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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

落实“四新”“四化”
推进“两大”“一高”

本报讯 （通讯员 王俊） 近年
来，贞丰县紧扣产业发展定位，不断加强
农业科技投入，扎实开展好农业科学种植
管理技术培训，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让
百香果产业从初加工走向深加工，不断提
升产品附加值，力争百香果产业效益最大
化。

贞丰全县共发展百香果2万亩，其中群
众种植百香果 1.37 万亩。如何实现效益最
大化，科学种植管理是关键。为提升农户
种植管理水平，贞丰县鲁容乡通过对园区
管理人员进行常态化培训，将科学种植管

理技术推广到农户中去，提升百香果种植
规范化标准，实现百香果产业提质增效。

“公司定期组织我们管理人员到外面的
大企业，学习先进的科学种植管理技术，
再把这些技术带到基地，对务工的老百姓
进行培训，真正让我们基地的百香果提质
增效。”贞丰县鲁容乡百香果园区技术管理
人员向成刚说。

同时，园区还与中国热带农业科学
院、贵州省农业科学院签订科技合作协
议，在鲁容乡建设3300平方米冷库和加工
厂，精深加工百香果产品，（下转第二版）

打好组合拳，做大“煤电网铝+”循环经济产业
——兴仁市全力推进新型工业化侧记

（详见第三版）

本报讯 （特约记者 尤立
宪 通讯员 陈良盛） 今年以
来，为增加烟农收入，更好地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我州开展“三
大行动”发展烟叶，实现收入9亿
元以上，让烤烟产业成为烟农

“金饭碗”。
开展安心种烟行动。采取

“合同收购+保险兜底”模式，种
植前签订收购合同，每亩按250斤
数量签订合同，让烟农种烟不愁
卖；通过种烟投保，绝收每亩理
赔 1500 元，让烟农吃上“定心
丸”。今年全州有8649户村民发展
烟叶，户均面积 28.6 亩，同比增
加1.9亩。

开展产业融合行动。实行
“一基三主”稳一产，坚持“粮烟
协同、以烟促粮”，推动“烤烟+
N”产业融合，建设产业综合体
示范基地3个，实现烤烟、水稻、
油菜接茬轮作比例 90%以上，接
茬轮作亩均增加收入3000元。

开展惠民增收行动。统一实
施专业化育苗、专业化机耕、专
业化烘烤、专业化分级，每亩烤
烟比传统用工少12个，亩均为烟
农减少成本960元。今年全州24.7
万亩烤烟，烟农户均收入 10.7 万
元，同比增加1.4万元。

秋收过后，册
亨县冗渡镇坛坪坝
区蔬菜基地又忙碌
起来，黔西南北岸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通过村集体合作社

组织基地附近群众开始新一轮的蔬菜种植。从空中俯瞰坝
区，一条条笔直的机耕道向远处延伸，水肥一体化喷灌设
备正给下种的菜地喷水灌溉，经过机械平整后的菜地里，
几十名群众正在处理刚冒出头的菜苗，而这些菜，都是要
供应粤港澳地区的精品菜。

“我们在这里种植的‘广东菜心’一年采8茬，每亩
土地年产值超2万元。”北岸农业公司总经理赵波介绍。

这几天，坛坪村村民陈明香和乡亲们一起，每天一
早就到蔬菜基地上工。当地大规模种植蔬菜还是这两年
的事，从育苗、下种、管护、采收到包装都有讲究，需
要经过专业培训后的人才能胜任，对于习惯了传统种植
的当地群众来说，“新型农民”这个词还比较新鲜，他
们从最初的不习惯，逐渐成为熟练工。

“在这里，一天工作9个小时，一天收入90块钱，我
家的2亩地也流转给公司，这样就有两份收入。关键是离
家近，可以照顾老人和小孩，不用外出打工了。”陈明香
心里有本账。

坛坪驻村干部韦仁周说：“秋收过后，我们国庆也

没休息，赶紧组织群众来蔬菜基地种菜，多种几茬菜，
大家就多得一点收入。”

坛坪坝区是册亨县第一个标准化、规范化蔬菜示范基
地，第一个千亩供港蔬菜基地，第一个东西部扶贫协作粤
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基地，总面积1070亩，涉及农户
346户1409人。2019年以来，册亨县大力推广“龙头企
业+合作社+农户”模式，引进黔西南北岸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大力发展蔬菜产业，公司化管理、市场化运作。截至目
前，累计采收“广东菜心”620余万斤供往粤港澳大湾区，
产值2200余万元，每年带动当地群众增收190万元以上。

