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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恰如活水，用“活”山水文章，自
有如织游人。安顺，一座以山水闻名的
旅游城市，仅2016年上半年，就累计接
待国内外游客 2418.07 万人次,增长
39.1%,实现旅游总收入237.12亿元,增
长39.6%。近年来，安顺采取多种方式，
力求将旅游“活水”浇到“穷根”上，让旅
游扶贫成为我市最直接、最稳定、最全
面、最持续、最生态的精准扶贫新路径。

生态扶贫唱“好戏”

2015 年以前，平坝区夏云镇小河
湾村还是一个“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小
村落，极贫极弱让小河湾村的青年人
一度往外走。2015 年，平坝区深入实
施“生态立区”发展战略，围绕建设“黔
中第一村”的目标，依托小河湾的良好
生态启动了美丽乡村建设，建设内容
包括民居改造、环境保护、公共基础设
施、人造景观等，探索出了一条美丽乡
村与旅游产业融合，实现助力精准扶
贫的新路子。

此外，平坝区还积极依托小河湾生
态美的优势，以农民富为目标，做大做
强产业链，使得观光农业得到长足发
展。其中，种植白沙枇杷3000株、杨梅
52株、柑橘20株，打造优质水稻种植基
地1000亩、优质油菜种植基地1000亩，
小河湾的休闲观光农业与乡村旅游也
因此得到紧密结合。走进小河湾村，放
眼望去，可谓是坡坡花果山，田田蔬菜
园，户户农家乐。

村民们看到了发展的希望，抓住了
旅游商机，纷纷开起了农家乐和小旅馆，
外出务工的人们也纷纷返乡，接踵而至
的游客让他们有了丰厚的收入。

43岁的班兴友过去靠电焊技术在
贵阳打工，去年回乡开起了农家乐。在
兴友客栈，他高兴地告诉记者：“现在每
个月的纯收入达到了一万元，还能照顾
家。这真要感谢美丽乡村建设，不仅解
决了村民的出行难问题，而且彻底解决
了垃圾收集、污水处理等一系列问题。”
他说，平坝区委、区政府对小河湾村进
行了4个月的精心改造，使村里拥有了
像城里一样的基础设施，两边有着行道
树和路灯的柏油路把村子全部贯通，特
别是连通了贵安大道的12米宽大路彻
底把小河湾村的发展之路打通。已经
开起客栈的班兴友对未来的发展充满

了信心。
如今，小河湾村村民人均纯收入从

2014 年的 4812 元增长至 2015 年的
8300元。2015年实现带动全区旅游总
收入达37.38亿元。

美丽乡村促转型

路子对了，红利自然来。秀水村是
普定县一个普通村落，距县城7公里，隐
匿于青山绿水中。此前，美景藏在深闺，
无人问津；现如今，变身为设施齐全的风
景旅游区，游人如织。

秀水巨变是安顺旅游扶贫模式的一
个成功实践。去年4月，安顺兴伟集团

“相中”秀水村开展帮扶，投资3.7亿元打
造融生态农业、观光农业、特色旅游、休
闲度假等为一体的城郊休闲旅游基地，
给农民土地股、人头股、效益股、孝亲股、
发展股。兴伟集团秀水项目负责人张著
宇说，企业帮扶不是给些钱、修好路、建
好房就了事，关键是要帮助农民找到致
富长久的“营生”，“秀水五股”就是旅游
扶贫的“升级版”。

“每月3000元的工资，收入稳定，再
也不用为下雨天没事做犯愁了。”正在景
区餐馆工作的王零妹，三年前丈夫去世，
留下她和两个幼子，生活无依。“要不是
这里发展旅游，我能到景区打工？这日
子根本没法过。”她说，“以前看着别人都
出去打工赚钱，而她还有老人小孩需要
照顾出不去时，心里很不是滋味。”如今，
王零妹除了每个月领取的工资，再加上5
股能分到的红利，生活日渐好转，心情也
舒畅了不少。

和王零妹一样，33岁的村民王明芬
之前与丈夫常年在外打工,从去年10月
起她在秀水村的蜡染厅内当起接待员,
每个月仅工资就有2000多元。她指着
屋外说:“新房子就是上面那一排,我们
家也有一套。”王明芬说的新房子是兴伟
集团打造的“农家小院”,秀水村总共
1151户,家家都有。王明芬说:“兴伟公
司到这里来发展旅游,我在家既能赚到
钱,又能照顾老人,很知足了。”

