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云岩

区了解到，该区工业经济运行持

续向好，去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 46.13 亿元，同比增长 5%；完

成工业投资 8.71 亿元， 同比增

长 199.31%。

去年，云岩区持续推进“领导

干部联系服务重点企业联席会

议” 工程工作，四大班子领导及相

关职能部门， 深入企业联系点集

中开展走访活动， 涵盖了工业企

业、重点服务业企业、重点项目，

共收集需各级部门协调解决的问

题 26 个， 已分解到各责任单位，

其中 20 个问题已得到妥善解决；

着力对全区规上工业企业加强调

度， 坚持集中统一调度与重点企

业精准调度相结合， 建立并强化

工作专班， 对全区规上工业企业

指标进度作好跟踪监测，实行“周

调度” 与“日调度” 。

同时，云岩区深入实施“千

企改造” 工程，加快推进工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去年完成“千

企改造、一企一策” 发展方案编

制工作，实现规上工业企业转型

升级“一企一策” 方案全覆盖。

（本报记者 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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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豆、浸豆、磨浆、滤渣、煮豆

浆、点卤……2 月 19 日，在清镇市

流长乡沙鹅村 300余平方米的苗乡

源沙鹅豆腐专业合作社里，随着工

人完成一道道工序，一块块方正嫩

滑的豆腐“新鲜出炉” 。

“我们正在对合作社的设备进

行调试，目前，已有 8台生产设备调

试完毕。 ” 沙鹅村农村淘宝服务站

站长、沙鹅村党支部副书记张军介

绍，这是村里成立的第一家“沙鹅

豆腐” 专业合作社，为的就是拓宽

“沙鹅豆腐”的销路，帮助更多沙鹅

村村民增收致富。

在贵阳，清镇市沙鹅村的“沙

鹅豆腐”因其口感爽滑，富有韧性且

含有多种皂角苷， 营养价值高而远

近闻名。“沙鹅豆腐”必须以当地种

植的传统黑肚脐黄豆为原料， 用当

地山泉水、农家自酿酸汤制作，极具

地方特色，备受消费者喜爱。

前几年，由于不少当地村民外

出打工，从事沙鹅豆腐制作、销售

的人越来越少，加上其他因素，流

长乡的沙鹅豆腐销路成了问题。

也就在此时， 在外务工的流长乡

村民张军决定返乡创业， 他看中

了沙鹅豆腐的前景， 决定借助阿

里巴巴“农村淘宝” 项目在清镇市

的实施，通过“农村淘宝” 电商平

台，扩大“沙鹅豆腐” 的销量。

2016 年春节前后， 在清镇市

政府牵头、 清镇市电商办组织带

动下，“沙鹅豆腐” 以农村特色产

品形式进入“年货大礼包” ，推上

淘宝“年货节” 销售，短短几天时

间，“大礼包” 卖了近 3000 份，其

中“沙鹅豆腐” 卖了 4000 多斤。

同时，借助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贵州省邮政分公司创立的邮政精

准扶贫公众号平台，清镇市电商办

助推“农产品进城” ，帮助沙鹅村

销售“沙鹅豆腐” 。

“我记得‘沙鹅豆腐’ 在平台

上上线的第一天，200 单产品销售

一空。 ” 张军说，“沙鹅豆腐” 采取

订单销售的模式， 由客户先下订

单， 然后再由他组织村民生产，通

过这种方式，村民每月能增收两三

千元。

然而，由于没有统一的生产标

准，规格、质量参差不齐，制约了

“沙鹅豆腐” 的进一步推广。 2017

年底，张军萌生了成立专业合作社

的想法，让“沙鹅豆腐” 实现标准

化、规模化生产，做大做强“沙鹅

豆腐” 品牌。

得知张军的想法后，流长乡大

力支持， 协调 30 万元支持成立合

作社，并组织合作社的生产工人和

销售人员进行业务培训。

经过一年的筹备，目前合作社

基本完成建设。“合作社预计下个

月就能正式投

产，每日能产出

1000 斤豆腐，能

够生产豆腐干、

腊豆腐等不同

种类的豆腐。 ” 张军说，现在合作

社已吸纳了 13 名村里有劳动能力

的妇女与残疾人工作，解决他们的

就业问题。

“合作社将发展完整的产业

链，形成制作、包装、销售‘沙鹅豆

