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 10 日, 麻江县宣威镇翁

保村蓝莓基地, 一串串诱人的蓝

莓让人馋涎欲滴。 “以前只晓得

种包谷, 哪晓得我的这块土地还

能生钱!” 46 岁的村民罗永军一

边采摘蓝莓一边对记者说,“今

天又有蓝莓卖了!”

2013 年以前, 罗永军家 5 亩

田土每年都种植水稻和玉米等农

作物,基本是自给自足。 这几年,

看着麻江县蓝莓产业发展越来越

好, 罗永军也奋身挤进蓝莓产业

中。

从最开始的 5 亩发展到如今

15 亩, 罗永军尝到的甜头不少。

“去年我种的蓝莓卖得 5 万元,

今年差不多有 3 万元收入呢!”

罗永军自豪地说, 他摸索出了一

套种植方法,亩产至少 1000 斤以

上。因为品质好,外地老板固定上

门收购,销路不用愁。

罗永军尝到的“蓝莓” 甜头,

正是我省全力推进农村产业革命

带来的实惠。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

去年 2 月以来, 我省全力推进来

一场振兴农村经济的深刻的产业

革命, 把产业革命作为推进产业

扶贫的有效手段, 重点围绕产业

选择、培训农民、技术服务、资金

筹措、组织方式、产销对接、利益

联结、基层党建“八要素” ,深入

推进农村产业发展观念革命、发

展方式革命和工作作风革命。

省农业农村厅提供的数据显

示,今年一季度,全省农业增加值

完成 405.09 亿元 , 同比 增长

5.2%；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2481 元,同比增长 9.8%,比

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1 个百分点。

———产业选择更准。 围绕资

源禀赋和市场需求, 加快调减玉

米等附加值低、破坏生态环境、市

场潜力不足的农产品, 大力发展

蔬菜、茶叶、食用菌、中药材、生态

家禽等特色优势产业。 从顶层设

计上出台了调减玉米种植三年行

动方案等一系列政策文件, 开展

500 亩以上坝区结构调整工作,

为各地选择产业提供科学参考。

2018 年, 全省经济作物种植

面积占比明显提高,蔬菜、水果、

中药材、茶叶、食用菌等五大经济

作物规模基地由 2017 年的 3016

个增加到 4208 个,增长 39.5%。

今年, 在认真分析研判基础

上,我省明确提出以茶、食用菌、蔬

菜、生态畜牧、石斛、水果、竹、中药

材、刺梨、生态渔业、油茶、辣椒 12

大特色产业为主攻方向,12 位省

领导领衔推进特色产业发展。

———培训农民更实。 农民是

振兴农村经济的主体。 通过新时

代农民讲习所等平台, 对种养殖

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骨干、农业

龙头企业带头人等开展轮训,累

计培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

8000 余人,培训贫困村创业致富

带头人 13069 人。 确定国家级示

范基地 3 个、省级培育基地 5 个、

县级培育机构 124 个、 农民田间

学校 81 个, 让 “庄稼汉” 变为

“新农民” 。

———技术服务更优。 科技是

第一生产力。 省级组建 8 个产业

扶贫指导工作组, 长期驻扎市县

督导工作。 新一轮“万名农业专

家服务‘三农’ 行动” 选派专家

9014 名 , 分赴全省 1194 个乡

(镇)开展技术服务,确保每个深

度贫困县都有 1 支专家团队,每

个极贫乡(镇)有 1 名以上的科技

副职或科技特派员, 每个深度贫

困村都有 1 名以上的农业辅导

员,确保专家找得到群众、群众找

得到专家。

———资金筹措更多。 加大中

央和省级财政支农资金整合力

度, 改变财政资金无偿补助的传

统方式,撬动金融、社会资本参与

产业扶贫。开展“千企引进” 和现

代山地高效农业大招商工作。 扶

贫产业子基金落地项目 476 个,

投放资金 278.56 亿元,整合财政

资金 41.78 亿元投入产业发展,

为各地产业发展注入了动力。

———组织方式更活。 在生产

