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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冷中顺） 开发区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
建成区面积由原来的5平方公里迅速拓展到32.5平
方公里，城市环卫清扫、保洁工作量急剧增加，为适应
发展需要，开发区进行了环卫保洁市场化改革，于
2015年9月注资2000万元成立亮彩保洁服务有限责
任公司，采取企业化运作模式，政府委托公司收取区
内卫生服务费和道路临时停车服务费,上缴财政后作
为政府向企业购买服务的开支。政府对环卫服务面
积和内容定量核定，委托公司承担公益性城市道路、
广场清扫和环卫保洁。

通过近半年运行，采取优胜劣汰的企业管理模式
和严格的约束和激励机制，扭转了环卫职工“吃大锅
饭，做好做坏一个样”的现象，环卫职工工资根据工作
量考评能增加500至1200元，增幅达30%到70%，职
工工作积极性高涨，竞争意识和服务意识增强，保洁
效果和效率大幅提升。

在实施过程中，该公司还和浙江温州国旸公司达

成招商合作协议，由浙江温州国旸公司全额投资
1200余万元，在全区主次干道新装太阳能不锈钢果
皮箱2000个，大大改变开发区环卫资金投入弱小、环
卫基础设施不完善的状况。

政府从具体社会事务管理中脱离出来，管理部
门从原来的组织、实施、考核清扫保洁和收集清运垃
圾转变为单纯的监督管理，打破了“管干一体”的模
式，改变了过去“政府花钱养人、干好干坏一个样，工
作效率不高”的现象，改革创新创出了“政府职能解
放、工作效率提高，责任落实到位、工作热情高涨”的
运营模式。据测算，预计每年能节省政府支出50至
100万元。

据悉，开发区推进的此项改革在全省尚属首次。

开发区有效推进
环卫保洁市场化改革

本报讯（胡克海） 2月1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优
秀农民工和农民工工作先进集体表彰大会上，平坝区农
民工鄢晓菊喜获全国优秀农民工殊荣。此次会议国务
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共表彰981名全国优秀农民工，
安顺市有2人获此殊荣。

家政服务是平凡的，鄢晓菊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
路，她以一个农民工成功创业的经历，鼓舞和带动着身
边的农民工姐妹们，她的家政服务公司成了城乡无固定
职业妇女和下岗女职工就业和创业交流的平台。“满城
菊花遍地开，大众创业乐开怀”，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小菊”成了平坝区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一个美丽剪影。
据了解，本次评选主要面向广大农民工。参加评

选的农民工须达到法定就业年龄，户籍仍在农村，进城
务工或就地就近转移就业3 年以上，能够在某一行业
或省（市、县）内居于前列，发挥排头兵作用，或者品德
优秀、助人为乐，有比较突出的事迹和良好的社会影
响；抑或在家或返乡创办企业（含小微企业），积极安置
农村富余劳动力，带领乡亲实现共同富裕，成效明显
的。在评选结构上，要求在一线岗位工作的农民工占
80%以上，并有一定名额的女性农民工和少数民族农
民工。

平坝家政工鄢晓菊获评全国优秀农民工

2月6日早晨7点，天还未全亮，叶江已打开牛棚
大门，给62头肉牛添草喂料。两年多前还在省外“漂
泊”的他，一定不会想到，自己竟能成为村里有名的养
牛大户。

叶江是关岭自治县普利乡东关村村民，今年40岁
的他，从2013年返乡创业开始至今，一直从事肉牛养
殖，规模已从最初的18头发展到如今的62头。“养牛
并不轻松，前些日子有头母牛刚下崽，我把所有的精力
都花在了它身上，就怕养不好。”叶江告诉记者，养牛虽
然辛苦，但回报也不少，“我去年卖了6头牛，平均一头
牛获得利润3200元。”