腐’ 的产业链，并带动其他产业的

发展。 例如，可以发动村民大规模

种植黄豆，发展种植业；制作豆腐

产生的豆渣可以用于养猪，这样又

能发展养殖业。 ” 张军说。

本报记者 龙润秋

做大做强“沙鹅豆腐” 品牌

———清镇市沙鹅村积极推进“一村一品” 项目促农增收

本报讯 日前， 高新区发

布《关于监督举报损害营商环

境 干 部 职 工 作 风 问 题 的 通

告》， 公布了六项监督举报内

容， 并公布损害营商环境干部

职工作风问题监督举报方式，

接受园区企业、 投资者及群众

的监督。

这六项监督举报内容包

括： 在招商引资方面， 脱离实

际、违反规定，拍脑袋决策、乱

表态，盲目上项目等问题；借招

商安商之机，公款吃喝、公款旅

游、 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

神的问题； 在涉企管理服务方

面，办事“拖、推、绕” ，不担当、

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滥用

职权、吃拿卡要报、设置障碍、

故意刁难、 徇私舞弊、 贪污贿

赂，搞权力寻租、利益输送等问

题；在中央及省、市、区有关决

策部署执行、政策落地方面，表

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打

折扣搞变通，有令不行、有禁不

止等问题； 违规干涉企业正常

生产经营， 违规插手干预有关

工程项目建设、项目招投标、政

府采购和企业股权转让、 资本

运作、经济纠纷，在有关公共资

源配置、公共资产处置、公共资

金拨付、 公共产品供给中谋取

私利等问题；垄断经营、强揽工

程、欺行霸市、敲诈勒索等黑恶

势力背后的腐败问题。

目前， 高新区已在其门户

网站、政务微信、政务微博、工

作微信群以及政务服务大厅等

公共服务场所， 向社会发布开

展干部作风监督工作的监督举

报电话、邮箱、来信来访地址，

接受园区的企业、 投资者及群

众监督。

（本报记者 王丹丹）

高新区出台措施

干部职工损害营商环境可举报

本报讯 2 月 18 日， 记者

在观山湖区鼓励创新创业政策

兑现奖励大会上获悉， 该区对

2017 年度推进创新创业工作作

出突出贡献的 48 家企业兑现

奖励 809.9 万元。

据了解， 为做好政策兑现

落实工作， 观山湖区组织开展

高新技术企业、 科技创新券和

科技计划项目申报等政策申报

培训 10 余场，累计培训企业人

员 300 余人次， 并于 2018 年 3

月 1 日启动了 2017 年度鼓励

创新创业政策兑现工作， 截止

2018 年 4 月 30 日， 共收到 52

家企业申报政策兑现，经核实、

审议后， 贵州人和致远数据服

务有限责任公司、 贵阳绿洲苑

建材有限公司等 48 家企业申

报的创新创业活动奖励、 知识

产权奖励、 创新项目配套奖励

等符合政策兑现要求， 认定金

额共计 809.9 万元。

截至目前， 观山湖区高新

技术企业总量达 42 家，纳入省

科技型企业成长梯队培育企业

24 家， 备案成功的科技型企业

累计达 185 家。 全区累计拥有

企业工程技术中心、 企业技术

中心、 重点实验室等 (研发机

构)26 个。

（本报记者 蔡婕）

观山湖区———

兑现鼓励创新创业政策

奖励 800 余万元

本报讯 2019 贵阳市观

山湖区西南国际商贸城春节

灯会庙市于 2 月 19 日晚 11 时

圆满落幕。 据统计，在历时 12

天的活动中， 共吸引了 219 万

人次的市民及外地游客赏灯

逛庙会。

记者昨日从观山湖区获

悉，灯会庙市活动期间，观山湖

区各有关部门协调配合保障有

力。 在人员安全及交通保障方

面， 观山湖区交管分局共出动

警力 374 人次， 安排保安人员

2160 人次， 在商贸城周边进行

交通违法劝导 1300 余次，处罚

违停 157 起； 区公安分局投入

警力 13272 人次， 投入车辆共

204 辆，维护现场秩序；区消防

大队出动检查人员 12 人次，出

动现场安保车辆 13 台，安排安

保人员 74 人， 保障现场安全；

区交通运输局出动人员 60 人

次，检查公交车辆 189 辆。

在食品及设施安全和服务

方面，区市场监督局出动 480 人

次，检查经营户 5364 户次，确保

了活动期间食品及特种设备的

安全； 区安监局开展安全检查

109 人次，查出隐患 75 条，并对