组织方式创新上, 我省坚持强龙

头、创品牌、带农户思路,推动龙

头企业组建大企业集团, 吸引省

(境)外优强企业到我省参与农业

产业化经营, 规范发展农民专业

合作社,实现 100%的贫困村建立

农民专业合作社,100%的贫困人

口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社,100%的

农民专业合作社实现技术团队覆

盖。

———产销对接更畅。 产销对

接是农村产业革命成败的关键一

环。 我省建立省市县三级农业产

业结构调整农产品产销调度机

制, 推动农产品在对口帮扶城市

展销, 在省外设立 110 个分销窗

口。 建立贵州绿色农产品直供直

销通道,实施农校、农超、农医等

对接。 积极融入“一带一路” ,在

东南亚开设 8 个境外分销中心。

搭建全省冷链体系运营管理数据

平台,实现货、车、库有机衔接,销

售渠道更畅。

———利益联结更紧。 以 “三

变” 改革为统揽,推广“龙头企业

+ 基地 + 农户” 生产经营模式,进

一步明确企业、合作社、村集体、

贫困户在产业链、 利益链中的份

额, 帮助贫困户稳定获得订单生

产、 劳动力务工、 入股分红等收

益,实现贫困群众持续增收。 农村

“三变” 改革实现全省乡镇全覆

盖, 实现农民变股东 496.75 万

人、人均增收 481 元,其中贫困人

口 125.16 万人、人均增收 828 元。

———基层党建更强。 办好农

村的事情,关键在党。选优配强村

党组织班子, 注重从农村致富带

头人、返乡大学生、退役军人、合

作社负责人等群体中培养发展党

员。 探索开展“村社合一” ,基层

党组织带动产业发展能力进一步

加强。 目前,全面推广“村社合

一” 经验做法,5164 个基层党组

织建在农民专业合作社上,1651

个基层党组织建在农业企业上。

“八要素” 是系统思维,更是

科学方法。 在“八要素” 的引领

下, 一场振兴农村经济的深刻的

产业革命, 正在贵州大地纵深推

进、开花结果。

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记者

赵勇军 李丽

本报讯 7 月 11 日来自贵

阳市运管局的消息， 修改完善后

的《贵阳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

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

称《暂行办法》）已于日前施行。

《暂行办法》修改了车辆“准入

门槛” 等政策，并规定将网约车

企业服务质量等测评结果向社会

公布。

根据《暂行办法》，在本市申

请办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

证》的车辆，车辆行驶证载明的

初次注册日期至申请办理该证时

可未满 5 年，以前规定为 3 年。在

本市申请办理《网络预约出租汽

车驾驶员证》的驾驶员，应符合

的条件之一修改为 “本市户籍、

持本市有效居住证或办理居住证

有效登记” ， 以前仅明确需本市

户籍或持有本市有效居住证，如

今增加了“已办理居住证有效登

记” ， 意味着只要办理居住证登

记等，就可以申请办理相关证照。

《暂行办法》规定，取得出租

汽车从业资格证件的驾驶员，拟

从事网络预约车经营服务的，办

理相关注册手续后， 方可上岗服

务。退出经营服务的，应办理相应

注销手续。而按照以前的规定，驾

驶员还须参加网络预约车相关内

容培训并经考核合格后， 才可取

得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

证》。 此项修改，将减少驾驶员办

证的手续环节。 此外，《暂行办

法》还取消了“网约车车辆所有

人为个人的， 车辆注册驾驶员应

当为车辆所有人本人， 由车辆所

有人具体从事网约车服务” 规定

限制。

《暂行办法》明确，本市市级

出租汽车管理部门、 公安机关及

相关部门应定期对网约车企业进

行服务质量、 安全管理等相关工

作情况考核， 并及时向社会公布

测评结果。 各相关管理部门应建

立联席会议机制， 对网约车经营

行为进行联合监管和惩戒。 要对

