻机
械化生产育插秧短板，提升水稻生产综合
机械化水平，提高单产水平，不断促进农
业稳产增产、农民稳步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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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 讯 员 许小倩 王仲
梅） 初夏，气温逐渐上升，位于仁怀名酒
工业园区的贵州九暹酒业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九暹酒业”） 生产车间酒香四溢，
在正常生产的同时，公司正加快推进二期
扩容工程。

通过招商引资，哥弟集团进驻仁怀创办
九暹酒业，企业落地后，仁怀经济开发区组
建工作专班全程跟踪服务，从落地到投入运
营再到二期扩容工程开工，都离不开工作专
班的贴心服务，让企业切实感受到仁怀营商
环境的“温度”和“速度”。

近年来，仁怀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聚
焦市场主体实施便利化改革，打造营商环

境“酒都品牌”，不断提升市场主体获得感
和满意度。其中，仁怀企业服务中心通过
包保责任制、点对点精准帮扶，帮助解决
企业审批用地、用工招工、用水用电等方
面的问题。目前，企业服务中心共有 13名
工作人员，包保服务 76家园区企业，事件
办结率达98%。

今年，仁怀实施“事前介入、事中帮办、
事后跟踪”三步走方法，帮助企业减负降本、
稳企纾困、提振信心、扩大生产，工业经济实
现平稳开局。接下来，仁怀将继续推出“贵人
服务”，实现企业包保全覆盖，帮助企业解决
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为企业加油鼓劲，助
力仁怀经济高质量发展。

仁怀：

精准帮扶让企业感受服务又好又快

本报讯 （记者 卢世容） 近日，务川
自治县都濡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常常传出
悠扬歌声，这是街道夕阳红合唱团正在排
练。图书室里，几位老人正专注看书，健身
活动中心里，也有居民在挥汗如雨地健身。

近年来，务川自治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通过项目惠民、积分激励、志愿服务等举措
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走深走实，搭建阵地提
供志愿服务，赢得群众点赞。该县以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为载体，
采取定人、定岗、定责方式，协调全县各级各
单位党员干部志愿者 3000多人，参与社区治
理，开展丰富多彩的文明实践系列活动，涵盖
理论宣讲、文化服务、科普服务、健身体育服
务等领域，常态化服务群众。

同时，该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爱
心服务超市，引导群众积极参与家庭文明建
设、邻里互助、志愿服务等文明实践活动换
取积分，再以积分兑生活物品，激励群众弘
扬文明新风。

截至目前，务川自治县建成县级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 1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16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123个，文明实践点
7 个，实名注册志愿服务队伍 219 个，注册
志愿者6.4万余人。

务川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服务群众“零距离”

走进仡佬之源务川看变化

本报讯 （通讯员 方仕俊） 今年以
来，绥阳县以党建为引领，建设联系、服
务、包保、办理“四位一体”的“党群连心
服务”智慧化平台，通过网格化治理、数字
化赋能、精准化服务，提升群众幸福感。

该平台由县级统筹，乡镇（街道）根据城
乡居民分布、居住状况等特点，以群众集中居
住的村组、小区、楼群等为基础，按照 100 户
至 200 户为一个联系服务治理网格，将全县
划分为 1478 个网格，每个网格明确 1名党员
干部作为网格联系服务员，通过开发信息采
集 APP、手机应用小程序等方式，由网格联系
服务员“点对点”“面对面”“全方位”收集群众
基础信息，对网格内群众反映的“急难愁盼”
问题、矛盾纠纷等，逐一分析研判，纳入智慧
化治理平台，对立即能办的事，及时帮助协调
办理销号，对涉及需要有关部门办理的事，将
意见建议移交相关部门办理，实行跟踪督办、
台账管理、办结销号、满意度测评。

同时，该县还编印《绥阳县党员干部联
系服务群众应知应会手册》 1万余册，作为
党员干部联系服务群众的“工具书”，全面
提升党员干部服务群众的能力。

截至目前，该县在进行电脑端人口信
息、房屋信息、重点关注人群的基础信息录
入工作，对应手机 APP 开发已初步完成，
预计绥阳县“党群连心服务”智慧化平台在
6月底投入使用。

绥阳

建立“党群连心服务”
智慧化平台

本报讯 （通讯员 李小芳）“现在南瓜正
是长藤的时候，要小心把藤绑在竹竿上，让它顺
着竹竿向上长，这样结的瓜不会掉在地上，品相
会更好。”近日，在银江坝区务工的红花岗区金
鼎山镇银江村村民陈显琴说。

近年来，银江村紧盯市场需求，选择种植蔬菜
的品种，产业带动力日益提升。初夏是蔬菜采收种
植的旺季，位于银江坝区的绿兴蔬菜种植基地里，
务工村民正忙着采收花菜、青菜、莲花白等蔬菜。

“每天都要采收一批，空出来的地也同步种植新的
菜苗，不久前种下去的有南瓜、丝瓜、苦瓜等新一
季蔬菜。”绿兴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说。

绿兴蔬菜种植基地面积 318亩，长期务工村民
有 40余人，基地生产的蔬菜除了满足红花岗区农

产品产销对接智慧服务中心每日订单所需蔬菜
外，还在新雪域农产品交易市场和黔北果蔬批发
市场设置专门的仓库，安排专人进行销售。“蔬菜
产业要发展，市场是关键。我们设点在市场的目的
就是更好地了解蔬菜的价格和市场的销售情况，
从而更好地布局种植品种。”绿兴蔬菜种植基地负
责人说。

以蔬菜为主导产业的金鼎山镇，也不断优化
产业布局，瞄准目标市场，加强错位竞争，着力
做好城郊多品种保供蔬菜基地建设，紧盯周边蔬
菜专业市场和大型生鲜超市，提升本地市场占有
份额。今年，该镇预计种植蔬菜近 8000 亩，年
产蔬菜 1万余吨，蔬菜产业既丰富了市民“菜篮
子”，又鼓起了农民“钱袋子”。

红花岗区金鼎山镇：

盯紧市场需求布局蔬菜生产

贵州建镁特铝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