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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江佳佳） 6 月
30日，华灯初上，铜仁中南门历史文化
旅游区内，光影斑驳，人潮涌动，各类
酒店、餐馆、文创店喜迎宾客，热闹非
凡。“截至目前，公司通过银行中长期
贷款等多渠道融资，总金额超 30 亿
元。”铜仁市梵净古邑文旅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金融活水为公
司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

铜仁市梵净古邑文旅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成立于 2020年 3月，是市管一
级国有企业，下辖 11 家一级子公司。
自成立以来，该公司通过银行中长期
贷款、地方政府专项债、文旅基金等
多渠道融资，保障项目建设推进，已
形成中南门历史文化旅游区、西门商
业停车场等优质经营性资产，2021年
末，公司总资产超70亿元。

近年来，铜仁市用好用足各项金
融支持政策，助力稳市场主体、稳经
济增长，铜仁市金融系统、广大企业
立足铜仁、植根铜仁、服务铜仁，在
服务实体经济、为市场主体纾困解
难、化解债务等方面发力，为铜仁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活水”。

加强工作指导、强化融资对接、
创新供应链金融、建立金融顾问制
度，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果持续显
现；强化顶层设计、加强上市辅导、
完善工作机制、注重项目申报，资本
市场破局攻坚的进度持续加快；精准
落实政策、精准谋划项目、盘活资源
资产、推动资产证券化，金融国资统
揽统筹的作用持续强化……

走进贵州大龙汇成新材料有限公
司，生产线上涌动着新希望。该公司
成立于 2012年，是一家集新型动力电
池材料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专
注于高纯超细无机功能材料领域的创

新型高新技术小巨人企业，也是全球
最大的电池用硫酸锰生产服务商，行
业内唯一一家掌握湿法锰正极前驱体
关键技术的企业，完成了从锰矿加工
到锰系锂电池正极材料深加工全产业
链产业化。

近年来，针对该公司研发投入
大、风险高、融资难等问题，铜仁市
引金融活水激发企业活力，助力该公
司度过困难时期，在研发、生产上持
续发力。目前，该公司拥有国家专利
50余项，获得“贵州省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贵州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
等奖”“中国出口质量安全示范企
业”“国家火炬铜仁锰产业特色产业
基地示范企业”等称号。

坚持以锰业为主，大力发展绿色
循环经济，在铜仁市金融机构的资金
助力下，该公司 2021 年较 2020 年主
营业务收入增长 1 倍，净利润增长 4
倍；目前拥有电池用硫酸锰产能 15万
吨，球型四氧化三锰产能 3万吨，球
型锰酸锂产能2.6万吨。

全面贯彻落实国家金融惠企利民
各项政策措施，主动对接企业融资需
求，协调金融机构强化融资服务，2021
年，铜仁市金融业实现增加值 66.56亿
元，增长 7.4%；实现税收 11.24 亿元，增
长 24.3%。 金 融 机 构 各 项 存 款 余 额
1540.56 亿元，增长 6.84%；各项贷款余
额 2061.27 亿元，增长 18.45%；存贷款
余额综合增长 13.48%。

下一步，铜仁市将聚焦金融工作
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紧盯建设
区域金融中心目标，深化金融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
实体经济和乡村振兴领域，加快提升
金融服务质效，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
有力的金融支撑。

金融服务提质增效 助力企业纾困解难

本报讯 （记 者 郭进 通 讯
员 胡伟 龙阳雨）“有了这笔退税
款，企业发展更有底气。”日前，贵
州中交沿印松高速公路发展公司拿到
了铜仁市最大一笔退税款，5.78 亿
元，该公司总会计师岑常愉说，退税
款改善了企业现金流，提升了企业发
展活力。

该 公 司 投 资 157.03 亿 元 、 全 长
100.54 公里的沿印松高速公路经过 4
年建设，于去年底全线通车，服务地
方社会经济发展。但刚开通的高速公
路有较长的运营培育期，需要有大笔
资金支撑，资金从何而来成为摆在公
司面前的难题。

