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营镇新民村：

长短结合铺就持续增收路

通讯员 陈 鹏 桂翎钦

晴隆县中营镇新民村通过党建引

领脱贫攻坚， 积极发挥党员模范带头

作用，因地制宜，引导群众种植枇杷和

早熟蔬菜，通过以短养长、长短结合方

式，帮助贫困群众稳定增收，同时，综

合利用丰富的旅游资源， 打造农旅一

体化美丽乡村， 铺就了一条可持续增

收的致富路。

2018

年，晴隆县委组织部派驻到

新民村的第一书记龙儒洋， 一下到村

里，就开展了各方面的调研活动，并给

自己明确了主要任务，那就是抓党建、

促脱贫。

说干就干，龙儒洋到新民村不久，

就牵头完成党建文化墙建设， 把新民

村打造成了高标准、 高规格的党建示

范点，使用图片、文字的形式，将新民

村发展规划、 目标任务及抓党建促进

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党员干部带头致

富和带领群众共同致富所取得的新成

绩、 发生的新变化进行展示， 以点带

面，点面结合，充分发挥党建工作品牌

效应，全面提升党建工作整体水平。

在党建扶贫工作方面， 新民村两

委公开党建工作清单和民生实事清

单，亮出党员承诺，讲好党员微故事，

建好民情档案，组织一个党群服务队，

成立一个农民专业合作社， 打造乡村

旅游、枇杷产业和早熟蔬菜三大产业，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为打赢脱贫

攻坚战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保证。

龙儒洋介绍：“近年来， 新民村党

支部充分发挥自身战斗堡垒作用和广

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带领全村群

众大力发展种植枇杷， 目前全村规模

种植枇杷

3000

亩，实现户均增收

3500

元左右，为如期脱贫打下了良好基础。

下一步我们党支部将结合新民村毗邻

光照湖的区位优势， 全面实施农旅一

体化发展，实现乡村振兴，进一步巩固

脱贫成效。 ”

新民村属低热河谷区， 适合种植

枇杷，该村的枇杷树长势良好，果子酸

甜可口，市场价格好。就是这么好的产

业，刚开始无论村干部怎么动员，村民

们也不敢大面积栽种， 他们担心不懂

技术产量低， 另外一个是担心产量大

卖不出去。

(

下转第二版）

“壮丽 70年 奋斗新时代”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

主题征文启事

今年，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70

周年

华诞。这是伟大的

70

年、奋进的

70

年、

辉煌的

70

年， 更是载入史册的

70

年，

也是黔西南州同全国人民同呼吸共命

运，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同步小康的关

键之年。

70

年的辉煌历程，值得我们去

讴歌、去记录。

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由中共黔西南州委宣传部主办，黔

西南日报社承办，开展“壮丽

70

年 奋

斗新时代”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主题征文活动。 相关事宜如下：

1.

征文主题：壮丽

70

年 奋斗新时

代

2.

征文内容：以故事的形式，记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期间个人

的经历、见闻、感受，讲述我州政治、经

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等方面的发

展变化。 用小故事反映大时代，以小切

口反映大主题。

3.

征文体裁：纪实散文。 稿件必须

原创 ，故事真实 ，未公开发表 ，谢绝杜

撰，文责自负。 稿件

3000

字以内。 尽量

提供相关图片，尤其是有纪念意义的老

照片（可以讲述老照片背后的故事）。

4.

征文时间：即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黔西南日报》将开设“壮丽

70

年 奋斗新时代”专栏择优刊发，稿

酬按千字百元计发。

5.

