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 29 日，南明区市府社区组织辖区 60 余名小朋友举行“欢欢喜喜迎新年” 主题活动，积极参加游戏活动，在欢声笑语中喜迎新春佳节的到来。 图为小朋

友们在参加“吹乒乓球” 游戏。 本报通讯员 赵松 摄

1 月 24 日，临近农历春节，但

白云区都拉乡上水村上水组农家

乐店主刘双凤依然很忙。 “虽是

寒冬腊月， 但每周还有头十桌柴

火鸡的生意， 还有七八家老顾客

订了年夜饭，真是忙得不行，我自

己家里连准备年货的时间都没

有。 ” 刘双凤笑着说。

刘双凤夫妇俩年近四十，跟

村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 之前曾

到外面打工。刘双凤回忆，当时他

们在上海打工， 什么苦活累活都

干过。 “当时村里没什么像样的

产业，在家里只能种点水稻、苞谷

等传统作物， 外出打工就是想着

多赚点钱养家。 ” 刘双凤说。

变化起于五年前。 以贵州现

代农业展示区落户牛场乡蓬莱村

为契机， 白云区开始大力推进传

统农业向现代都市农业转型升级

发展， 对牛场乡蓬莱仙界进行现

代都市农业示范性建设。随后，白

云区依托承办贵阳市首届农业嘉

年华的机会， 在蓬莱仙界升级建

设的基础上， 对都拉乡至牛场乡

七公里沿线乡村进行统一规划打

造，从基础设施建设、美丽乡村建

设、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着

力提升。 2015 年， 民风淳朴的布

依村寨都拉乡上水村被列为白云

区美丽乡村示范点建设村， 走上

蜕变之路。

整村全面实施房屋立面改

造、庭院整治，青瓦白墙充满布依

风情的双层小楼散落乡间； 全面

完善基础设施配套项目建设，通

村路通组路全都铺上沥青划好标

线，整洁平坦向远处延伸；在蓬莱

仙界大景区范围内其中一个景点

佛田春韵， 上水村还修建了荷花

池塘歇脚凉亭， 沿线还有仿古木

制栈道，潺潺溪水与其并行……

村寨环境、 村容村貌焕然一

新，沿线农家乐发展起来，这样的

变化，让过年回乡的刘双凤夫妇看

到了发展机遇。 2016 年，刘双凤夫

妇回到家乡开起农家乐，主打特色

柴火鸡。 然而，第一年的生意并不

是特别好，年底算下账来，辛辛苦

苦大半年只有 5000 多元净收益，

这让刘双凤夫妇有些灰心。

面临这一情况的不止刘双凤

一家。 村里虽然进行了环境大改

造， 但大部分村民还是以种植水

稻、苞谷等传统作物为主。 为此，

上水村村支两委意识到， 要发展

产业， 必须走转型升级的道路。

2017 年以来， 上水村村支两委在

区、 乡各级的组织下到其他观光

农业示范村、 脱贫攻坚示范村等

参观学习， 并在上级部门的指导

下开始谋划发展路径。

“我们村生态资源好，有佛田

春韵、 下水大佛等可以开发的旅

游资源，依托美丽乡村建设，各家

各户都修得越来越漂亮， 基础设

施也逐渐完善， 我们可以考虑农

文旅融合发展的路子。 ” 上水村党

支部书记莫任平说，按照白云区关

于扶贫攻坚与现代都市农业发展

的总体部署，上水村采取农村“三

变” 改革模式，整合资金、土地等

资源，以美丽乡村建设为支撑，以

产业转型为路径， 打造集产业发

展、环境宜居、休闲观光为一体的

生态农业乡村旅游发展格局。

具体说来， 就是发展观光农

业，推进上水村“田园综合体” 项

目建设， 采取 “公司 + 集体 + 农

户” 模式，打造下水大佛景区、上

水新寨、佛田春韵休闲景观园、上

水精品造型苗木园、 亲子采摘园

等，引导村民开办农家乐，发展乡

村旅游，在提高农业效益的同时，

增加农民收入。 “我们村成立了

富美共享农民种养殖专业合作

社，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种植了

920 余亩脆红李，全村 320 多户村

民中有 230 余户通过土地或资金

入股方式参与。 ” 莫任平说，村里

还和一家专业公司达成协议，全

面盘活村民客栈， 发展旅游和民

宿，预计每年将

直接 增加 村 集

体经济收入 100

万元。

随着发展步入正轨， 刘双凤

家农家乐的生意一年比一年好。

“2017 年的收益算下来大概有 12

万元，2018 年估计也能有 20 多万

元。 ” 刘双凤说。

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阔。 今

年， 白云区将承办贵阳市旅发大

会， 上水村将作为其中一个观摩

点进行打造，建设禾田花谷项目，

涉及上水组、下水大寨组、下水小

寨组三个组 340 多亩土地， 将于

今年下半年在全市人民面前亮

相。 “目前村里已经建起禾田花

谷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 村民可

以通过土地入股， 保底分红每亩

每年 1200 元。 项目见效益后，还

可以获得收益分红。 ” 莫任平说，

村里的产业发展越来越有希望，

老百姓的日子会越过越好。

本报记者 梁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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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变好游客不少 村强民富前景看好

———白云区都拉乡上水村加快农业产业转型升级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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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9 日， 观山湖区金岭社区组织 20 余名学生给社区的爷爷奶奶送上