村子美了，游客多了。秀水村又积
极引导扶持贫困户发展种养业，成立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流转全村土地4000余
亩，争取到市、县、乡各类产业项目资金
2000余万元。以经果林、有机蔬菜、家禽
规模化养殖、花卉培育等为主线，分布建
设梭筛桃、冰脆李、杨梅共2000亩果园、
500亩生态农业体验园、1540亩无公害
蔬菜园，打造“生态立体农业观光经济
带”。目前，已种植经果林3000余亩、蔬
菜800余亩、葡萄500余亩、中药材1200
余亩。

依托良好的生态区位优势，借力乡
村旅游，安顺让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来
了场“美丽邂逅”，带动百姓踏上了脱贫
路。今年2月，安顺被确定为首批“国家
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抢抓这一机
遇，我市各地又挂上了一张张旅游扶贫
精准挂钩贫困户作战图。

市发改委

本报讯（记者 刘念） 近日，市发
改委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党的
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会议要求，全委要切实提高思想认
识，要把传达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
六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认真学习好、领会
好、运用好。一是强化经济运行监测分
析，通过加强经济形势分析研判和运行
调度，科学制定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年度计划，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
当好参谋助手，为全力打好“一二四”攻
坚战提供有力支撑。二是全力推进固
定资产投资。一方面积极向上级部门
争取更多的资金支持，强化项目谋划、
加强协调服务，积极做好第三批专项建
设基金的申报工作。另一方面，牵头抓
好集中开工，加强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
建设。三是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
积极探索做好新型城镇化“一分三向”
的安顺模式，全力推进新型城镇化综合
试点工作。四是扎实抓好现代服务业
发展，继续加强全市服务业统计分析和
调度工作，指导加快现代金融、商务服

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创新发展，不断推进
商贸、家政、住宿餐饮等生活性服务业
加快发展。五是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作为全市经济工作的主抓手，积极推进
改革各项工作。

市水务局

本报讯（记者 刘念） 日前，市水
务局召开会议，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原
文学习《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
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和人民日
报社论。

会议要求，全市水务系统干部职
工要把传达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
六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全力以赴做好各
项工作；要把贯彻全会精神与冲刺全
年目标任务相结合，各职能科室、责任
人要以强烈的担当意识和责任感，盯
牢目标，聚焦难点，扎扎实实狠抓工作
推进；要把贯彻全会精神与找短板、补
短板相结合，找差距、找问题、找短板，
研究对策，及时解决，各项工作要做到
细之又细，实之又实，确保各项工作继
续走在全省前列。切实发挥水利工程
在防汛抗旱中的主力军作用；要把贯

彻全会精神与谋划明年工作相结合，
要研究制定切合实际的工作目标和举
措，提早谋划、科学安排，为明年“开门
红”做好准备。

市旅游局

本报讯（记者 刘念） 日前，市旅
游局组织召开专题会议，学习《中国共
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
会议公报》，对下一步全市旅游工作提
出要求。

会议要求，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
是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关键时刻和决胜阶段召开的一次十
分重要的会议，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的决心和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市旅游局全体
干部职工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
对形势的分析判断上来，统一到中央
的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的要求上来，
要学习领会好全会内容和精神实质，
切实用全会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同时，要把学习党的十八届六中
全会精神与落实全省旅游发展大会精
神结合起来，与当前全市中心工作和
旅游工作结合起来，在市委、市政府的
坚强领导下，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牢
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理念，坚持旅游目的地与集散地并
重，全力抓好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建
设，大力发展山地旅游、乡村旅游、文

化旅游、智慧旅游，努力把一个个珍珠
般的景区景点串成璀璨夺目的项链，
把一个个美丽的盆景做成赏心悦目的
公园，实现安顺旅游空间全区域、旅游
产业全领域、旅游受众全民化。