脱贫成色要足，乡村要振兴，发展产业是关键。坛
坪村坚持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发展思路，把产业振兴
作为乡村振兴重中之重，组织化、规模化、市场化发展特
色优势产业，在贫瘠、破碎的土地上探索实施生态种植、
养殖。引进“香港小母牛”项目，采取综合可持续发展模
式，带动127户农户养殖肉牛、100户农户种植高粱，预
计每户增收 6000 元以上。推行代养模式发展矛香猪产
业，完成矛香猪圈舍改造及配套设施建设，首批280头矛
香猪已全部进场，预计产值19.6万元。

目前，坛坪村已被列为我省特色田园乡村·乡村振兴
集成示范试点，坛坪村两委集中力量，拓宽增收新渠道，
激发振兴新动能，驱动发展新活力，建设宜居新家园，构
建治理新格局，奋力推动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
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打造册亨乡村振兴示范点。

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电 中共中
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在
纪念辛亥革命 11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英文单行本，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
版发行。

习近平《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

大会上的讲话》，高度评价了辛亥革命
的历史功绩和重大意义，回顾总结了中
国共产党继承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团
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深刻
阐述了辛亥革命 110 年来的历史启示，
郑重宣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坚强决心和坚定意志。这篇重要讲话英
文单行本的出版发行，对于国内外读者
深入了解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进行的艰苦
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迎来的民族复
兴光明前景，具有重要意义。

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电 在中国
传统节日重阳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对老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代表党中央
祝全国老年人健康长寿、生活幸福。

习近平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
度重视并切实做好老龄工作，贯彻落实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把积极
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
发展全过程，加大制度创新、政策供

给、财政投入力度，健全完善老龄工作
体系，强化基层力量配备，加快健全社
会保障体系、养老服务体系、健康支撑
体系。

习近平强调，要大力弘扬孝亲敬老

传统美德，落实好老年优待政策，维护
好老年人合法权益，发挥好老年人积极
作用，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
享幸福晚年。

习近平对老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

在重阳节来临之际向全国老年人致以节日祝福

习近平《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英文单行本出版发行

10月11日，《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在昆明开幕，来自
140多个缔约方及30多个国际机构和组
织共计 5000 余位代表通过线上线下结

合方式参加大会，共商全球生物多样性
治理新战略，共同开启全球生物多样性
治理新进程。

“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
体。”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
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主席以
视频方式发表主旨讲话，（下转第二版）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论习近平主席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主旨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本报讯 （记 者 唐蓉）
10月12日，2021年全州中医药大
会在兴义召开，会议学习贯彻全
国、全省有关会议精神，安排部
署全州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工
作，奋力开启全州中医药发展新
征程。

州委书记刘文新，州委副书
记、州长黄兴文作批示，州政府
副州长王丽琼出席会议。

刘文新在批示中代表州委对
全州中医药大会的召开表示祝
贺！他指出，全州各级各有关部
门和广大中医药工作者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
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视察贵州
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省中
医药大会部署要求，紧扣“两大
一 高 ” 主 基 调 和 “ 五 个 主 战
略”，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传
承精华、守正创新，结合建设健
康黔西南，健全完善中医药服务
体系，加强中药材资源保护利
用，强化中医药人才培养，注重
优势叠加和有机融合，提升服务
品质和综合效益，系统推进全州
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
为创造高品质生活提供有力支撑。

黄兴文在批示中指出，近年
来，黔西南州中医药发展取得长
足进步，有力增进了人民健康福
祉，特别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过程中，中医药作出了突出贡
献。全州中医药系统要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
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视察贵州重
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黔西南州
中药材主产区之一的优势，坚持
现代化、产业化发展方向，有力
实施中医药产业优强工程、中医
药人才培养工程、中医药传承创
新工程，培育一批叫得响的中医
药品牌和品种，培养一批技术过
硬的中医药人才，让中医药文化
传承下来、延续下去、发扬光
大，为建设健康黔西南、服务高
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近年来，全州中医药系统坚
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积极参
与推动全州中医药事业和产业发
展，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截至
2021 年 6 月底，全州中药材面积
146.3万亩，产量5.24万吨，产值
10.24 亿元，共有薏苡仁、花椒、
金银花等80多个品种。全州累计
建成面积 200 亩以上相对集中连
片的中药材规模化基地 200 多
个、面积近30万亩，中药材产业
带动农户5.18万户14.7万人、助
推 1.18 万户 6.6 万余名贫困人口
增收致富。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
至各县 （市、新区）。州直有关
部门负责同志在州主会场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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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房泰安） 10月
11日，州委副书记、州长、州政府党组
书记黄兴文主持召开八届州政府2021年
第24次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近
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中央、省有
关重要会议、文件精神，研究贯彻落实
意见。