征文评奖：征文活动结束后，将

聘请专家组成评委会，对入选作品进行

评奖。 设一等奖

2

名，奖金各

2000

元；

二等奖

4

名，奖金各

1500

元；三等奖

6

名，奖金各

1000

元；优秀奖

10

名，奖金

各

300

元。评奖结果及获奖作者名单将

在《黔西南日报》和中国黔西南网站、北

纬

25°

的黔西南

APP

上公布。

投稿邮箱：

1027237787@qq.com

联系电话：

18885996609

（文建秋）

“壮丽

70

年 奋斗新时代” 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主题征

文组委会

2019

年

5

月

17

日

黔西南州道地中药材招商引资推介对接会在安徽亳州举行

穆嵘坤出席并讲话

本报讯 （记者 蔡定平）

5

月

14

日，黔西南州道地中药材招商引资推介对接

会在安徽省亳州市举行。 州委副书记穆嵘

坤出席并讲话， 亳州市政府副市长曹振萍

出席并致辞， 亳州市政协副主席张俊民出

席。 黔西南州政协副主席陈晴主持会议。

穆嵘坤向企业家介绍了黔西南州经

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中医药发展规划目标，

并热忱欢迎企业家到黔西南投资兴业。穆

嵘坤说，黔西南州区位突出，资源丰富，生

态良好，气候宜人，发展中医药产业具有

得天独厚的优势。 目前，全州处于决战脱

贫攻坚、决胜同步小康的关键时期，正在

实现后发赶超、升级跨越，一系列优惠政

策、巨大的发展潜力，为到黔西南创业发

展的企业提供了良好的机遇。黔西南州将

以最大的诚意，提供最优的服务，保持最

高的效益，全方位多层面配套措施，切实

让投资者获得丰厚的回报。

会上， 有关合作各方就黔西南州药

企入驻康美（亳州）华佗国际中药城合作

项目、 黔西南州药企入驻亳州中药材商

品交易中心合作项目、 黔西南州道地中

药材产销对接合作项目、 药通网黔西南

州运营中心合作项目、 兴仁市连翘基地

及加工项目进行集中签约。

亳州市

80

多家药企负责人参加推介

会。

杨永英在调研州强制隔离戒毒所建设项目时强调

高效科学有序推进建设

确保早日建成收戒

本报讯 （记者 黄 莹）

5

月

14

日，州委副书记、州长杨永英在兴

义市乌沙镇调研州强制隔离戒毒所建

设项目时强调，要以高度政治责任感，

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 高效科

学有序推进项目建设， 确保早日建成

收戒，为全州社会和谐稳定贡献力量。

州政府副州长、 州公安局局长李淞参

加调研。

在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后，杨

永英主持召开座谈会， 听取有关工作

情况汇报， 了解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和困难。她指出，州强戒所的建

设是一项政治工程、民生工程，事关社

会安全稳定， 对打赢禁毒人民战争具

有重要作用，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加强领导，精心组织，高位推动项目的

建设，完善项目相关手续，做好收戒的

要素保障，让项目早日竣工验收、投入

使用，为全州社会和谐稳定贡献力量，

以优异成绩向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

礼。

杨永英强调， 我州禁毒工作任务

重、压力大，州强戒所是全州推进平安

建设的重要机构之一， 在社会治理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 州直有关部门要成

立工作专班， 针对项目推进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进行梳理，列出问题清单，拿

出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书，深入研究

并逐项解决， 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

提下，确保州强戒所早日建成收戒，为

我州创建全国禁毒示范城市贡献力

量；要严格监督管理，积极完善项目相

关手续，确保项目合法合规，将项目打

造成优质工程、廉洁工程；要积极争取

上级支持，主动作为，加强沟通协调，

切实解决人员编制、资金使用、土地规

划等问题；要加强干部培训，组织管理

人员外出学习借鉴优秀强戒所经验，

提高规范化、 科技化、 智能化管理水

平，为下步收戒工作打下坚实基础，力

争把州强戒所做成全省的示范和样

板。

李淞要求聚焦验收标准、 加快调

整分析； 聚焦收戒目标、 加快保障筹

备；聚焦进度任务，实行每周调度，确

保项目早日建成投入使用。

参会人员就如何解决项目推进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交流发言。

州政府秘书长詹丹志， 州直相关

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全国最美家庭揭晓

我州杨伦建王磊刘芝昌 3个家庭上榜

本报讯 （记者 张英文）

5

月

15

日，全国妇联在北京揭晓

2019

年度

全国“最美家庭”，全国有

999

户家庭荣

获全国“最美家庭”荣誉称号。 其中，贵

州省有

25

户家庭获此殊荣， 我州杨伦

建、王磊、刘芝昌

3

户家庭光荣上榜。

在表彰的全国最美家庭中， 有孝

老爱亲，家人团结互助、传承孝德家风

的家庭，有热心公益、崇德向善的家庭，

有父母以身作则、 科学教子的家庭，有

倡导绿色环保理念的家庭，有倡导移风

易俗、文明新风的家庭，有胸怀家国、爱

岗敬业、将家庭幸福梦融入国家富强梦

的家庭，他们都是是弘扬优良家教家风

的榜样，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同家庭成

员一起，推动形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

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文明新

风尚。

近年来， 我州各级妇联深入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要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

