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11 月 7 日，部校共

建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传媒学院工作推进会在贵州

师范大学（花溪校区）举行。 会

上，云岩区委宣传部与贵州师范

大学签署共建实践基地协议，合

作建立地方党委宣传部门与高

校在人才、信息、技术等方面的

资源共享平台， 探索现代传媒

产、学、研发展的深度结合。

根据协议，合作双方将共同

开展新闻出版与广播影视、传统

媒体与新兴媒体等相关人员培

训、宣传策划、舆情监测、效果分

析、融合发展研究等工作。 同时，

双方还将共同开展科研课题申

报及研究、专业评估、人才培养

和教学质量监控等工作。

合作期间，贵州师范大学将

在云岩区新闻中心建立“贵州师

范大学传媒学院实习实训基

地” ，形成双方联合培养创新型、

实用性传媒人才的新模式。 并建

立“互派互挂” 机制，根据双方

工作和教学的需要，选派符合条

件人员到对方单位进行挂职和

交流。

（本报记者 黄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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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堡·王岗第四届布

依文化 “谢牛节” 在

乌当区新堡乡王岗村

举行， 游客和村民们

欢聚一堂， 一起蒸糯

米、打糍粑，见证寨老

给牛戴花、吃米饭、表

谢意。

图为 “谢牛节”

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樊荣 / 文

韩德贵 / 图

前不久， 息烽县石硐镇大洪

村中康猕猴桃园区的贵长猕猴桃

全部采摘完毕， 通过货车运往全

国各地。 而村民任福荣则通过在

园区采摘猕猴桃， 一个星期赚了

一千多元，他说：“以前要去省外

打工，才能维持全家人的生计，现

在家门口就可以实现。 ”

“以前，大洪村可不是这样

的。 ” 大洪村村支书罗彪说，曾

经，大洪村人均耕地少，土地石

漠化严重，又无产业支撑，靠种

植玉米 、 水稻等传统农作物为

生，将近一半的村民选择外出打

工。 被列为贵州省级特别贫困村

之一， 也是贵阳市 20 个特别困

难村之一。

当全市吹响了乡村振兴的号

角后，缺人才、缺技术、缺产业的

大洪村靠什么来振兴？ 村民又怎

样实现增收致富？

改变源自于贵州中康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的到来。

2014年底， 准备返乡创业的

舒红接受了石硐镇政府的邀请，

带着经商赚到的上亿资本， 成立

了贵州中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她说：“看到家乡的发展和外面

存在很大的差距， 我想为家乡做

一些事情， 让父老乡亲们一起受

惠。 ”

大洪村的特色是土地， 舒红

和公司其他成员到全省多个地方

反复调研，考察产业及其市场。经

过反复考察， 中康公司规划了以

发展猕猴桃为主导产业， 配套蔬

菜、刺梨、脆红李、烤烟、肉鸡等特

色产业的中康现代生态农业园

区，涉及石硐镇的中坝、大洪、石

硐等行政村。在政府的帮助下，园

区于 2015 年初开始建设。

“选择猕猴桃作为主导产业，

不仅因为它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

业，可以带动一大批村民务工。 其

次猕猴桃经济效益较高，一亩地有

一万元左右的收入。 ” 舒红说，发

展产业，技术、资金、销售、管理等

因素缺一不可， 缺少哪一个环节，

产业都会面临失败的风险。

在技术上， 通过当地党委政

府的牵线搭桥， 从 2015 年底开

始， 公司邀请了贵州大学农学院

的农业专家， 指导猕猴桃的种植

和管理， 从技术上保证了猕猴桃

的高标准种植。在销售上，公司主

要选择了重庆洪九果品等全国知

名果商合作， 解决了销售上的问

题。

“今年是中康猕猴桃第一年

对外销售，我们打造了息烽‘弥

天大圣’ 这一品牌。 ” 舒红说，今

年 9 月， 中康猕猴桃园区举行了

品牌推介会，有近 50 家果商来到

大洪村完成签约。

据悉， 中康猕猴桃园区核心

区种植猕猴桃 4800 亩， 其中，挂

果 1200 亩， 产量约 120 万斤，产

值近千万元。

不仅如此，2017 年底， 石硐

镇政府与中康公司达成合作，将

市生态委的 180 万元扶贫资金，

为大洪村 51 户低收入困难户无

偿代建、 代管、 代销 102 亩猕猴

桃基地， 按村集体 10%、 土地入

股户 20%、 低收入困难户 70%的

分红比例进行分红。 此外，中康

公司还为石硐镇低收入困难户

代建 1022 亩的 “康农共享庄

园” ， 共涉及全镇 752 户低收入

困难户，在红星、大洪、木杉等 5

个村种植猕猴桃，按村集体 5%、

低收入困难户 65%、 土地入股户

15%、 中康公司 15%的分红比例

进行分红。 园区丰产后，低收入

困难户预计每年每亩可增收 1.5

万元以上。

靠山吃山， 曾经的 “山咔

咔” ，如今却成为了“果盘子” 。

通过打造中康猕猴桃园区，

猕猴桃成为了大洪村的支柱产

业，让许多村民有了盼头，纷纷选

择回村就业。据舒红介绍，今年以

来，包括大洪村及周边村子在内，

到猕猴桃园区务工的村民达上万

人次， 长期稳定在园区务工的有

60 多人。

今年， 大洪村的村民汪世斌

和妻子选择回村就业，他说：“现

在，我们俩在猕猴桃园区务工，两

个人一个月的收入加起来有 5000

多元，不仅如此，平时还能照料家

里。 ”