市食药监管局

本报讯（记者 薛峰） 11月10日，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中心组专
题组织学习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会议要求，市直食品药品监管系
统要迅速掀起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
中全会精神的热潮，要深入学习领会
全会精神，深刻认识全会的重大意义，
并结合当前正在开展“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以中心组学习、支部学习等形
式，紧密结合食品药品监管工作实际
和自身思想实际，把全会精神认真学
习好、领会好、运用好，牢固树立政治
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
高度一致。

会议要求，全市食药监管系统要学
以致用，知行合一，自觉加强廉政建设，
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省委、市委的
各项规定，坚决抵制“四风”，切实增强
执行纪律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要坚持

“严”字当头，以人民为中心，从公共安
全的角度勇担当、敢负责，敢管敢严，真
管真严，全面加强食品药品监管工作，
认真抓实抓好工作，努力为人民群众

“舌尖上的安全”把好关。

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旅游扶贫助力“拔穷根”
□本报记者 刘念

绿色紫云：乡乡镇镇万亩园
村村寨寨有亮点

（上接1版）
随后，记者在猫营镇黄鹤营村河吗组看到，村民彭涛

清的油茶种植基地里，不少工人正在为油茶除草、施肥。
为让油茶苗长势更好，彭涛清让工人把今年挂谢花后的果
子全部摘掉，以保证明年油茶的丰收。

据紫云自治县农业局局长韦洪书介绍，近年来紫云不
断加强农业园区建设，建成了坝羊镇的万亩茶叶园、火花
低热河谷蔬菜园，火花镇万亩葡萄园等高效农业园区；去
冬今春实施的20万亩退耕还林，又造就了白石岩乡的万
亩枇杷园、板当镇万亩石榴园、猫营镇与板当镇连片的万
亩蓝莓园、宗地镇万亩杨梅园、猴场镇“南梨北桃”精品水
果园、大营镇万亩桂花园等，全县12个乡镇街道办都有上
规模的“万亩”农业产业园。

“紫云将继续围绕‘坡坡花果山、田田蔬菜园、户户农
家乐、人人奔小康’这一目标，加强生态农业建设。”张天勇
说，紫云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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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
保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生态畜牧、水产养殖、无公
害蔬菜、茶叶、精品果业、烤烟、中药材7大主导产业，做强
农业主导产业，做优农业特色产业，做大产业基地规模，延
长产业链条，推动现代农业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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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正值红心薯挖收季节，白石岩乡幸福园村红心
薯种植户正抓紧挖收。近段时间，村里迎来了大批购买红
心薯的收购商和市民。粟莉说，红心薯是紫云的土特产之
一，属健康绿色食品，很受广大消费者喜爱。

王永胜说，紫云的绿色发展不仅要实现乡乡镇镇有园
区，还要实现村村寨寨有特色。幸福园村的红心薯、喜凯
村的脐橙、兴合村的紫葡萄、大营村的桂花等都是特色产
业，特色产业造就一村一特产，一寨一美景。

“紫云拥有丰富的生态资源和民族文化资源，把生态
优势作为旅游产业发展的第一优势和拳头品牌，将多姿多
彩的民族文化融入生态旅游资源开发。”张天勇说，紫云的
绿色发展不是单一的生态建设、农业园区建设，而是要把
绿色发展融入到“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建设、山地新型城
镇化建设中。加快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瞄准全域旅游这个
大目标，以格凸河风景区为龙头，黄鹤营乡村旅游区为补
充，依托特色文化和自然生态优势，重点开发休闲度假、养
老健身、山地户外等生态复合型旅游和科普探险等综合性
旅游项目，推动山地旅游与农耕文化、乡村文化融合发展，
完成格凸河景区申报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工作，促进
旅游产业收入实现井喷式增长，让乡镇因旅游而活，让贫
困群众因旅游而富；推进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围绕“亚鲁
王”民族文化资源，申报一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结
合紫云农业发展现状，整合格凸攀岩、“发现之路·格凸探
秘”丛林穿越赛、洞穴音乐节等节会赛事资源，建设一批民
族文化产业项目，打造一批体育旅游品牌，推进旅游与农
业产业、文化产业、体育产业、城镇建设融合发展。

（上接1版）“去年4月，我接到镇里
面的电话，叫我去退钱。当时，我还不知
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是镇纪委退
还我2012年房屋改造的‘资料费’。我
觉得十分意外，没想到这个钱居然还能
退回来。”汪常文如是向记者说到。