州委常委、州政府副州长刘志华，
州政府副州长黄曼、李淞、刘兴吉、王
丽琼、钱正浩、黄华，州政府党组成员
陶星明参加。

会议强调，全州各级各部门要认真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
11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
悟力、政治执行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要坚持以
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牢牢守住发展和
生态两条底线，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
定不移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奋
力推动工业大突破、城镇大提升、农业
大发展、旅游大提质，确保全面完成州
委州政府年初制定的目标任务。

会议强调，全州政府系统各级各部
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

话精神，强化生物安全意识、强化生态
环境治理、强化疫情防控成果，为促进
黔西南高质量发展提供安全保障。要深
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
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健全人才服
务体系，提高人才管理水平，全方位培
养、引进、用好人才，推动新时代人才
工作高质量发展，切实为全州高质量发
展提供人才保障。

会议要求，全州政府系统要深入学
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学习
教育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提高政
治站位，切实增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
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把党史学习

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全州高质量发展的
强大动力。要持续精准发力，深入推进
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切实把涉及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
解决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要认真对标中央、省委和
州委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落实
落细工作举措，强化工作调度，高标准
高质量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各项工作，
确保取得实效。

州政府副秘书长、州政府办公室副
主任，州政府各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
议。

八届州政府召开2021年第24次党组（扩大）会议
黄兴文主持

近年来，兴义市牢固树立并落
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加大对辖区内河流、湖泊、水
库等生态环境保护，努力实现生
产、生活、生态共融的良好局面。

图为兴义市兴西湖水库库区平
静的湖面与绿意葱葱的群山互相映
衬，勾勒出一幅碧水蓝天、山青水
净的大美画卷。

特约记者 刘朝富 摄

“我们公司是行业内最早大批量生产、
销售大单晶NCM523三元材料的厂家，是
国内主流的正极材料供应商，国内排名前
列的动力三元材料生产商。”据贵州振华义
龙新材料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梅铭介绍，该
公司生产的锂离子动力电池三元材料，以
其循环、容量、安全的突出优势，成为国
内动力电池著名生产商宁德时代、微宏动
力的供应商，产品供不应求。

2017年1月，贵州振华义龙新材料有限
公司落户义龙新区新材料产业园，是一家
从事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研发、生产及销
售的企业，也是一家高新技术、智能制造
的现代工业企业。

同时，落户在义龙新区新材料产业园
的稀美资源 （贵州） 科技有限公司也正在
如火如荼地建设中。稀美资源公司主要生
产经营高纯、高性能合金及制品金属合金
材料，建成后将形成年产 500 吨钽金属、
1000吨铌金属冶炼加工能力，预计总产值
达20亿元。

集群式联动，全产业链推动。义龙新
区新材料产业园是我州着力打造新型材料
产业集群的一个缩影。

兴仁市铝产业集群，以登高电解铝为
产业基础，先后引进了贵州骅骏铝业科技
有限公司、锦兴年产25万吨轻量化交通循
环装备智能制造、贵州龙凯科技汽车轮毂
生产线等多家电解铝上下游产业项目。随
着项目陆续投产，全产业链将创造产值200

亿元以上，解决就业2000人以上。
我州在着力打造新型材料产业集群

时，聚集产业发展，推动新材料产业落
户，以电价优势为着力点，积极谋划对
接，争取了振华新材料公司落户，使锂离
子电池产业从无到有，跨出了坚实的一
步，打下了较好的发展基础。

除此之外，集聚产业转型需要，推动
产业加快发展。振华新材料项目落户以
来，我州不断加大项目建设帮扶协调力
度，一期 2 万吨项目 2017 年开始建设，
2018年2月建成投产。同时，进一步加强和
省工信厅等相关部门汇报对接，振华新材
料于 2017 年、2018 年列入省级“千企改
造”高成长性企业，2020年列入省级“千
企改造”龙头企业，2017 年以来共获得
省、州工业和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1200万
元，支持企业进行项目建设。

据州工业和信息化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接下来，我州将依托铝产业基础，着
力引进汽车轻量化、乘用车、轨道交通、
氢能储能、氢能源电池及氢能源车辆配套
等项目。拓展引入LED铝基板、铝型材等
其它铝和铝合金生产加工项目，着力打造
高性能铝基新材料产业集群。依托义龙新
区、兴义市锂离子电池材料产业发展基础
和电价优势，大力发展锂离子电池、钛合
金、钽铌材料等新材料产业，高质量打造
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

集群式联动 全产业链推动
——我州着力打造新型材料产业集群

记者 肖雄 通讯员 代时勇

拓宽增收渠道 驱动发展活力
——册亨县抢农时抓产业推动乡村振兴

特约记者 叶方杰 通讯员 黄琳琳 钟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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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丰县促进百香果产业提质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