今年 4 月 1 日，大规模增值税留
抵退税政策实施，解了公司的燃眉
之 急 。 不 断 优 化 营 商 环 境 、 擦 亮

“贵人服务”品牌的松桃税务局主动
上门服务，确保政策“及时雨”落

在点上、浇在根上。不久前，在松
桃税务局的推动下，5.78 亿元退税
款便划拨到了贵州中交沿印松高速
公路公司账户。

留抵退税资金为企业注入发展活
力，也推动上下游企业良性发展。得
到退税款后，贵州中交沿印松高速公
路公司及时拨付了工程款、材料款
等，让施工单位、材料供应商也能改
善现金流，形成良性链式效应。岑常
愉说：“好政策为企业纾困解难，推
动企业良性发展，也增强了企业发展
的信誉。”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
活力，松桃税务局聚焦纳税人需求，
紧紧围绕政策推送精准化、办税渠道
便利化、涉税办理高效化、个性服务
优质化，让企业切实享受到“真金白
银”的政策红利。今年 4月以来，松
桃共退税5.9亿元，惠及91家企业。

松桃

5.9亿元“退税及时雨”润泽 91家企业

“广大群众要知晓，封建迷信不能
搞……”仲夏的风拂过思南县关中坝街
道红石梁村的山岗，送去清凉，村里

“快板奶奶”文艺队成员手摇花扇，在
场坝里跳花灯戏，现场热闹非凡。思南
县整合民间艺术资源，组织农村群众组
建文艺队伍，把移风易俗、讲文明树新
风等内容编成花灯戏、小品等，采用寓
教于乐、居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拓宽乡风
文明建设渠道。

这是铜仁市着力推进村容村貌整治
的同时，注重提升村民精神风貌，培育
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一个

生动缩影。
以“厚德铸铜，仁义致远”为城市

精神，铜仁市在广大农村地区大力推行
“仁义”文化，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进乡村促振兴”行动，打造“仁义
之城”，通过形式多样的群众文化活
动，推进农村移风易俗，革除陈规陋
习。

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组织
开展“道德模范”等人物选树活动，近
年来，铜仁市共推荐 283 人入选“贵州
好人榜”，50 人荣登“中国好人榜”；1
人获全国道德模范、5 人获全国道德模

范提名奖；31人获省级道德模范、28人
获省级道德模范提名奖。

大 力 推 动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中 心
（所、站） 提档升级，铜仁市精准把握
群众需求，开展助学、助困、医疗、法
治宣传、文艺演出等“志愿铜行”志愿
服务。截至目前，铜仁市累计开展新时
代文明实践活动 3万余场次，35万多人
次参与志愿服务。其中，围绕乡风文
明、助残帮困等主题，组织 3.9 万余名
党员志愿者在农村地区广泛开展“邻里
守望”“清洁家园行动”等 2000 余场志
愿服务活动。

如今，田间地头、街头巷尾、工厂
车间等都成了文明实践的自发性阵地。

“板凳讲习”“田间课堂”等文明实践活
动在铜仁各地层出不穷，文明实践成为
群众的自觉行动。

“大碗菜改为自助餐，既卫生又不
浪费。”印江自治县洋溪镇曾心村村民
张明凡见证了乡亲们从讲排场到讲文明
的变化。过去，张明凡经常被村民请去
统筹办理各种酒席，他说：“以前大家
操办丧事婚事，为了争面子大摆流水
席，浪费了不少粮食，如今文明新风吹
到了心里，大家都以浪费为耻。”

“治滥、治律、自治这‘三治’，目
的就是改变村民讲排场、讲气派的陋
习，让文明习俗深入人心。”印江自治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任占熬说，去年铜仁
在全市范围组织开展“推进移风易俗树
立文明乡风”专项行动，印江结合实际
创新探索整治城乡滥办酒席的“三治”
模式，取得了显著成效。

从风景美到风尚美 从讲排场到讲文明

铜仁：文明新风拂万家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江佳佳 通讯员 刘天林

本报讯 （通讯员 张力）“乱砍滥伐、违规办
酒、吃拿卡要等一切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都是我
们搜集上报的重点，也是开展民生监督的关键。”日
前，万山区举办村 （社区） 监督委员会成员集中培训
班，为全区各村 （居） 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列出党内监
督、村 （居） 务监督、民生监督“三张清单”，让参训
学员直呼获益匪浅。

今年以来，万山区纪委监委深入贯彻上级关于进一
步加强乡镇 （街道） 纪检监察组织建设的相关部署要
求，以整合村级监督力量为重点，以增强村 （社区） 纪
检监督员的履职水平和业务能力为目标，出台 《万山区
乡镇 （街道） 村 （社区） 党内监督、村 （居） 务监督、
民生监督工作指南》《村务监督委员目标绩效考核办
法》 等一系列规章办法，不断强化村 （居） 务监督委员
会建设，持续推动监督向基层延伸。