新春祝福，共同迎接即将到来的中国传统节日———春节。 活动期间，学生们表

演了歌唱、舞蹈、曲艺及诗词朗诵等多个节目，并现场书写春联送给参加活动

的社区老人。

实习记者 胡家林 摄

春节临近，为确保辖区困难群众过一个温暖的节日，近日，白云区都新社区

各部门、辖区各居委会及爱心志愿者走进网格小区院落，向辖区孤寡老人、残疾

人、留守儿童、低收入困难群众、失独家庭、社会戒毒社会康复人员等送上慰问

金以及大米、食用油等慰问物资。 图为社区工作人员在困难群众家中慰问。

本报记者 梁婧 摄

本报讯 近日，清镇市王庄

布依族苗族乡小坡村成立“杨顺

清连” ，这是该乡深入实施“先

锋党建” ， 畅通联系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 的重要举措。

为拓展党员联系服务群众

的途径，弘扬老红军杨顺清的优

良品质，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

中的实际问题，王庄乡小坡村立

足实际， 经王庄乡党委批复后，

成立“杨顺清连” ，并建立临时

党支部。 同时，制定连队工作目

标，到 2020 年，小坡村党支部培

养入党积极分子不少于 10 名、

全 村 农 民 人 均 纯 收 入 达 到

15000 元、村集体经济累计达到

300 万元、全面实现脱贫攻坚目

标任务。

“杨顺清连” 将持续开展

“相约星期三·民事大联解” 、新

时代文明实践行动、产业抱团大

发展、环境大整治、党员干部大

下访“五大活动” ，落实结对帮

扶制、党员承诺制、设岗定责制、

民意调查制“四项制度” 。

（王远军 本报记者 龙润秋）

清镇市王庄乡小坡村

成立“杨顺清连”

弘扬老红军优良品质，畅通联系服务

群众“最后一公里”

本报讯 去年，乌当区全面

加快“菜篮子” 流通网点建设，

新增 4 个惠民生鲜超市。

去年以来，乌当区建成劲嘉

新天荟惠民生鲜超市店、家禾鲜

惠民生鲜超市店、天骄欣园惠民

生鲜超市店、新庄幸福小区惠民

生鲜超市店 4 个惠民生鲜超市

建设。 建设过程中，乌当区建立

完善制度规范，合理布局，所建

惠民生鲜超市经营面积在 400

平方米以上，可辐射周围两公里

半径范围内居民，较好地解决了

相关区域买菜难的问题；积极参

与农商联动和产销对接，和全区

6 个低收入困难村和对口帮扶县

签订产销订单协议，农产品进超

市，让利贫困户，助推脱贫攻坚。

下一步，乌当区将积极探索

打通产地与市场的直通渠道，对

惠民生鲜超市销售的“菜篮子”

商品数量和价格进行实时监控，

同时，加强农商联动，依托惠民

生鲜超市， 大力推广 “农超对

接”“基地 + 贫困户 + 超市” 销

售模式，提高绿色优质农产品的

销售占比，助推全区脱贫攻坚。

（本报记者 樊荣）

乌当区去年建成

四个惠民生鲜超市

本报讯 近日，开阳县南江

乡毛家院村举行食用菌生产基

地建设项目分红大会，42 户贫困

户共享食用菌特色种植产业分

红 77976 元。

据悉，2017 年 9 月，南江乡引

进食用菌种植产业，采用“公司 +

合作社 + 村集体 + 农户”“公司 +

基地 +农户” 模式，带动当地贫困

户及群众脱贫致富。 截至目前，该

村建成菌种菌棒培育中心 3000

平方米、300 立方米冷库一个、年

500 吨烘干车间两个、年 500 万棒

菌棒生产线一条；2018 年实现食

用菌种植 100 万棒， 产量达 1000

吨，产值达 650万元。

参与分红的贫困户纷纷表

示，分红来之不易，凝聚了党和

政府的热诚关怀，要紧紧抓住国

家的大好政策，与乡党委、政府、

帮扶责任人齐心协力、 携起手

来，用奋斗获得幸福，让日子越

过越红火。

（范玉娟 本报记者 李春明）

开阳县南江乡毛家院村特色种植显成效

42户贫困户共享 7万多元分红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高新

区获悉，该区今年将聚焦五大重

点招商，破解六大痛点安商。

据了解，高新区今年精准招

商具体针对五大类：中高端个人

消费品制造方面，围绕以超微粉

碎食品、中药制剂和饮片、日用

美容化妆品等为代表的个人消

费品制造业开展招商引业；中高

端智能消费设备制造方面，围绕

电气电子产品、信息采集及识别

设备、5G 应用产品等为代表的中

高端智能消费设备制造项目开

展招商引业；中高端装备设备制

造方面，围绕工业基础设备及产

品、医疗器械及医用耗材、节能

环保产品等通用设备制造、专业

设备仪器制造等项目招商引业；

中高端电气设备仪器

制造方面， 围绕电动

汽车三大核心件、电

子装备制造为代表的

电动汽车动力总成、电力装备制

造业开展招商引业；中高端现代

包装印刷制造方面，围绕数字印

刷及商用包装品开展招商引业。

同时， 以提高企业对营商环

境的满意度为目标， 针对六大痛

点开展安商工作： 着力解决基础

设施配套等问题， 保障园区水电

畅通；着力解决服务效率提升，让

企业一次就办完； 着力解决政策

差异化不够突出问题， 加强对实

体经济的政策支持； 着力解决要

素成本偏高问题，完善园区配套，

引进产业上下游配套； 着力解决

人才、员工短缺问题，加大人才引

进和培养；着力解决征地、施工难

问题， 推进项目快速落地和建

设。 （本报记者 王丹丹）

聚焦五大重点 破解六大痛点

高新区今年将多举措开展招商安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