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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 层在基
我与奋进的贵州合个影

盛夏的黔南大地，处处洋溢着火热的干劲，
干部群众用实际行动践行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
神，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奋力谱写多彩贵州
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在黔南州北部的瓮安、福泉，一批新能源
项目正在稳步推进：贵州川恒“矿化一体”新
能源材料循环产业项目、贵州磷化新材料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现场、贵州兰鑫石墨机电设
备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各个项目、各个
部门通力合作，福泉—瓮安千亿级磷化工产业
园区正在茁壮成长。

打造福泉—瓮安千亿级磷化工产业园区是
黔南州在新型工业化道路上，抓主导产业，抓风
口产业突破的重要一招。

从“新”发力。今年以来，黔南举全州之力发
展新能源电池材料产业，成立黔南州新能源电池
及材料产业发展工作专班，印发《黔南州新能源
电池材料产业服务专班的工作方案》，建立黔南

州新能源电池材料联席会议制度，执行州政府秘
书长周调度、分管副州长和常务副州长旬调度、州
长月调度的工作机制，事项化、清单化落实推进。
目前，全州新能源电池及材料相关企业18户，全省
63户占比28.6%。在建拟建项目37个，总投资594
亿元。预计2022年新能源电池材料实现产值 120
亿元左右。

同时，黔南抓龙头企业，梯度推进配套成链；
抓产业链条，持续增强产业竞争力；抓园区发展，
建强聚能平台；抓要素保障，优化发展支撑；抓绿
色安全生产，奋力推进工业大突破。

与北部地区工业发展热火朝天不同，黔南州
南部的荔波、罗甸，则做足生态文章，在旅游产业
化的路上高歌猛进。

今年6月，全省88个县（市、区）城市环境空气
质量相对较好的前10位中，黔南州的荔波、罗甸分
别排名第一、第二。好山好水好空气，吸引八方游
客前来感受黔南美景。这让在荔波经营民宿的余
志刚乐开了花：“荔波风景好，加上政府出台了旅游
优惠政策，客人明显比前几个月多了很多！”

黔山秀水多美景，生态黔南景尤佳。今年
以来，黔南州旅游产业化工作继续以打造综合

旅游目的地为目标，积极开展培育壮大市场主
体、持续推进旅游业态升级、提升旅游服务质
量、稳步推进闲置低效项目盘活，全面推进旅
游产业化各项工作。

同时，黔南州创新营销模式，制作推出黔南
文化旅游系列攻略，策划开展“行西南旅游体验
官走进黔南”大型采风活动和“黔南美景一万个
九宫格也装不下”主题营销活动；打造黔南特色
精品旅游线路，抓好区域联动。如今，荔波大小
七孔、中国天眼等重点景区与安顺黄果树、黔东
南西江千户苗寨等周边景区成功“牵手”，景区直
通车串联起一条贵州黄金旅游线路。加上依托
体育旅游欢乐季系列赛事、“好花红”文化体验行
活动，突出美食体验月、户外运动月、文创非遗体
验月等主题策划的暑期 13场体育旅游赛事、12场
文化体验活动，黔南旅游日渐回暖。

数据显示，2022年 1月至 6月，黔南州接待过
夜游客 378.69 万人次，同比增长 9.6%；游客人均
花费961.37元，同比增长7.49%。

在黔南州西部的长顺县，农业现代化让群众
科技种田、科学增收。“现在是水稻的分蘖期，容
易发生病虫害，一般有稻瘟病、螟虫、稻飞虱、叶

蚕，大家要注意防治。”在广顺镇湾河村田间地
头，来自贵州大学的科技特派员桑维钧为群众
耐心讲解水稻病虫害防治工作。

今年以来，黔南州围绕工作不聚焦问题，突
出抓调度压责任；围绕实现“保面积保产量”目
标，突出抓整治做示范；围绕解决产业效益不高
问题，突出抓提质增效；围绕解决生产体系短板
问题，加快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现代农业水利
建设、山地农机化建设、科技强农建设、智慧农业
建设等“五大工程”；围绕解决发展动能不足问
题，加快推进经营主体引进培育、农产品加工业
提质增效、社会化全程服务支撑、农产品质量品
牌提升、农业高质量发展平台创建等“五大行
动”；围绕解决资金投入不足问题，争资争项取得
新成效；围绕稳定农民增收，突出抓好就业产
业。着力稳就业促增收；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
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奋力推进农业高质量
发展。数据显示，黔南州 2022 年二季度农林牧
渔业总产值预计完成209亿元。