“这‘三张清单’为我们指明了监督内容、监督重
点和工作机制，让我们的监督更有方向、履责更添底
气。”大坪乡大冲村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吴站成说。为
让“三张清单”更广泛普惠于民，该区纪委监委将其逐
一下发至村，并要求村务监督委员会积极做好政策解
读，及时公布监督条款、方式、成果等内容，进一步提
升群众的知晓率、认可度，更好地发动群众参与监督，
凝聚监督合力，以便及时发现纠治苗头性问题，强化源
头防控。

“村 （居） 务监督委员会既是解决人民群众身边问
题的‘桥头堡’，也是打通基层监督‘最后一公里’的

‘监督哨’。”该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在全面
推广‘三张清单’的基础上，不断完善考评机制，持续
强化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履职本领和工作成色，全面提升
基层监督质效，为高质量建设‘转型之城·美丽万山’
提供坚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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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尹洁 通讯
员 肖锐）“官和乡林下种植的淫
羊藿，明年这个时候就能采收。因
收割时仅采收地上部分，地下根可
在 第 二 年 继 续 成 长 为 商 品 植 株
……”6月 27日，国药集团同济堂
（贵州） 制药有限公司江口基地负
责人冯中宝向记者介绍。

江口县依托梵净山自然资源
优势，把林下种植中药材产业作
为县域主导产业之一来抓，让药
材变“药财”。2020 年以来，江口
县先后在民和镇何坝村、官和乡
新田村等地发展淫羊藿高产示范
种植 400余亩，初步形成了淫羊藿
从标准化育种、育苗到示范种植
全链条生产体系。

“利用荒田、荒土、荒山发展
新植国储林，种植金丝楠木和椿
树，在林下套种黄精，在管护苗木
的同时一并管护中药材，可谓一举
两得。节约管理成本，收入还翻
番。”说到林下种黄精的好处，民
和镇艾坪村集体经济负责人肖开龙

滔滔不绝。
在县属国有公司利用国储林项

目和林下经济项目完成林下套种中
药材基地建设后，江口县创新将适
度规模的基地返租给具有相应管理
能力的民营企业、村级集体经济合
作社、家庭农 （林） 场主、能人大
户进行经营管理，促进该县中药材
产业发展经营多元化。

目前，该县通过国储林项目，
建成国储林 （新植林） 套种黄精示
范基地 3个，民和镇艾坪村利用国
储林套种黄精 1000余亩、闵孝镇厚
朴 （黄柏） 基地套种黄精 1000 余
亩、太平镇国储林基地套种黄精
500余亩。

接下来，江口将按照“依托大
公司、瞄准大品种、建设大项目、
推进大产业”中药材产业发展思
路，以淫羊藿产业为主导，以生态
发展、优质发展、创新发展、集聚
发展、融合发展为原则，把林下中
药材产业打造为该县独具特色的支
柱产业。

江口

林下中药材 生绿又生金

本报讯 （记者 刘煜妤） 不
久前，碧江区正光街道打角冲社区，
搬迁群众王灯银拿着一封手写感谢
信到社区道谢，他说：“易地扶贫搬
迁政策，让我住上了好房子，过上了
好日子。”

过去，王灯银一家住在松桃简
家沟村，一家三口挤在年久失修的
破屋。2019 年，得益于易地扶贫搬
迁政策，王灯银一家搬到了碧江区
正光街道打角冲社区，就在全家为
此欢喜时，王灯银却发了愁。儿子远
赴他乡务工，家中仅剩他一人，如何
适应陌生的环境成为摆在面前的难
题。

为了让搬迁群众快速融入新生
活，正光街道社区干部时常走访慰
问，每逢节假日还开展送温暖等活
动。此外，街道结合实际，在安置点
建设了日间照料中心，方便老人娱
乐，也解了搬迁群众的后顾之忧。在
日间照料中心，王灯银结实了新朋

友，还时常组织大家下象棋，日子过
得非常充实。

近年来，碧江区正光街道聚焦
服务基础、服务对象、服务内容等关
键要素，提升社区服务质量。完善社
区周边公共服务设施，配备学校、卫
生服务中心超市和公共交通站台，
群众 10分钟内可就学、就医、购物、
外出。该街道还按照“资源整合，共
建共用”的原则，成立“阳光幸福家
园”，并常态化开展服务活动，确保
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感谢信是群众对我们工作的
肯定，更是我们前进的动力。”该社
区干部杨宝说。下一步，碧江区正光
街道将始终把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工
作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点工作，持续
完善安置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
套，用足用好稳岗就业政策，让搬迁
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持续
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