七眼桥镇云峰片区民生监督站站长
冯于花告诉记者，2015年2月，按照西秀
区纪委的要求，七眼桥镇25个民生监督

站对全镇25个村（居）2008年至2015
年农村危房改造项目补助对象进行了民
生监督交叉检查。“当时我就负责检查这
个村。在检查中我们发现有村干部向村
民违规收取辛苦费、资料费，这明显违反
了国家的相关政策规定。随即，我们将
这一情况向七眼桥镇纪委进行了报告。”

接到报告后，七眼桥镇纪委立即成
立调查组，对该问题进行调查，对当事人

进行严肃处理。
2015年4月，七眼桥镇纪委在清水

屯村召开了清退大会，将原本属于农户
自己的钱，退还给汪常文等8户危改户。

“现在党的政策真好，不但拿钱帮助
我们改造房屋，而且还将村干部乱收的
钱退还我们。非常感谢民生监督站和镇
纪委的同志。我相信，有这么好的政策，
我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汪常文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市各级纪检监
察机关深度聚焦民生工作主战场，紧盯
重点领域、重点环节、重点人员，多措并
举，将监督的焦点之一放在了基层民生
领域，以期打通权力监督和为民服务的

“最后一公里”，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向基层延伸,切实维护老百姓的合法权
益，让老百姓切身感受到全面从严治党
成果，提升群众获得感。

美丽的小河湾村美丽的小河湾村（（资料图资料图））

本报讯（记者 陈斌） 今年以来，我市大力实施大数据
战略行动计划，按照大数据发展“34533”的总体思路，坚持
以发展大数据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突破口，坚
定不移以大数据带动产业链发展，推动政府治理变革、助推
保障和改善民生，大数据发展取得了阶段性成效，预计2016
年信息产业规模总量完成125亿元，同比增长25%，占全年
目标任务100%。

今年，我市取得了软通动力、喜马拉雅3D打印、国电南
自智慧城市、贵州谜境生态等优强企业落地安顺；黄果树智
慧旅游、高原颂食品等本土企业加快成长；高原颂食品公司
被评为2016年度贵州省电子商务十佳示范企业；黄果树智
慧旅游平台在6月腾讯公司主办的第二届“2016年中国互
联网+峰会”上，荣获2016年十大“互联网＋旅游景区”；安
顺蚂蚁众创空间于9月正式成为第三批国家级空间；贵州新
安航空机械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全国两化融合贯标试点评定
等成绩。

同时，形成了以安顺市大数据产业发展中心为核心，
西秀产业园区、黎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黔中创客小镇电
子信息产业园等园区协同错位发展的“一核多点”布局，依
托此布局，我市将切实打造基础设施层、系统平台层、云应
用平台层、增值服务层、配套端产品层五个产业层级；发展
大数据核心业态、关联业态、衍生业态三类业态；逐步建成
大数据内容中心、大数据服务中心、大数据金融中心三个
中心；实现以大数据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以大数据推动转
型升级、以大数据服务改善民生的三个目的。“十三五”期
间，我市还将切实打造形成具有安顺市特色的“1*7+N”大
数据产业体系架构，即成立一个市国资控股的大数据公
司；建设完善一个市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安顺彩云”；建设
一个市大数据应用展示中心；建设一个大数据交易市场；
建立一个大数据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市、县（区）两
级分别建立完善一个大数据办公室；打造1只10亿元的
大数据产业基金；建设“大数据健康医疗云”等N个行业云
平台。

据介绍，2017年，我市将把大数据作为“十三五”时期全
市发展全局的战略引擎，遵循数据是资源、应用是核心、产业
是目的、安全是保障的理念，围绕“聚、通、用”实现政府治理
能力显著提升；围绕“核心业态、关联业态、衍生业态”的培
育，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围绕老百姓“工作更方便、生活更美
好”，提高大数据服务改善民生的整体水平，重点夯实信息基
础设施、壮大产业规模、集聚数据资源、突出应用带动、强化
安全保障，提升大数据信息产业整体实力。

数据安顺 加速快跑

我市今年信息产业
规模总量预计完成125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