这样的收入在几年前根本不能想象。“以前就种了
几亩玉米，一年收入才几千元。”2006年，为了增加收
入，刚退伍的叶江便外出打工，到了2013年因为挂念
家中的老人，叶江才决定回家。“刚回家就赶上农闲,不
知道能做点啥,很迷茫。”叶江说，恰好当时乡里开始引
导当地农户养牛，听说养牛很赚钱，叶江便拿出多年打
工的积蓄，再借助乡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协调的20
余万元项目资金，修建了标准养牛圈舍，开始饲养肉
牛。“从架子牛买进到精心育肥，乡里的技术指导员经
常过来,有什么不懂的随时都能问。”叶江说。

为充分发挥农村致富带头人在农村发展产业的风
向标作用，带领群众发展致富，普利乡党委积极整合县
乡各级帮扶资源，帮扶农村致富带头人壮大产业规模，
在群众中积极营造发展致富的导向。并采取“1+n”精
准扶贫模式，明确致富带头人帮扶不少于2户以上群
众发展种养殖业。在此政策的基础上，叶江主动成立

合作社，带动65户群众种植牧草150亩、40户群众饲
养肉牛386头、53户群众养鸡2600羽，群众平均年收
入可增加近3万元。

“以前想养牛，没有30万元，成不了规模，赚不了
钱，现在我只花了3万元，就建起了200平方米的养
殖场，并且还有20头受孕母牛，等到明年，我最少可
赚10万元。”说起养牛，普利乡月霞村村民王金刚很
是兴奋，“我修牛圈花了11万元，项目就补助了8万
元，母牛由鸿龙公司免费提供不花一分钱，牧草畜牧
部门免费给种子、给肥料，自己种草养牛，成本就3万
元。”王金刚的牛舍白墙灰瓦，和住房没什么区别。进
入圈内，闻不到异味，为了让牛住得“舒服”，他每天得
打扫3次卫生，牛粪挑到地里作为种草的有机肥。凭
借王金刚的经验和干劲，他把赫赫有名的“关岭牛”养
得毛光水滑。

王金刚所说的鸿龙公司建于普利乡月霞村，是
“贵州省2014年能繁母牛繁殖场建设项目”和我市兴
建的三个“千头牛场”之一。依托龙头企业，普利乡采
取“公司+农户”形式，引导农户向公司借养能繁母
牛，实行“六统一分二次获利”的利益链接模式，即实
行统一规划、供种、技术、质量、收购、销售和分户养
殖；其中“二次获利”的第一次收益为农户借养能繁母
牛，六年内产下的牛犊，公司以每公斤30元的保底价
收购，第二次收益为农户交售给公司的育肥牛，公司
育肥销售后农户可获得每头500元的红利。有效解
决了群众缺思路、缺资金、缺技术、缺销路，抵御市场
风险能力差的困境。

金刺梨饮品
成年货“新宠”

□本报记者 王玉环

2月6日，在北京华联超市和新天地的许多商
店内，购买饮品的市民络绎不绝，而以金刺梨为主
要原料的金刺梨系列饮品则成了今年年货市场的

“新宠”。
“早就听说金刺梨在做深加工，这还是我第一

次在超市里看到有金刺梨汁卖。”正在华联超市购
买金刺梨汁的市民李婷说到：“我试喝了一点后，觉
得味道不错，过年提两盒，给家里的亲戚朋友都尝
一尝。”

据市金刺梨办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市坚
持把发展金刺梨产业作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
山地特色农业的重要抓手，通过政府主推、加大投
入、项目支撑、农户参与、大户合作社带动、大力招商、
加强宣传推介、打造品牌等方式，带动了农民增收，
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全市目前有8家企业在做金刺梨产品的生产
和试生产，去年是金刺梨产业发展的重要飞跃阶
段。”市林业局副局长、市金刺梨办副主任张凯介绍
到：“金刺梨的销售从注重鲜果售卖到深加工跟进，
目前深加工产业链已初步形成。”

作为全市金刺梨深加工的重点企业之一，贵州
天赐贵宝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闫福全告诉记者：

“去年金刺梨鲜果成熟时，公司就大批量收购金刺
梨鲜果进行加工、储藏，开发出了成熟的刺梨汁系
列饮品，抓住春节的良好市场推出产品，受到市场
欢迎。春节前，公司已在华联超市、家乐富超市以
及新天地的1000多家商店铺货，仅华联超市每天
的出售量就达百余件。”