碧江正光街道

提升搬迁群众幸福指数

本报讯 （记者 葛永智） 7
月的玉屏自治县朱家场镇混寨村，
没有都市繁忙的喧嚣，多了几分清
丽脱俗的气质。一幢幢造型别致的
民房错落有致，房前屋后花木葱茏，
水流清澈的混寨河像一条美丽的绸
带贯穿全村。

站在新修建的沿河观光步道
上，青山远黛、绿野田畴，犹如身处
一幅动人画卷。“望得见山，看得见
水，记得住乡愁。”混寨村党支部书
记杨瑛说，以前，这些“山水”却让村
民吃尽苦头。汛期来临，水田靠近
河岸的农户只能望河兴叹。山多田
少，群众种植传统农作物，一年四季
勉强够温饱。

近年来，玉屏不断延伸传统农
业产业链条，提升附加值。凭借优
美的生态环境和独特的民族文化，
混寨村搭乘东莞常平（组团）和玉屏

自治县东西部协作的东风，积极推
动传统农业向休闲产业转变，深度
挖掘乡村特色，发展乡村旅游。

借助东西部协作资金，在玉屏
自治县县委、朱家场镇党委的支持
下，混寨村委托贵州格物文化创意
有限公司，按照“绿野仙踪·田园秘
境”的村庄形象定位，全力建设美丽
宜居村庄。

项目建设过程中，混寨村通过
翻新改造，将闲置小学打造成集民
宿、食堂、农耕文化展厅等多功能为
一体的田园综合体；将农宅改造成
村史馆、卫生室、手工坊，同时绘制
田园文化墙。目前，混寨村农特产
手工坊、沿河步道、观光亭、风雨桥
已建成，田园综合体初具规模。混
寨特色田园乡村建成后，游客可以
在展厅进行农耕研学，在田园采摘，
在主题农场体验农事。

玉屏混寨村

东西部协作打造田园综合体

近日，走进位于玉屏贵福菌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忙着精
选、搬运食用菌。近年来，该县把发展规模食用菌产业作为乡村振兴重要支柱
产业之一，引进集食用菌研发、生产、深加工和贸易于一体的企业入驻，鼓励
企业与科研机构、大学院校合作建立科研基地、食用菌研究院，实施食用菌规
模化、标准化生产，吸纳当地群众就近务工。

图为工人在生产车间调运食用菌。

食用菌撑起“致富伞”
通讯员 胡攀学 徐远强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 讯 员 冯胜彦 何
建 何俊锋） 站在德江县沙溪乡的山脊
上眺望，石龙、四堡等村的 4000 多亩
茶叶夏采夏管正忙；舒家、庞家等村 6
万平方米天麻种植已经收尾。“我们乡
今年采用新技术，培育了 6万平方米的
天麻零代种，种植面积在去年基础上翻
了一番，共涉及 15村 113户，带动 3000
多人增收。”沙溪乡乡长杨森说。

沙溪乡是德江县的高海拔地带，也
是德江曾经的“煤海”。近年来，为了
向绿色发展转型，该乡调整产业结构，
因地制宜发展茶叶、天麻、核桃等产
业。

“以前，社员都担心种出来的天麻
卖不出去。”武陵天麻农民专业合作社
技术人员张金雄说，合作社加大技术攻
关，获批天麻药食同源试点生产企业，

生产的天麻冻片已获得相关批文，量产
后将通过线上模式销往全国，收入可翻
番。

沙溪乡作为德江天麻的主产地之
一，两年来种植面积发展到近 10 万平
方米，预计产值 1.2亿元。

今年，茶产业也有了新转机，由于
市场对接不畅等原因，沙溪茶产业一直
处于艰难境地，今年以来，沙溪乡党

委、政府注入 120万元项目资金，整合
雾云坡等 4家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新建
标准的茶叶加工厂，统一基地管理、制
作技术及品牌营销，实现 10 年来首次
销售断货。

德江县沙溪乡党委书记全太刚介
绍，沙溪乡绿化面积稳步提升，森林覆盖
率保持在 70%以上。舒家、大寨和桥岩
等村累计种植有 7000多亩核桃，今年的
挂果是几年来最让人欣喜的一年。这些
天，沙溪乡还在全力筹备国有林场的低
效林改造项目，2000 亩茯苓正整地待
栽，这项产业的实施将为大寨、空山等村
群众带来80万元的绿色收入。

德江沙溪乡：产业蝶变“黑”变“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