在黔南州东部的三都水族自治县凤羽街道
城南社区，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让市民享受到城
市品质提升带来的满满幸福。

近年来，凤羽街道城南社区积极推进“智
慧社区”建设，主要有监控系统、门禁系统、
车辆管理系统、网上便民服务平台四个板块，
全面提高小区智能化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水平，
大力提升社区群众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前段时间我家小孩走丢了，通过监控很快
就找到了，真的很感谢这个监控系统。”凤羽街
道城南社区群众韦德超说。

今年以来，黔南州围绕加快融入“强省
会”战略，打造“贵惠长龙”（贵阳、惠水、长
顺、龙里） 增长极；加快提升都匀“区域中心
城市”主引擎；积极推进“福泉—瓮安”一体
化发展；支持独山打造重点支点城市；加快推
进三都、荔波、罗甸重点城市建设“五大空
间”布局，加快城镇承载能力大提升。同时，
持续推进做强城镇经济专项行动、城市更新专
项行动、公共服务提升专项行动、城镇治理能
力提升专项行动、促进城乡融合专项行动、基
础设施补短板专项行动“六大专项行动”，加快
提升城镇功能品质。

东西南北，“四化”推进火热，黔南各地干部
群众在新征程上，合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最强音！

东西南北“四化”火热推进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梁晓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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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随着黔南州“好花红”文化体验行“流光
溢彩·荔波夜”的持续升温和各类促消费举措的推进，
荔波县“夜经济”快速复苏。

个性潮玩、手作配饰、手工银饰……在荔波古镇景
区，许多摊位次第排开，木架、白棚、灯串的搭配显得
清新文艺，随手一拍都很“出片”，吸引不少游客打
卡。每逢 19 时整，古镇还推出巡游文化表演，向游客
展示民族文化。

“这次我要玩陀螺。”巡街文化表演吸引不少小朋友
前来与表演者互动。

2020年以来，荔波古镇景区先后被评为省级夜间文
旅消费聚集区培育单位、贵州省十大文化旅游街区、贵州
十大最具消费潜力网络口碑夜市街。今年 7月，荔波古
镇景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散区。

社交平台上，不少游客已经发布了旅游体验、晒出
打卡照片等，引得人们纷纷“种草”。

“白天到小七孔景区看山、玩水，晚上到荔波古
镇，不仅能品尝本地特色美食，还能观看富有荔波民族
特色的演出，真是惊喜不断。”来自重庆的游客王君瑶
在社交平台上写道。

“随着游客增多，我们增加安保人员加强安全，并且
对接公益志愿者在古镇内为游客提供免费服务，让远道
而来的游客朋友游得开心、玩得放心。”贵州城康集团董
事长助理张钊说，下一步会针对夜间商家招商、夜间灯光
及夜间特色民族演出品牌打造。目前正在制定新的管理
制度及相关机构建设，为进入荔波古镇的游客提供更优
质的服务。

为持续发挥荔波县文化旅游资源优势，荔波县旅游
景区从 6月 1日到 7月 31日实行“住荔波赠送门票”“在
校学生免门票”相关政策，释放消费活力，促消费，提
经济。

在荔波美食街，当地不少特色美食聚集。华灯
初上，豆花烤鱼、佳荣牛肉、酸梅汤摊位前人来人
往……

“政府推出减免景区门票政策以后，给我们商家带
来‘流量’，店里每天都爆满。”邹胖哥好好吃负责人
说，最近新开发的“火焰山烤肉”菜品一经推出就受到
众多消费者喜欢，每晚都有很多慕名来体验的游客。