取得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

证》的驾驶员定期复查，对发现不

符合从业条件的驾驶员， 注销其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

《暂行办法》对企业和驾驶

员的“信用记录” 也进行了明确

规定， 有关部门应按照职责对网

约车平台公司和驾驶员建立信用

记录， 并纳入全国和本市信用信

息共享平台。 同时将网约车平台

公司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

信息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上公示。

《暂行办法》鼓励使用新能

源、 清洁能源车辆从事网约车经

营， 并明确网约车行驶里程达到

60 万公里时强制报废，行驶里程

未达到 60 万公里但使用年限达

到 8 年时，退出网约车经营等。

据悉，随着《暂行办法》的施

行，2016 年印发的相关办法同时

废止。

（本报记者 张薇）

本报讯 7 月 11 日，记者从

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我省将

在 7 月 12 日开通贵州首趟景区

高铁直达旅游专列，乘坐专列，游

客可前往黄果树瀑布、 西江千户

苗寨、梵净山等多个旅游景点。据

悉， 此次开通的旅游专列是国内

首趟景区高铁直达列车。

7 月 12 日起，贵州将正式开

通安顺———贵阳———凯里———朱

砂古镇———铜仁景区高铁直达列

车， 这对高铁往返直达列车具体

运行时刻为：去程，安顺西（07:

43 开）———贵阳北 （08:13 到 ，

08:17 开 ）———凯 里 南（08:55

到 ，08:57 开 ）———朱 砂 古 镇

（09:47 到 ，09:50 开）———铜仁

（10:05 到）。 返程：铜仁（11:03

开）———朱砂古镇 （11:21 到 ，

11:24 开 ）———凯 里 南（12:11

到 ，12:13 开）———贵阳北（12:

51 到 ，12:55 开 ）———安 顺 西

（13:24 到）。

旅游专列每天一对， 循环开

行，每列可乘坐 560 人。铁路部门

还针对不同游客特点 ， 设计了

“高铁 + 直通车”“高铁 + 直通

车 + 门票”“高铁 + 直通车 + 酒

店” 等多种组合旅游产品，游客

可根据需求灵活选择。

近年来，随着贵广、沪昆等高

铁的陆续开通， 如何利用高铁这

一纽带将分布在贵州高铁沿线的

宝贵旅游资源串联在一起， 进一

步推动贵州全域旅游向纵深发

展， 成为贵州省和铁路部门共同

关心的问题。对此，贵州省文化旅

游厅、安顺市、黔东南州和铜仁市

以及铁路部门积极推动高铁旅游

项目落地，由成铁商旅集团、贵州

黄果树旅游集团、西江旅游集团、

铜仁交旅投集团共同携手， 联合

推出了贵州首条景区高铁直达旅

游专列， 用高铁大交通配套公路

小交通，形成城市到车站、车站到

景区、景区到宾馆、宾馆到城市的

无缝衔接， 带给游客更加快捷舒

适的旅游体验， 加快全域旅游向

纵深发展。

（本报记者 彭刚刚）

“八要素” :引领农村产业革命纵深推进

贵阳修改网约车“准入门槛”

本报讯 记者 7 月 11 日从

贵阳海关获悉，贵阳海关成立知

识产权保护专项行动工作小组，

即日起全面开展为期 6 个月、代

号为“龙腾行动 2019” 的知识产

权保护专项行动。

此次行动旨在建立健全知识

产权保护工作机制， 强化执法力

度，优化监管服务，有效遏制进出

口环节侵权高发态势，维护公平有

序的进出口贸易秩序，营造知识产

权保护的良好法治营商环境。

据悉，这是贵阳海关连续第

三年开展该专项行动。 自 2017

年开展“龙腾行动” 以来，贵阳

海关先后指导贵阳南明老干妈

风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贵州轮

胎股份有限公司和时代沃顿科

技有限公司等 3 家企业入选海

关总署“龙腾” 行动重点保护企

业名录。 下一步，贵阳海关将继

续发挥海关知识产权保护作用，

助力更多企业“走出去” 。

（本报记者 罗婧）

保护知识产权 优化营商环境

贵阳海关启动“龙腾行动 2019”

