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市“十三五”农业农村
经济发展规划

通过省市专家组评审
本报讯（记者 古宇） 11月15日，记者从市农委获悉，在日前召开的市

“十三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规划评审会上，《安顺市“十三五”农业和农村
经济发展规划（送审稿）》通过省市专家组评审。

评审会采取规划编制情况汇报、省市评审专家及部门负责人就规划评审
稿提出质询、提出了修改意见及建议的方式进行。与会专家认真听取了编制
单位的汇报，对《规划》中安顺市“十三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规划的发展思
路、发展目标、工作重点及任务、重大项目工程等问题进行了质询和讨论。

经认真讨论审议，专家组一致认为，《规划》通过总结安顺市“十二
五”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成就、经验和分析研究“十三五”面临的挑战和机
遇，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重点、产业定位
和发展目标，符合安顺实际。编制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五大发展理念和省委省政府“守底线、走新路、奔小康”的发展要求，提出
明确的发展思路和目标定位，思路清晰，目标具体，重点突出。提出加快
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深入实施大扶贫战略行动计划、确保城乡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相关规划指标、主要任务、重点工程，具有一定的可
行性、合理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从组织保障、政策扶持、投入保障、技
术支撑、创新机制等方面提出强有力的措施，具有较强的战略性、前瞻
性、政策性、可操作性，是一个能较好指导今后五年安顺农业农村经济发
展的重要文件。

经过充分讨论，专家组一致同意《规划》通过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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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约村获贵州首届
“十佳美丽乡村”称号

本报讯（记者 刘念） 经过两个多月
的网络、手机投票和专家评审，由贵州省
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贵州省农委、贵州省
旅游局等部门联合发起的贵州省首届“十
佳美丽乡村”评选结果日前出炉，贵阳、安
顺、遵义、六盘水、黔东南、黔南、铜仁等地
的10个美丽乡村从107个参评乡村中脱
颖而出，平坝区塘约村被评为“产业结构
调整模范乡村”。

塘约村位于平坝区乐平镇北部，辖
11个村民组，921户3393人，现有耕地面
积4863亩。2015年以来，塘约村充分发
挥“三会一社一中心”作用，大力深化农村
综合改革，成立了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按照“稻鱼共生、休闲观光、科技示范”的
发展规划，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

“公司+合作社+农户+市场”等模式，鼓励
村民用自己的土地经营权参社入股，促进
农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同时还率
先将土地流转中心升级为土地确权登记
机构，分步采用GPS、航拍等高科技技术
对全村土地精准丈量，为每块土地的面
积、形状、位置等信息建立“档案”，制作土
地“身份证”。并在推进确权登记的同时，
及时收集村民土地流转意向，积极引导村
民通过土地流转向规模化集中经营发展，
加快从单打独斗的原始经营方式向有组
织的、系统性的现代生产经营方式转变。

目前，塘约村已确权登记承包土地经
营权2600余亩；林权1270余亩。开展土
地确权登记颁证，不仅打通了农户承包土
地经营权“三权转换”(确权、赋权、易权)过
程中存在的梗阻，还为实现土地从资源向
资本向资金转换提供了理论支撑和路径
支持。

沿着平坦的乐(平)塘(约)公
路进入平坝区乐平镇塘约村，一
栋栋橙黄色的村居民屋错落有
致。宽阔的文化广场上，一块写
有“风气清正·筑梦塘约 开展民
生监督工作 维护群众切身利益”
的大型宣传牌显得格外醒目。

塘约村是我市新农村建设和
改革的前沿阵地。2015年以来，
按照平坝区纪委的统一部署，该
村组织成立了塘约村村务监督委
员会，并将村里的各项村务工作
都纳入监督范围，形成了塘约村
民生监督“六参与六监督”工作模
式，充分发挥了村级民生监督队
伍的积极作用，有效解决了监督
触角延伸不足的短板。