“5月以来，逐步进入复苏阶段，相对于 1月至 4月
已增长 5倍以上。接下来，荔波将推动旅游品牌提质，
打造民族文化创意产品和旅游商品品牌，确保省第十三
次党代会精神落实落地。”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
局长覃晓康说。

烟火气烟火气

荔波荔波““夜经济夜经济””
快速复苏快速复苏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张云开

眼下正是水稻生长孕穗期，也是开展水稻管理的关
键环节。为确保今年水稻生产稳产、高产，近日，长顺
县充分利用农用植保无人机对水稻进行田间病虫害和杂
草防治，助力水稻稳产丰收。

“我们合作社现在有 3 台大疆 T40 植保无人机，趁
天气好，我们出动植保无人机，为群众做好飞防工作，
让粮食实现增产丰收。”长顺县诚福耕农机农民专业合
作联社农机操作手陈金城一边操控无人机一边说。

2022年，长顺县共种植水稻 13.1万亩，推行水稻钵
苗育秧全程机械化 1万亩，通过不断提高农业机械化水
平，着力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激发群众参与主动性，助
力“粮食安全”。

“我们夏管准备实施 7.8万亩水稻飞防实现统防、统
治效果，目前已完成 1.9万亩，将持续至8月底，统防统
治率可达 95%以上，病虫害防治效果达 90%。”长顺县
种植业发展中心主任刘宗朝说。

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技术
推广，提升农业设施化机械化智能化水平。2022 年，
长顺县以加快推进山地特色农业现代化为目标，突出
粮、油、菜三大主导种植业，夯基础、上设施、强装
备，全力构建 1个县级总社、7 个乡镇分社、N 个社会
化个体的“1+7+N”机械化社会服务体系，促进农业高
质量发展。

做强 1个总社。以长顺县诚福耕农机农民专业合作
社为总社，引领 7个镇 （乡、街道） 各一个分社发展，
以租赁、发包业务等多种合作方式调度合作社、企业、
农户农机具服务到户的模式构建农机服务体系。

组建 7个分社。在乡镇建立 7个分社，采取政府主
导、总社主营、分社主业、社会投入的方式，各镇
（乡、街道） 整合辖区内社会资本组建农机合作社，合
作社根据总社部署和安排，具体落实辖区农机社会化服
务工作开展。

织密 N 个网点。以村党组织为引领，建立村联络
站，融合N个农机资源，与分社以租赁或合作方式，参
与开展片区社会化服务。

随着长顺县持续加大推行农业全程机械化的工作力
度，农机社会服务化服务日渐完善，长顺县农业现代化
建设步伐不断加快。

加速跑加速跑

长顺农业长顺农业
机械化机械化““升级升级””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沈长志 眼下正是佛手瓜丰收的时节，惠水

县好花红镇弄苑村佛手瓜种植基地里，
佛手瓜挂满枝头，放眼望去，都是瓜农
采摘、分拣、搬运的身影。

2007年，弄苑村探索在旱坡地试点种
植佛手瓜，100亩示范点得以成功种植。
2013年，弄苑村采取政府补助一部分、农
户出资一部分方式，引导群众参与种植。

自脱贫攻坚号角吹响以来，惠水县
以弄苑村、清水村、幺关村、石头关村、六
马村 5 个村为主，发展“佛手瓜”产业
带。如今，弄苑村佛手瓜种植面积 2800
亩，实现产值约 750 万元。惠水县全县
佛手瓜种植面积已达5.2万亩。

5.2 万亩佛手瓜产业的发展，是惠
水县不断拓展特色农业产业的缩影。

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大力发
展特色林业和林下经济，着力提高农
产品加工转化率，建设“一县一业”
示范县，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 。 如 今 ， 惠 水 正 大 力 发 展 以 佛 手
瓜、茭白、蜂糖李、茶叶、金钱橘、
中药材等种养产业为主导的“一村一
品”或“一村多品”产业发展格局，
通过“致富带头人+”模式，让群众
实现持续稳定增收。