加强对药品销售的监管———

我市将试行

“一药一码” 管理

本报讯 近日，省、市医保经

办机构组织我市部分连锁定点药

店负责人召开“一药一码” 管理

工作动员部署会。 根据安排，从 8

月 1 日起， 在贵阳市的 500 余家

省市医保定点药店试行 “一药一

码” 管理。

据了解， 药品电子监管码如

同药品的“身份证” ，采用信息化

的手段， 在医保定点药店实施

“一药一码” 管理，能有效实现对

药品销售环节的严格把控、 事前

监管，确保药品销售的唯一性，从

源头上杜绝药品销售过程中的

“串换 ”“刷卡套现 ”“以药易

物” 等违规行为，从而加强对医

保定点药店的规范管理， 有效打

击欺诈骗取医保基金的行为，确

保医保基金的安全运行， 并方便

医保结算。

预计今年年底， 我市还将陆

续在全市 1700 余家医保定点药

店实行“一药一码” 管理。

（本报记者 吴伟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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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 月 10 日，贵阳市

生态环境局发布 6 月贵阳市各

区（市、县）空气质量考核结果，

全市空气质量相对较好，达标率

为 100%。

与去年同期相比，贵阳市空气

质量达标率持平，二氧化硫月均浓

度上升 40.0%，二氧化氮月均浓度

下降 21.7%,可吸入颗粒物月均浓

度下降 19.0%,一氧化碳日均浓度

超标率持平，臭氧日最大 8小时平

均浓度超标率持平,细颗粒物月均

浓度下降 19.0%。

6 月，各区（市、县）空气质

量考核排名依次为： 开阳县、清

镇市 、 修 文

县、 白云区、

云岩区、息烽

县、观山湖区、花溪区、南明区、

经开区、乌当区、双龙航空港经

济区。 （本报记者 张晨）

全市上月空气质量达标率为 100%

人民大道南段工程总体形象进度完成约 30%

7 月 10 日，记者从贵阳城发集团获悉，截至目前，人民大道南段建设有序推进，完成总体形象进度约 30%。 其中，路基土石

方开挖完成 57.8%；桥梁工程总体形象进度完成 25%，其中桩基完成 65.3%，承台（包含桥台）完成 45.1%，墩柱完成 39.9%，盖

梁完成 16.7%，围护桩完成率 100%。 目前，人民大道南段建设项目各节点工程已全面开展建设，施工建设按工期计划向前有序

推进。贵阳城发集团正在进一步梳理和细化各个节点的工作要求，力求按期落实各

项建设工作任务。 图为建设中的人民大道南段筑城广场大桥。

本报记者 张薇 / 文 郭然 / 图

安顺———铜仁高铁直达

旅游专列今日开行

方便游客前往黄果树瀑布、 西江千户

苗寨、梵净山等旅游景点

本报讯 7 月 11 日，记者从

团省委获悉，我省通过全国志愿

服务信息系统———“志愿贵州”

注册的志愿者达到了 385.5 万

人。

我省自 2014 年 10 月开始使

用“志愿贵州” 信息系统以来，团

省委、 省志愿者协会积极探索新

的志愿服务工作模式，依靠“志

愿贵州” 信息系统，实现了志愿

资源效用的最大化， 合理运用了

志愿者实名注册、 自动生成志愿

服务证、 志愿服务时间 APP 记

录、 服务记录异地转移接续的特

色功能， 将志愿服务队伍的日常

活动管理与信息系统进行对接，

做好志愿服务全省的数据共享，

对志愿服务组织、 志愿服务站

（点）、志愿服务队伍和志愿者实

行统一管理，加强了各级各部门、

社会团体、 志愿服务队伍的沟通

联系，形成了志愿服务“大数据”