塘约村村务监督委员会成
员孟性学告诉记者，塘约村的

“六参与六监督”工作模式主要
是将各项村务工作纳入村务监
督。一是参与村务讨论，监督是

否务实；二是参与村务实施，监
督是否落实；三是参与项目全
程，监督是否廉洁；四是参与三
资管理，监督是否规范；五是参
与事务公开，监督是否公正；六
是参与年终考核，监督是否公
平。“现在村里的各项工作都纳
入了我们村务监督委员会的监
督范围，特别是涉及到民生方面
的事务，比如项目工程、惠民政
策的落实、村集体‘三资’财产
的管理、重大事项的决策、重大
资金的使用安排等等，都要有我
们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意见才能
实施。”孟性学说道。

据塘约村村主任彭远科介
绍，目前塘约村村务监督委员会
共有3名成员，其中年龄最大的
64岁，最小的46岁。“我们监督
委员会的成员都是由村民自主选
举产生，他们在村里的公信力和
思想素质都很高，群众观念也很
强。他们非常熟悉村里的情况，
有利于监督工作的开展。”

自去年以来，塘约村先后实
施完成了村居民屋立面整治、文
化广场、绿化、生态停车场、污水
处理、庭院整治、河道治理、路面
升级改造、景观整治、乐（平）塘
（约）公路等一系列工程项目，
涉及项目资金5400余万元，
至今实现村民零上访。

彭远科告诉记者，现在塘
约村村务监督委员会对村里

的工作开展了全面监督，这让老
百姓更加放心。“村务监督委员现
在非常‘管火’，他们就像一个‘探
头’，随时看着我们。现在我们的
各项工作都在有序开展，老百姓
充满了信心。”

塘约村村民罗保华对记者
说：“塘约村村务监督委员会是我
们老百姓自己选出来的，有他们
在，让我们更加放心。现在各级
党委、政府都在关心、关注着塘约
村的发展，我相信塘约村的发展
将会更好。”

同样，在西秀区七眼桥镇，该
镇聚焦民生发展，以扎实开展民
生领域专项监察为抓手，严厉惩
治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让老
百姓的合法权益得到更好维护，
深得群众好评。

家住七眼桥镇清水屯村的汪
常文，于2012年对家中老房屋进
行了危房改造。由于不懂政策，
他当时以“资料费”的形式花费了
500元，请村干部“帮忙”整理申
请资料。在自家老房改造完成后
的第三年（2015年），他意外地得
到了镇纪委退还他500元“资料
费”，这让他感到十分意外。

（下转2版）

乡乡镇镇万亩园
村村寨寨有亮点

□本报记者 姚福进 文/图

绿色紫云：

喜凯村的脐橙熟了喜凯村的脐橙熟了

为全面展示近年来
我市深入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所取得的新成效，从
今日起，开设“清风安顺
走基层 看新风”专栏，敬
请关注。

编者按：

打通基层权力监督“最后一公里”
□本报记者 刘仲强

新华社北京11月15日电 11
月15日是北京市区、乡镇两级人大
代表换届选举投票日。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在西城区中南海选区怀仁
堂投票站参加区人大代表的选举
投票时强调，这次县乡两级人大换
届选举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
一件大事。选举工作要坚持党的
领导、坚持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
事，保障人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要加强对选举工作的监督，对违规
违纪违法问题“零容忍”，确保选举
工作风清气正。

怀仁堂投票站里，五星红旗鲜
艳夺目，镶嵌着国徽的红色票箱端
放正中，现场气氛庄重而喜庆。本
选区1200多名选民来到这里参加
投票。

上午10时许，习近平来到怀仁
堂投票站，同投票站的工作人员亲
切握手，仔细听取有关选举事项的
说明。习近平拿出选民证交给工
作人员核验，并领取了一张选票。
在写票处认真填写选票后，习近平
走到票箱前郑重投下自己的一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在西城区文津街选区
紫光阁投票站投了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
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西城区
中南海选区人民大会堂投票站投
了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
协主席俞正声在西城区金融街二
选区全国政协机关投票站投了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
记处书记刘云山在西城区中南海
选区怀仁堂投票站投了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
委书记王岐山在西城区大觉选区
中央纪委机关投票站投了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副总理张高丽在西城区文津街选
区紫光阁投票站投了票。