对于未来的生活， 汪世斌心

里早已有了打算：“家里有 8 亩

地入股了市生态委出资的 102 亩

猕猴桃基地，每年分红 20%，等猕

猴桃挂果后，预计有一万多元。除

了土地分红外， 我还打算干点其

他生意，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

本报记者 黄菊

“山咔咔”里种出致富“弥天大圣”

———息烽县石硐镇大洪村发展猕猴桃产业助农增收见闻

本报讯 为切实推动安全

生产工作， 观山湖区 17 个行业

主管部门全面开展安全风险隐

患排查，截至 10 月 25 日，共组

织专项检查 307 组次、出动检查

人员 3315 人次， 检查企业及各

类场所 2726 家次， 查处安全风

险隐患 2454 条， 整改完成 2396

条，整改率达 97.64%。

记者 11 月 7 日从观山湖区

2018 年第四季度安全生产工作

会获悉，该区以强化安全红线意

识、落实安全责任、推进依法治

理、深化专项整治、深化改革创

新等为重点内容，在各镇、社区、

产业园区、百花新城、高铁经济

带服务中心、商贸物流聚集服务

中心等全面开展安全风险隐患

排查。 在建筑施工方面，该区强

化上下联动，及时将安全监管工

作传达到企业，督促建筑施工企

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在道

路交通方面， 强化 “三超一疲

劳” 及“非法营运” 行为打击力

度；在特种设备方面，重点强化

特种设备领域安全监管执法，开

展电梯安全突发事故应急救援

演练，督促使用单位建立和完善

应急救援预案制度，提高企业安

全责任意识和安全事故应急处

置能力。

下一步，该区将坚持管行业

必须管安全、 管业务必须管安

全、 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将

安全生产关口前移，加强风险防

范意识，加大违法违规行为的处

罚力度。 在冬季来临之际，着重

加强道路交通、消防安全、建筑

施工等事故易发领域的风险防

范。 （本报记者 蔡婕）

强化红线意识

落实安全责任

观山湖区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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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岩区委宣传部与贵州师范大学签署共建实践基地协议

共建资源共享平台和学院实习实训基地

▲近日， 南明区水口寺社区

对辖区校园周边食品安全开展专

项整治行动， 进一步消除食品安

全隐患，保障广大师生食品安全。

此次整治行动以华麟学校、 水口

寺小学、蟠桃宫小学周边的超市、

便利店、食杂店等为重点对象，对

学生消费量较大的膨化食品、乳

制品、肉制品、饮料、雪糕、糕点等

开展快速检测和监督抽检， 确保

食品安全卫生。 （瞿娇 邓娅）

简讯

本报讯 日前，十二届修文

县委第四轮巡察的 4 个巡察组，

全部进驻县卫计医疗机构、人民

团体、 国有平台公司等 12 家单

位，开展政治巡察，并对市委巡

察的小箐镇、六桶镇、谷堡镇、六

广镇、扎佐镇、大石布依族乡 6

家乡镇巡察整改情况开展督促

检查。

据了解，此轮巡察围绕党的

政治建设，重点检查维护党中央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情况；围

绕党的思想建设，重点检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情况；围绕党的组

织建设，重点检查选人用人和基

层党组织建设的情况；围绕党的

作风建设， 重点检查整治 “四

风” 问题的情况；围绕党的纪律

建设，重点检查党规党纪执行的

情况；围绕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

性胜利，重点检查领导干部廉洁

自律和整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

的情况。

此外，十二届修文县委第四

轮巡察还将对被巡察单位学习

宣传、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 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切实推进《条例》各项规定

落到实处。

据悉， 本轮巡察将持续到

12月底结束。

（本报记者 章婧）

修文县委第四轮巡察工作全面展开

进驻 12 家单位巡察

持续到 12 月底结束

筑城清风广角

“ ”

政治生态 护林员

中共贵阳市纪委 贵阳市监委

本报讯 为规范招商引资

程序， 提高精准招商能力和水

平，近日，乌当经开区管委会对

贵州生诺生物公司 “贵州———

太瑞国际区域性精准医疗中

心” 项目落户智汇云锦孵化基

地进行了评审，标志着乌当经开

区招商引资项目专家评审工作

正式启动，也标志着该区招商引

资工作向精准招商和板块招商

迈出重要一步。

评审前，乌当经开区管委会

从生物医药专家库中筛选有资

质专家，组成专家评审组，经开

区管委会项目招商领导小组介

绍了大健康产业项目招商专家

评审工作机制建立情况和与贵

州生诺生物公司前期的对接、洽

谈和考察情况。 评审中，专家组

专家听取了生诺生物公司的整

体情况介绍以及该项目的具体

建设方案，重点针对项目技术能

力、项目前景、专家团队、投资计

划、产出能力、财税贡献、环境影

响等指标与生诺生物公司相关

负责人进行了交流、 沟通和质

询。

最后，专家组进行了反复讨

论和交流，提出将继续深入了解

该企业的发展情况及综合实力，

提出 3 个工作日内专家组将反

馈书面评审意见或建议供乌当

区项目招商领导小组决策参考。

（本报记者 樊荣）

乌当经开区提高精准招商水平助力

大健康产业项目

招商企业落户前

先过专家评审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