的资源服务管理格局， 在全社会

营造了“有时间做志愿者、有困

难找志愿者” 的良好氛围。

据统计， 在全国志愿服务信

息系统———“志愿贵州” 注册的

385.5 万名志愿者中， 实名认证

注册志愿者 357.2 万人， 党员志

愿者 30.2285 万人， 团员志愿者

77.45 万人，志愿服务组织 17787

个， 志愿服务时长 5880 万小时，

志愿服务项目 73765 个。

（本报记者 衣琼）

我省实名注册志愿者

超 385万人

本报讯 针对 7 月 11 日夜

间到 12 日白天的强降雨，贵州省

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从 7 月

11 日 10 时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

应， 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做好最

充分的防汛准备。

据气象水文预报，12 日白

天，贵州省中部及以西以北地区

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部分

乡镇有大暴雨。 7 月 12 日夜间到

13 日白天，省的南部地区有中到

大雨，局地有暴雨，部分乡镇有

大暴雨。 受强降雨影响，乌江上

游三岔河、 北盘江支流打帮河、

锦江支流太平河和小江、 松桃

河、都柳江干支流等河流可能发

生中小洪水，强降雨区域内发生

山洪、滑坡、塌方、泥石流和城镇

内涝风险高。

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要

求，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适时启动

本地区本部门防汛应急响应，从

最不利情况出发， 做好最充分的

防汛准备； 各级各类防汛责任人

要立即上岗到位，做好应急队伍、

物资、通信等应急抢险救援准备；

要启动气象、 水文滚动预报预警

机制，及时发布预报预警信息。同

时，要认真落实江河洪水、城乡内

涝、山洪、滑坡、泥石流、崩塌等防

范应对措施， 强化雨情水情监测

预报，科学调度水工程；强化水库

电站、山洪易发区、城镇易涝区、

地质灾害隐患点、水上交通、景区

景点、 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巡

查防守，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

确保群众生命安全。

（本报记者 彭刚刚）

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本报讯 据贵阳市气象台预

报， 未来 7 天， 我市多阵雨或雷

雨天气，相关部门及公众应注意

防范。

具体天气预报为：12 日白天，

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雨量中到大

雨，局地暴雨，气温 18～22℃；12

日夜间到 13 日白天，阴天有阵雨

或雷雨， 气温 18～22℃；13 日夜

间到 14 日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

雨， 气温 18～23℃；14 日夜间到

15 日白天， 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雨量中到大雨， 局地暴雨， 气温

19～22℃ ；15 日夜间到 16 日白

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

大雨， 气温 20～23℃；16 日夜间

到 17 日白天， 阴天有阵雨或雷

雨， 雨量中到大雨， 气温 20～

23℃；17 日夜间到 18 日白天，阴

天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雨， 气温

21～27℃。

（本报记者 彭刚刚）

贵阳本周多阵雨或雷雨

■相关新闻

本报讯 7 月 10 日， 贵阳

交警对中环路违法较多路段上的

车辆违法行为进行曝光，12 处电

子警察 20 天抓拍交通违法近 3

万起。

今年 5 月 18 日，市公安交管

局正式启用在中环路新增的 33

处电子警察，对违法占道、压实线

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抓拍， 进一

步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规范行车秩序， 增强道路通行能

力以及行车安全。

6 月 1 日至 6 月 20 日， 中环

路上的 12 处电子警察共抓拍处

罚违反禁止标线指示行为 15997

起， 不按规定使用专用车道行为

12457 起。 其中，中环路北段杨柳

井隧道内抓拍到的违法车辆最

多， 分别为违反禁止标线指示

2343起， 不按规定使用专用车道

4501起。

（本报记者 代晓龙）

交警曝光中环路上车辆违法行为

12处电子警察 20 天抓拍近 3 万起

贵阳市 12315 热线上月

受理投诉举报案件 1302 件

为消费者挽回

经济损失逾 17万元

本报讯 7 月 8 日，记者从

市市场监管局获悉，6 月， 全市

12315 投诉举报受理机构共受理

案件 3993 件， 其中受理投诉举

报案件 1302 件，已结案 746 件，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17.81

万元。

受理案件中， 商品类投诉举

报共 723 件，排名前三位的是：交

通工具（137 件）、食品（79 件）、

通讯产品（73 件），分别占整个商

品 类 投 诉 举 报 的 18.95% 、

10.93%、10.1%。 服务类投诉举报

共 579 件， 排名前三位的是：制

作、保养和修理服务（73 件）、餐

饮和住宿服务（65 件）、美容、美

发、洗浴服务（60 件），分别占整

个服务类投诉举报的 12.61% 、

11.23%、10.36%。 经全市市场监管

部门调解，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

失 17.81 万元。

（本报记者 吴伟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