其进行督促整改。

在环境卫生保洁方面，区城

市管理局市政处出动 180 人次

与市政设施巡查车辆 120 车次；

区环卫所出动 240 余人次，出动

8 车次压缩车收运垃圾，保障活

动现场环境干净整洁； 区城市

综合执法大队出动巡查车辆 22

车次， 共查处违章占道经营约

700 余起。

（本报记者 帅弋）

观山湖区各有关部门协调配合保障有力

西南国际商贸城春节灯会庙市落幕

云岩区去年完成

工业投资 8.71亿元

本报讯 为保障农民工的

合法权益，近日，白云区开展了

为期 45 天的保障农民工工资

支付专项行动。 行动中，调解农

民工欠薪纠纷 18 件，涉及资金

10 万余元。

行动中， 白云区司法局成

立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

工作领导小组” ，制定专项工作

方案明确责任。 前期，该区积极

组织公共法律服务站工作人

员、村居法律顾问进乡村、进社

区， 各司法所积极开展维护农

民工合法权益主题法治宣传，

并通过微信群法律宣传、 面对

面法律咨询、 开展法律知识讲

座等方式， 向劳动者重点宣传

农民工维权、 法律援助等相关

法律知识，提供法律服务。

同时，白云区司法局、各乡

镇、 社区人民调解员积极开展

农民工讨薪相关矛盾纠纷的排

查和调处工作。 区法律援助中

心严格执行 《欠薪农民工法律

援助制度》，充分发挥农民工法

律援助“绿色通道” 作用，积极

开展农民工欠薪相关法律援助

案件的受理、报审，对农民工讨

薪类法律援助案件和工伤赔偿

类案件申请人免于经济审查，

涉及农民工讨薪案件优先审

批，及时指派律师、基层法律服

务工作者办理案件。

（本报记者 梁婧）

白云区开展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行动

调解农民工欠薪纠纷 18件

涉及资金 10万余元

本报讯 近日，乌当区高新

社区采取多项措施，扎实做好社

区环境空气质量整治工作，有效

预防大气污染。

具体工作中， 高新社区加强

巡查力度， 社区和三个村分别组

建巡查队，实行包保责任制，对包

保区域进行日常巡查； 高新社区

以每周五开展的 “大走访·大扫

除” 活动为契机，进村入户开展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宣传， 对背街

小巷等重点部位的尘土、 垃圾进

行全面清扫，彻底清理卫生死角。

同时，高新社区根据实际情

况， 加强对垃圾的清运力度，坚

决避免垃圾焚烧现象发生。

（本报记者 樊荣）

乌当区高新社区———

扎实做好环境

空气质量整治工作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息烽县

获悉，该县出台《县人民政府办公

室关于印发息烽县食用菌产业发

展实施方案 （2018—2020 年）的

通知》（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提

出，预计到 2022 年，食用菌全产业

链综合产值达到 20 亿元。

根据方案， 在主体培育上，

息烽县按照“平台＋公司＋合作

社＋农户” 的产业发展模式，构

建新型生产经营体系；依托县农

投公司、国有林场，采用联合、参

股、兼并、租赁等招商、培育相结

合的方式，建立食用菌产业企业

孵化平台；引进有实力的食用菌

种植和深加工企业，参与食用菌

产业发展，扶持、培育和壮大一

批带动能力强的种植、深加工企

业，形成一批具有带动效应的龙

头企业 ； 加大合作社的扶持力

度，实施村社合一，提升合作社

联结企业带动农户的桥梁纽带

作用。

根据方案，为确保质量安全，

息烽县将在食用菌生产乡镇及基

地建立和完善食用菌质量安全监

测室， 借助县级质量安全监测站

加强食用菌产品质量监管和监

测，完善“县、乡、基地” 三级监测

体系，力争 2020 年完成“三品一

标” 产品质量认证两个以上。

（李小根 本报记者 杨婷）

息烽县加快推进食用菌产业发展

预计到 2022 年，食用菌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到 20 亿元

图为西南国际商贸城春节灯会庙市现场人头攒动。 本报记者 郑雄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