2022 年，惠水县完成粮油作物生
产种植面积 45.02万亩，2021年至 2022
年度完成油菜 7.25 万亩，2022 年秋冬
种预计种植油菜 7.8 万亩；上半年，完
成全县茶叶产量 1322吨，产值 3.356亿
元；春茶采摘全县带动 16000 余人务
工，务工收入2000余万元。

在一个个特色产业发展得如火如荼
的时候，新的资金、技术、人才、理念
源源不断输入惠水，10万亩涟江大坝不
断探索出乡村旅游、观光农业、农耕体
验和生态农业等相互融合的现代农业发
展思路，为惠水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
重要动力。

多元化多元化

惠水惠水““一村多品一村多品””
谋发展谋发展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陈杨

7月27日上午8时许，独山人才之家工作人员陈玲来到人才之
家，整理桌椅，更新报刊……一系列操作后开门迎客。

“不仅要服务好到人才之家的客人，更要将访客留言信息
整理并反馈到县委组织部门进行处理。”陈玲说。

占地1000平方米的独山人才之家，于今年5月31日正式投用，
是独山县委组织部结合新时期人才服务需求打造的人才服务载体，
也是黔南州首个投入使用的人才之家。

走进人才之家，专家研发区、休闲交流区、项目洽谈区、成果展
示区区划分明。成果展示区展板上，展示着独山各领域人才风采；
休闲交流区摆满报刊书籍，充分满足客人阅读、休息需求。

“我们将758名优秀人才纳入重点领域人才库管理，并选择部
分在人才之家进行风采展示，营造尊才爱才良好氛围。”独山县委
组织部部务委员施柔汀说，人才之家为独山人才服务重要阵地和
窗口，从县人社局抽调专人进行驻点服务，可为各类人才提供政策
咨询、商务洽谈、创业指导、充电学习等“一站式”服务。

翻开留言簿，记者发现，这个投用不到两个月的人才之家，
已承接人才沙龙、学术研讨等活动60余场。

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把人才资源开发放在最优先位置，深
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省战略，以超常规举措实施人才“四大工程”。
据了解，独山县委组织部在开展好驻点服务的同时，以人才之家为
载体，构建多部门信息互通的人才服务机制，与独山实施的“百泉回
流”人才招引工程形成“组合拳”，推动形成招引、培育、扶持、服务于
一体的人才工作闭环。

“前段时间我们向人才之家提出优化公交路线方便职工上下
班意见后，县委组织部及时到企业调研，并立即协调有关部门与
我们进行对接。”独山东峰矿业有限公司总经办主任毕辉说，人才
之家的建设，为企业引才、育才、用才、留才提供了强力支持。

“下一步，我们将以人才之家建设为契机，加强与各部门、
企业之间的联系与合作，深化拓展人才之家内涵。”施柔汀说，
目前人才之家以每月一主题的形式，定期开展人才交流学习活
动；同时，他们加强与政务中心、投促等部门合作，打造集成惠
企政策包，推动“项目+人才”双落地机制，将人才之家真正打造
成人才服务的“一站式”窗口，推动政策聚人、服务聚人，为县域
高质量发展聚才聚智。

聚智力聚智力

独山人才之家独山人才之家
““一站式一站式””服务服务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莫宇

黔南篇

1.记者陈杨在惠水县王佑镇冷水村桃园基地。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陈杨 摄

2.记者莫宇 （左） 进行独山教育成果采访。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陈庆 摄

3. 长顺县诚福耕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内，记者沈长志（右）
采访合作社负责人。 通讯员 朱涛 摄

4.记者张云开体验荔波精彩夜生活。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张云开 摄

5.记者梁晓琳在荔波县瑶山瑶族乡拉片村。
通讯员 徐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