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8月，2017第三届贵
州（安顺）国际石材博览会暨第
三届全国石雕石刻设计大赛在
中国（安顺）石材城成功举办，
这预示着，安顺这块曾经山石
林立的土地，已蜕变成石材产
业发展的热土，大山正转化为

“财富”，石材产业也正逐渐成
为安顺新的经济增长极。

大项目铸就大平台

2015年，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在《关于加快石材产业发展的
意见》中明确将西南国际生态石
材交易博览中心（现改名中国
（安顺）石材城）作为全省重点布
局建设的2个中心之一，安顺石
材园区也被列为全省10个重点

建设的石材产业园之一。
作为第三届贵州（安顺）

国际石材博览会承办地的中
国（安顺）石材城，总规划占地
5450亩，核心区占地421亩，
约30万平方米的主体建设及
附属配套设施。2016年 2月
29日，全省第一批重大项目集
中开工仪式在石材城项目建
设地举行，标志着项目建设正
式拉开帷幕。

“安顺市在推进项目建设
中充分展现出大手笔、大场
面、大气势。”2017年 8月 23
日，六盘水市党政代表团考察
项目时称赞道。

“短短16个月的时间，你
们高标准地完成了看似不可

能完成的任务。”中国石材工
业协会常务理事、厦门万里石
有限公司董事长胡精沛说道。

项目核心区总投资约15
亿元，新建国际石材会展中
心、精品石材展示区、石文化
广场、大型停车场、会议商务
中心、石材检验中心等设施，
30万方平方米的展馆，重型钢
结构用量约6万吨，展馆最大
跨度80米，石材用量约19万
平方米。（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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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晓康） 9 月 12
日，市委副书记、市长陈训华，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赵贡桥到安顺国家高新技
术开发区调研并召开座谈会。陈训
华、赵贡桥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
围绕推动安顺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加
速发展抓好抓实各项工作，聚焦高新
技术发展和突出军民融合特色，高起
点高站位全力推进高新区规划建设，
努力把高新区建设成全市乃至全省创
新发展的增长极。

副市长张本强，市政府秘书长王洪
勇参加。

自6月23日安顺高新区建设发展
推进大会成功召开，标志着安顺高新区
步入加速发展快车道，黎阳高新区管委
会紧紧围绕招商引资、项目落地、服务
企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截至目前共引
进项目29个，投资总额30余亿元。

认真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陈训
华对高新区前期规划建设各项工作给
予充分肯定，他指出，自高新区成立以
来，市直各部门、各有关县区和高新区
管委会相互支持配合，齐心协力加快
推动高新区规划建设，各项工作均取
得了初步成效。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
到高新区发展还存在管理机制体制不
顺、融资平台搭建速度较慢、核心主导
产业带动性不强、经济总量偏弱偏小
等短板和问题。

陈训华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各
有关县区和高新区管委会要把加快推
动安顺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规划建设
作为重点工作来抓好抓实，进一步加大
政策、资金、产业、人才等方面支持力
度，整合各类资源，全面形成合力，高起
点高站位全力以赴推进高新区规划建
设。要围绕高新技术、军民融合、装备
制造、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
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以强有力的
工作举措推进项目早日落地达产。要
迅速建立高新区建设投资公司，加紧构
建投融资平台，拓宽投融资渠道，加快
推动高新区规划建设。要积极学习发
达地区高新区规划建设的先进经验，进
一步理顺管理机制体制，确保各项工作
高效有序推进。要持续推进当前高新
区建设各项工作，全面提升自主创新和
辐射带动能力，以更加丰硕的发展成
果，为全市乃至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赵贡桥要求，高新区要进一步转变
发展观念，拓宽发展思路，坚持开放发
展，理顺管理体制，集聚创新资源，加快
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新区加速发展，努
力将安顺国家高新区建设成全市乃至
全省创新发展的增长极。

本报讯（记者 吴学思）
9月12日，市政协主席杨华昌
带队督查平坝区文明城市创
建工作。市委常委、市委宣传
部部长杨晓曼，市政协副主席
贺未泓参加督查。

督查组一行通过实地查
看、车览和乘坐公交车、出租
车查看的方式，先后深入平坝
区迎宾大道、客车站、天台山
大道、平坝南高铁站、第二中
学、塔南农贸市场、东方社区
等文明城市测评实地点位，督
查该区环境卫生、交通秩序、
公益广告、市场管理等情况。