江泽民、胡锦涛分别委托工作
人员在西城区中南海选区怀仁堂
投票站投了票。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
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
的同志，在各自选区投票或委托他

人投票。
15日当天，北京市共设立投票站12270个，约900万选民参加投票，通过

差额选举，将产生新一届区人大代表4373人、乡镇人大代表994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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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正是果苗除草、施肥的
好时节，白石岩乡的万亩枇杷园内，
每天都有不少村民在除草、施肥，忙
碌着管护枇杷苗。”紫云自治县白石
岩乡乡长粟莉说，这是白石岩乡提
前实施“十三五”期间的退耕还林任
务产生的万亩枇杷园。

“时下，正是脐橙成熟的季节，
喜凯村的脐橙种植户看着一个个黄
灿灿的脐橙笑呵呵的。”四大寨乡党
委书记王德付说，2011年种植的脐
橙苗，今年产量比去年高。

今年来，紫云自治县依托资源
禀赋，围绕“坡坡花果山、田田蔬菜
园、户户农家乐、人人奔小康”的目
标，按照“一园、两带、四区”的产业
布局，以“抓特、扶优、突弱”为抓手，
全力推进农业产业示范园区建设；
利用丰富的坡耕地资源，科学规划、
超前实施退耕还林任务，以“退”出
农业园、“退”出景观带、“退”出特色
产业为目的，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实
现乡乡镇镇有特色产业园，村村寨
寨有亮点的绿色紫云新格局。

绿 色 规 划绿 色 规 划

构 筑 大 生 态 大 旅 游构 筑 大 生 态 大 旅 游

11月13日，记者在板当镇翠河
村翠河沿线看到，不少村民正在对
石榴苗进行除草，有的村民将石榴
苗周边的杂草除掉后，为苗松土并
放入牛粪或鸡粪。

“这些石榴苗是去冬今春种植
的，目前因石榴苗较小，为增加土地
的利用率，村民在地里套种了玉米，
玉米收割后，村民就开始着手注重
管理石榴苗了。”板当镇党委书记陈
凯说，去冬今春，板当镇按照县委、
县政府的规划要求，种植了2万余亩
石榴苗，全镇只要有承包地的村民

几乎都有种植，种植面积从2亩到
10余亩不等。

紫云自治县县长王永胜说，为
确保2020年与全国全省全市同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紫云创新发展
思路，决定把产业发展作为脱贫攻
坚的有力抓手，咬定青山不放松，
采取超常规举措，拿出过硬办法，
确保“十三五”期间坚决打赢脱贫
攻坚战。提前实施了“十三五”期
间的20万亩退耕还林任务，退耕还
林出园区，让坡耕地变为花果山、
景观带，力争实现生态文明建设、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旅游升级发展
的融合进步，把生态做成产业、产
业做成景区，为脱贫攻坚提供强有
力的产业支撑，不断带动县域内农

民脱贫致富。
“抓好生态建设，打造‘绿色紫

云’”紫云自治县委书记张天勇说，
生态资源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大
战略资源和产业发展要素，紫云将
一如既往地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生
态资源优势，合理开发利用自然生
态资源，大力发展生态生产力，从而
实现转型发展、绿色发展、创新发
展、突破发展，构筑大生态大旅游的

“绿色紫云”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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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 乡 镇 镇 有乡 乡 镇 镇 有 ““ 万 亩 园万 亩 园 ””

“又是脐橙丰收季，今年的脐橙
价格与往年持平，批发价每斤3元

钱。”王德付说，四大寨乡最先引进
脐橙的是喜凯村，2010年，喜凯村支
书龙道泉从黔东南引进 4 万株脐
橙。2014年，脐橙丰产，村民们见本
地土地、气候环境等适应脐橙生长，
于是陆续引进种植，现全乡脐橙种
植面积近5000亩。为增加收入，不
少脐橙种植户还在脐橙树下放养林
下鸡。“十三五”期间，四大寨乡力争
打造“万亩脐橙园”，让更多贫困农
户依托脐橙种植脱贫致富。

（下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