家风，把推进家庭工作作为一项长期任

务抓实抓好”的重要指示，以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面向广

大家庭开展 “‘明礼知耻·崇德向善’在

家庭”主题实践活动，涌现出了一批又

一批的“家庭和、家风正、家教好”的先

进家庭典型。他们每个家庭的“美”各有

不同，但都传承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家

庭美德，其中就包括兴义市延安路北门

新居的杨伦建家庭、望谟县大观乡大观

村的王磊家庭、兴仁县回龙镇孔寨村七

组的刘芝昌家庭。

（详见第五版）

今今今今

今今今

今今今

今今今

今今今

今今

日日日日

日日日

日日日

日日日

日日日

日日

导导导导

导导导

导导导

导导导

导导导

导导

读读读读

读读读

读读读

读读读

读读读

读读

壮美的北盘江大峡谷

一个值得你来了又来的地方

2019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

开幕还有 9 天

距

值班总编

/

许新晓

责任编辑

/

张英文

校 对

/

匡奇燃

版 式

/

尤登秀

数字报网址：

http://www.qxnrb.com

中国黔西南网：

www.zgqxn.com

热线电话：

0859-3195186 17708595186

2019

年

5

月

17

日 星期五 己亥年四月十三 第

8633

号 今日八版

黔西南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52-0015

邮发代号：

65-34

QIANXINAN RIBAO 兴义：

20～32℃ /

多云到晴

黔西南州赴沪产业大招商工作组

与上海和佑养老集团、北京新松企业集团座谈交流合作事宜

刘文新讲话 邓家富陈国芳等参加

本报讯 （记者 罗 康）

5

月

16

日， 州委书记刘文新率州产业大招商工

作组到上海和佑养老集团考察， 州人大

常委会主任邓家富、 州政协主席陈国芳

参加， 并一同与上海和佑养老集团董事

长王遂舟、 北京新松企业集团总裁孙杨

座谈交流。

省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副主任王心

一，州委常委、兴义市委书记许风伦，州

委常委、州委秘书长、州委宣传部部长范

华参加。

会上， 兴义市人民政府与上海和佑

养老集团、 北京新松企业集团签订合作

协议。按照协议，三方将在医养旅游融合

等方面开展合作。

刘文新对三方携手合作表示祝贺，

向省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大力帮助黔西南

州招商引资表示感谢。他说，黔西南州地

理气候好、空气质量优、自然生态美、旅

游资源多，非常适宜发展旅游康养产业。

近年来，随着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全

州旅游业快速发展，呈现持续“井喷”的

态势。上海和佑养老集团设施先进、管理

科学、服务一流，北京新松集团理念新、

团队强、经验足，两家企业现在强强联合

到黔西南投资兴业占据了天时、地利、人

和。希望合作各方进一步加强联动，高效

推进合作事项落地，努力打造有特色、有

亮点、有影响的集养老、健康、旅游于一

体的合作典范。

王遂舟、 孙杨分别代表上海和佑养

老集团、 北京新松企业集团对黔西南州

给予企业的信任表示感谢， 并介绍合作

项目有关情况。他们说，黔西南州在发展

康养旅游等产业方面具有非常好的条件

和优势。在前期对接过程中，被兴义市及

黔西南州的认真精神、 扎实作风和诚信

态度所深深感染。 通过此次深入座谈交

流，更加增强了合作发展的信心。他们表

示， 有决心将合作项目打造成为标杆项

目。 将加强三方联动， 坚持互利共赢原

则，务实推动合作项目加快实施、早日见

效，以产业发展带动更多群众就业，为地

方脱贫攻坚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

献。

王心一说， 希望参与合作的三方都

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强力联手取得丰硕

的合作成果。她表示，将持续加大对黔西

南州招商引资工作的支持和帮助力度。

兴义市、州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上

海和佑养老集团、 北京新松企业集团相

关负责人参加。

马岭水利枢纽工程下闸蓄水

本报讯

(

本报记者

) 5

月

15

日， 位于兴义市马岭镇的马岭水利枢

纽工程如期下闸蓄水， 标志着工程主

体基本完工，将逐步发挥供水、发电等

效能。

马岭水利枢纽工程是

Ⅱ

等大

(2)

型

工程，位于兴义市境内马别河中游，是

国家十二五规划末期和十三五规划期

间计划开工建设的

172

项节水供水重

大水利工程项目之一，也是全国

12

个

重大水利

PPP

模式试点之一。

该工程以城乡供水为主， 结合灌

溉，兼顾发电等综合利用，总投资超过

26

亿元。 水库正常蓄水位为

1030

米，

兴利库容为

10720

万立方米， 总库容

为

12892

万立方米。 规划水平年

(2030

年

)

多年平均供水量为

21156

万立方

米，其中，向兴义市中心城区供水量为

6344

万立方米 ， 向 义 龙 新 区 供 水

14154

万立方米， 农村生活供水量为

163

万立方米， 灌溉供水量为

495

万

立方米， 新增灌溉面积为

1.32

万亩。

坝后电站装机容量为

45

兆瓦，多年平

均发电量为

1.24

亿千瓦时。

据介绍，工程由水源枢纽工程、右

岸城市供水工程和左岸城乡供水及灌

溉工程等组成， 实现下闸蓄水后将重

点开展发电机组的安装、 泵站及输水

管线的建设工作。

5

月

14

日，记者拍摄的兴义

市坪东街道洒金易地扶贫搬迁

居住区（二期）建设项目一角。

该项目于

2017

年

7

月开工

建设，总占地面积

6.3

公顷，项目

总建筑面积

202948.18

平方米 ，

工程总投资

52029.43

万元，土建

投资

35900.31

万元，主体工程于

2018

年

12

月底完工 ， 可安置

9700

余人， 目前该小区的绿化、

亮化、路、网、管已基本建成 ，易

地扶贫搬迁相关部门正在安排

搬迁群众陆续入住。

记者 邢贵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