在座谈听取市创文办和各
参与督查单位的督查情况反馈
后，杨华昌指出，自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开展以来，平坝区
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
署，高度重视、加大力度，创建
工作安排部署到位，城市形象
不断提升、环境质量不断提高、
群众精神面貌不断提振，创文
工作总体成效凸显。

杨华昌要求，当前，全国
文明城市测评准备工作已进
入冲刺阶段，平坝区和各有关
部门要充分认识创文工作的
紧迫性和重要性，以强烈的责
任感切实抓好各项工作；要精
准围绕各项测评指标开展自
查自纠，认真抓好问题整改落
实；有关部门要加大督查力
度，确保问题整改落实到位；
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

强化统筹协调、沟通协作，全
力、周密做好迎接测评各项准
备工作和后勤服务工作等；要
继续强化创文工作及迎接测
评工作的氛围营造，进一步增
强创文工作社会知晓率。

杨晓曼要求，平坝区各级
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明确责
任、准确对标、快速破题、从细
整治、频繁调度，以问题为导
向，迅速开展自查，切实补齐
短板，确保每一个测评细节、
环节不留空档和盲区，工作得
到整体推动，确保全国文明城
市测评顺利通过。

市文明办、市教育局、市
督查督办局、平坝区政府等单
位相关负责人参加督查。

初秋时节，记者在位于西秀区
双堡镇的榕昕牧场看到，成群的牛
在大棚内听着音乐、悠闲地吃着
草，不远处的现代“休闲屋”坐落在
绿水青草间，弯曲的漫步道沿着绿
草地延伸远方，呈现在眼前的是一
幅生态田园画卷。一年前，这里还
曾是一片裸露的荒山地。

今年来，借助青岛市帮扶安顺
的契机，西秀区政府引进青岛榕昕
集团，通过“牵一接二连三”的青岛
榕昕模式，采取“体验农业+牧场观
光+种养结合”的运营方式大力发
展奶牛生态养殖产业，既保护了生
态，又为当地村民铺就了一条脱贫
致富新路。

调整农业结构：
发展奶牛生态养殖产业

位于西秀区双堡镇西侧的军
马村，是一个被“困”在石漠化山中
的村寨，抬头望山、低头见坎，当地
农民一直处于“越穷越垦，越垦越
穷”的困境中。

今年49岁的军马村村民张红
旗告诉记者：“过去，这里石头裸
露，种不出庄稼来，一亩地打不出
150公斤粮食，只能广种薄收，因
为穷，大多年轻人都选择外出打工
谋生。”

“现在山坡上披上四季常青的
牧草，有了黑白相间的牛群，生态
改善了，生活质量也改善了。”张红
旗谈到的变化，源自在西秀区政府
的帮助下，引进青岛榕昕集团在村
里建起了生态农场，村里实施农业
产业结构调整后，原来的荒地荒坡

全部种上了绿色牧草。
据了解，借助青岛市帮扶安顺

的契机，3月19日，西秀区政府引
进青岛榕昕集团签项目合作协议，
在双堡镇规划建设高起点、高标准
的现代国家级的生态农牧产业示
范基地，项目总投资1.5亿元，规划
用地2000余亩，项目一期于5月
已建成投产，存栏优质奶牛 500
头，项目全部建成后，奶牛存栏将
达到1000头，日产鲜牛奶18吨。

9月11日，在奶牛饲养区，记
者看到，这里不仅有奶牛，还有神
户黑牛，区域内分区明确，两侧是
牛的生活区域，中间的通道是牛的
进食区域，区域内不间断的放着舒
缓的音乐。

“牧场采用国内首创的发酵床
生态养殖技术，奶牛产生的粪便在
发酵床内通过奶牛行走加上人工
翻动，使粪便自动分解，没有任何
污染。”贵州榕昕康乐生态观光牧
场总经理吕东君告诉记者，在项目
规划建设中，牧场坚持避山绕石、
破碎杂石、整平沟壑、清除荆棘乱
草、将荒芜变靓景的原则，通过科
学规划设计，坚持生态型建设和可
持续发展的理念。