良好的市场反响为从事金刺梨加工的企业增
强了信心，闫福全表示：“2016年收购金刺梨鲜果
的量将比去年增长近20倍，除了推出系列饮品外，
公司还将继续研制新的金刺梨产品。”

随着金刺梨产品在市场上受欢迎程度的逐步
提高，张凯表示：“在新的一年里，安顺金刺梨产业
的发展将不再单纯追求主观上的量的提升，更要做
到让金刺梨产业‘接二连三’，要抓好金刺梨产业的
深加工，更要抓好金刺梨产品走向市场。”

今年我市新增10个
省级农业示范园区
本报讯（记者 古宇） 2月6日，记者从市农委

获悉，2016年新增申报认定和2015年省级农业园
区绩效考评工作结束，根据省级农业园区新增申报
认定和绩效考评程序的相关要求，我市2015年6个
园区评为全省100个重点农业园区，同时，2016年
新增10个省级农业示范园区。

我市新增的10个省级农业示范园区为：西秀
区东屯乡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园区、平坝区天龙黔
中山地高效蔬菜产业化园区、西秀区黄腊乡龙青
生态农业园区、普定县朵贝茶产业示范园区、普
定县亲民生态茶产业示范园区、镇宁自治县茶叶
产业示范园区、普定县兴东民族大健康养生产业
园、关岭低热河谷果蔬休闲观光农业园区、紫云
自治县休闲农业旅游创新示范园区、镇宁自治县
蜂糖李产业示范园区。

2016年全省新增认定60个省级农业园区。截
止目前，全省共有省级现代农业园区385个，我市
省级现代高效农业园区达28个。

此次评审工作中对全省2015年 326个省级
农业示范园区进行了排序，排位前 100 名的园
区确定为省级重点农业园区。普定县循环农业
示范园区、西秀区现代高效蔬菜产业示范园区、
紫云自治县低热河谷早熟蔬菜产业示范园区、
关岭自治县顶云现代高效休闲观光农业生态园
区、平坝区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园区、镇宁自治县
中药材产业示范园区6个园区进入重点农业园
区之列。

全市公路水运及场站建设
项目累计完成投资130.54亿元

本报讯（记者 刘仲强） 日前，记者从市交通运输局了
解到，去年全市公路、水运及场站建设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130.54亿元。

在交通固投方面，去年，全市公路、水运及场站建设项目
累计完成投资130.54亿元（其中高速公路建设完成投资44.5
亿元，国省干线建设完成投资23.2亿元，农村公路建设完成
投资20.14亿元，站场和水运建设完成投资0.2亿元，地方产
业公路完成投资42.5亿元），同比增长45%。

公路建设方面，安紫、花安、织普高速公路建设有序推
进；续建普通国省干线改造项目3个，总建设里程71公里；宁
谷经龙宫至黄果树旅游公路、黄桶至幺铺物流大道完成时序
进度；基本实现100%的建制村通油路。

去年，我市民航实现旅客吞吐量150570人次，保障航班
起降2174架次，货邮吞吐量1150吨；沪昆客专、安六铁路、
贵兴铁路有序推进；水运建成39道渡口和10个便民停靠点，
建成市水上搜救指挥中心；东客运站、西客运站已开工建设，
北客运站前期工作有序推进；关岭顶云、平坝南站两个县级
客运站正在开展前期工作，镇宁、普定两个县级客运站已完
工并投入运营；新增4条城区公交线路，开通安顺至平坝城
际公交车，行政村通班车率达92.09%。

我市再部署
城市停车设施建设工作

本报讯（记者 鲁开伟） 为加快推进我市城市停车设施
建设工作，2月5日，全市城市停车设施建设工作专题会议召
开，对城市停车设施建设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市住建
局、市发改委、市规划局、各县区住建局及西秀区、平坝区、开
发区城管局等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上，市直相关部门对停车设施建设专项规划编制、项
目库的建立及城市停车设施建设三年滚动计划等相关工作
进行了细化安排和指导，各县区就该项工作的开展进行了业
务咨询。