“为实现到2020年，西秀区肉
牛存栏达到11.8万头的目标，榕昕
集团将带着优势生产能力，发挥公
司优势，继续推进西秀区肉牛产业
发展。”吕东君介绍，下一步，榕昕
公司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原则上

在西秀区每个乡镇建设一处存栏
规模2000至 3000头的肉牛养殖
示范基地。

“现代畜牧业+旅游”：
带动生态休闲旅游业

9月11日，在榕昕牧场体验区
门口停有十余辆自驾游私家车，在
榕昕美味体验馆，记者看到鲜奶、
酸奶、补丁等多种牛奶制品，甚至
还有神户牛肉，吸引不少游人体验
品尝。 （下转2版）

加强人民防空工作加强人民防空工作
构建和谐新安顺构建和谐新安顺

市政协安排部署
“一二四”攻坚战督导督查工作

本报讯（记者 王蓉） 9月12日，市政协召开“一二四”攻坚战重点工作督导
督查动员部署会，市政协主席杨华昌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周涛、陈好
理、贺未泓、刘飞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了《中共安顺市委关于持续打好“一二四”攻坚战建设富美新安顺开
展重大项目重点工作督导督查的通知》；对《安顺市全域旅游工作督导督查方案》
及《安顺市招商引资工作督导督查方案》、《安顺市脱贫攻坚工作督导督查方案》进
行说明。

杨华昌指出，“一二四”攻坚战打响以来，全市上下凝心聚力，以饱满的工作热
情推动各项事业持续向好发展，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市委高度重视督导督查工
作，各相关部门要统一思想，在我市全域旅游、脱贫攻坚、招商引资、重大项目等工
作领域发挥作用，齐心协力做好督导督查工作，努力实现增比进位，助推各项事业
再上新台阶。

杨华昌要求，各相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开展督导督查工作的重要性，确保各项
重点工作措施有力，能见成效；要加强统筹，注重督查质量；要讲究方法，注重实
效，不断摸索、总结、完善督导督查工作。

市直相关部门组成的全域旅游、招商引资、脱贫攻坚三个督导督查组全体成
员参加会议。

本报讯(记者 刘念) 9
月7日，由国务院扶贫办开发
指导司副巡视员张洪波带队
的全国科技助力精准扶贫现
场观摩会观摩团走进我市，实
地考察扶贫企业，现场观摩我
市科技助力精准扶贫情况。
副市长张本强陪同观摩。

观摩团成员来自中央有
关部委、及包括我省在内的
10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有关部门。

观摩团一行，先后到平坝
区天龙镇芦车坝村、乐平镇塘
约村，西秀区七眼桥镇孙家庄
村，开发区金刺梨加工基地，
镇宁自治县生态黑茶种植加
工基地、贵州柳江畜禽科普示
范基地等进行现场观摩，听取
工作情况汇报、参观扶贫现
场，详细了解我市科技助力精
准扶贫工作开展情况，并给予
充分肯定。

张洪波表示，安顺把打赢
脱贫攻坚战作为一项重要政
治任务，转变观念、创新举措、
积极作为，以扎实的工作、实
在的成效推动相关工作走在
前列。他强调，要继续坚持产
业发展“拔穷根”，完善设施

“破瓶颈”，社会保障“解困
境”，切实让贫困群众摆脱困
境、走上富路。要继续在科技
助力精准扶贫上下功夫，在就
业扶贫上增动力，在旅游扶贫
上求实效，在金融扶贫上敢创
新，在社会扶贫上聚合力，确
保强力推进、先行突破。要进
一步创新精准扶贫的形式、方
法和路径，深刻阐述所采取脱
贫措施的机制，积极创造出供其它地区学
习借鉴的好经验、好做法。

张本强对观摩团一行的到来表示欢
迎，向关心支持安顺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界
人士表示感谢。他表示，此次全国科技助
力精准扶贫现场观摩会成员走进我市，是
对我市的鼓励与鞭策。我市将进一步凝
心聚力，全力推进全市脱贫攻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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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秀区：唱响山地生态“田园牧歌”
□本报记者 伍水清 王蓉 文/图

榕昕牧场奶牛生态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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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华昌带队督查平坝区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中国石材城：打造石材产业聚集示范区
□本报记者 伍水清

普定162名脱贫攻坚作战队队长
领命出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