会议强调，全市城市停车设施建设工作时间紧、任务重，
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该项工作，充分认识开展该项工作对
城市建设发展的重要意义，利用好国家及省相关政策，更多
的争取上级补助资金并充分发挥补助资金的杠杆作用，促进
地方建设与发展；要在编制完成停车设施专项规划的同时，
同步完成停车设施项目库的建立及编制城市停车设施建设
三年滚动计划，并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为争取国家资金
支持积极创造条件。

（上接1版）
“落叶归根！还是想回家养老。”谢正贤告诉记者，

“这些年在外打工，不就为了回到村里过幸福日子，反正
儿子、女儿都长大了，他们想回来就回来，总归是为了一
份乡愁。”

村里像谢正贤这样在外地打工的有40多户，平时
每一家都只留下一个老人，今年大家都回来了，村里又
恢复了过去的热闹。记者看到，小小的村子里40多户
人家几乎家家都新建了房子。

其实，清水屯村是一个有着两三百年历史的屯堡古
村落，房子、水塘、小巷，布局很紧凑，由于古建筑年久失
修，大都没人居住。新房都修在村外边缘，从城里开车
到村里，走高速也就20多分钟。

回家最是解乡愁，可是这次谢正贤回来过年，真正
感到有些发愁，看到村里的老水塘长期无人治理，漂浮
着垃圾，流淌着污水，再看看周围的环境，家家门前种花
种树的很少，缺乏美化，他心里觉得缺了些东西。

大家打工赚了钱，都修了新房，可是忽视了村里卫
生环境，忽视了建设美丽乡村，离谢正贤他们回家建房
养老过幸福生活的初衷尚远。

新年新愿望。谢正贤的愿望是：明年回乡过年，一
定要发动大家出工出钱好好改善村里的环境。

清水屯：离不开的乡愁

（上接1版）陈乃勇的媳妇一边麻利地给客人准备菜肴，
一边与记者聊天。“我们家经营农家乐已经四年了，大年
初四刚刚开张，客人就不断。有些客人喜欢自己动手
做，有些喜欢吃我们做的，各取所需吧。”宜宾的八位客
人一边做着菜还一边打听着安顺周边好玩的去处。陈
乃勇告诉记者，自从寨子里打造美丽乡村，他家的日子
就变了样。政府补贴让他家把原来的小平房改造成了
三层楼300多平方米的小洋楼，一楼的门面开了小杂货
铺，遇上节假日农家乐的生意不断，闲着的时候家里的
几亩地种了稻谷和油菜，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我们过上好日子要感谢政府，没有美丽乡村就没
有我们的今天，如今，就像这明媚的春光一样，村寨在一
天天变美，让人期待、让人向往。办农家乐的四年，我们
的收入从几千元增加到了现在的几万元，日子也越来越
殷实了！”陈乃勇高兴地说。

大寨村：农家乐引客来

2015年我市
投促工作综合评估
获全省二等奖

本报讯（记者 刘仲强） 日前，记者从市投资
促进局了解到，我市投资促进工作综合评估在9个
市（州）中位列第四，获得2015年度全省投资促进
工作综合评估二等奖。

市投资促进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去年全市
新引进省外3000万元以上项目数为320个，合同
投资总额1142.27亿元；招商引资全部项目实际到
位资金1546.35亿元，同比增长52.16%；省外境内
3000万元以上签约项目实际到位资金511.3亿元，
同比增长26.84%，增速位列全省第二。

同时，我市还成功引进了青岛四方车辆有限公
司、葛洲坝集团、中国物流总公司等10家500强企
业；全市新增投产达产项目211个，超额完成省投
资促进局下达的目标任务；全市共为404个招商引
资项目开展代办服务，受理事项716项，办结事项
715项，办结率为99.8%。

普利农户的养牛致富经
□本报记者 李铠 文/图

叶江的妻子给牛添草喂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