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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
《贵州省人民防空警报设施建设管理规定》，根据贵州
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组织全省人防音响警报试鸣
演练的通知》（黔人防通〔2017〕41号）要求，经安顺市
人民政府批准，全市将按要求参加全省统一进行的人
民防空音响警报试鸣演练。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各党政机关、部队、街道办事处、社会团体、企
事业单位，请做好本单位职工和辖区内人民群众的宣
传工作，在人防音响警报器试鸣期间，要坚守岗位，不

要恐慌，不要混乱。
二、人防音响警报器试鸣期间，请公安、部队、街

道办事处、交通部门积极协作，加强社会治安管理，保
障社会秩序正常。

三、人防音响警报试鸣演练信号和方法：按照全
国统一的三种人民防空音响警报信号发放。

1、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三遍为一个
周期（时间3分钟）。

2、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十五遍为一个

周期（时间3分钟）。
3、解除警报：连续鸣3分钟。
四、人防音响警报试鸣演练时间：
2017年9月18日10时00分开始（发放预先警

报：10：00－10：03；发放空袭警报：10：06－10：09；
发放解除警报：10：12－10：15）至10时15分结束。
试鸣期间三种警报信号鸣响间隔时间为3分钟。

安顺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2017年9月13日

“三天三夜爬不完的磨满关。”说起
西秀区鸡场乡新合村磨满组，这个鸡场
乡最偏远的布依族村组，全组12户，就
有11户是贫困户。

日前，沿着蜿蜒的山路，记者走进新
合村磨满组，“柳暗花明又一村”用来形
容一路所见再好不过，一路山水秀丽，初
到这里，仿佛走进一个世外桃源。一进
磨满组，记者便看到乡政府为村民建的
小平房与摇摇欲坠的老房形成鲜明对
比，村后是一片开阔的耕地，种植着粮食
和烤烟。

“从来不敢想会有这样一天，如今车
都开到了家门口。”村民罗德亮发自内心
的感激。罗德亮说，现在每周三赶集，公
交车早晨6点半就来到村里接村民。

“路通了，不仅农产品能卖出去，现在
还有老板直接来村里收粮食。”罗德亮告
诉记者，这在以前都不敢想，去年路不通
时，产了万斤玉米，3000斤放坏了，而养
了一年的猪杀了后也只能用马驮出去，可
是等到了市场已经不新鲜，卖不上价钱。

村民罗炳付说，路不通，过去起房子

都是从10公里以外的地方一块一块地
挑来建筑材料建房。这里以种烤烟为
主，烘烤好的烟叶挑出去卖也要走一小
时山路。

说起过去的生活，村民们有太多的
无奈。

2016年，鸡场乡党委政府开展扶贫
通组路、联户路的建设，2017年5月底基

本实现全乡覆盖，磨满组1.4公里的通组
路也在3月份全面完工。随后，帮村单
位西秀区机关事务局协调了10万元项
目资金让整条通组路全部安装上了路
灯。

路通了，村里的东西出得去，外面的
东西也进得来。罗德亮高兴地带着记者
来到了他家，将家中的优质烟叶展示给
记者看，他粗略的算了一下：一亩地能产
2500斤烟叶，烘干后有250斤，市场均价
是12元一斤，这样一亩地就有3000元
的收入。

如今，罗德亮的三个孩子都外出打
工了，他和老伴在种植烤烟的同时，还种
有粮食，并饲养了两头猪。罗德亮告诉
记者，这样的话一年收入能上万元。

新合村村支书郭忠友告诉记者，以
前不通路时运输都靠人挑马驮，如今村
里的基础设施日益完善，让这个省级一
类贫困村的贫困户们过上了好日子，村
民不仅种植烤烟，还在周围的山上种植
经果林，使得磨满组村民的年人均收入
也从过去的300元增加到3000多元。

市农委组织开展
猕猴桃产业

扶贫技术培训
本报讯（记者 胡典） 9月12日，由市

农委牵头的全市猕猴桃产业扶贫技术培训
暨人参果引试田间评鉴会在西秀区开展。

会前，市农委组织参会人员先后实地考
察观摩了西秀区七眼桥镇旭日种养殖农民
专业合作社人参果种植基地、西秀区黄腊乡
九湾河生态农业观光园猕猴桃种植示范基
地，听取负责人就栽培技术、自身管理经验
等情况的汇报，参会人员与观摩基地负责人
进行了猕猴桃栽培技术的交流与讨论。

培训邀请了省农科院、省果蔬站、贵阳
学院等相关专家学者轮流开展技术培训。
主要围绕猕猴桃品种、栽培技术、果园管理
工作、病虫害防治、市场营销、储存及加工等
进行讲解和指导。培训旨在推动地方果业
产业提质增效，增加果区果农收入，引导地
方群众尽快脱贫致富。

本报讯（记者 古宇 李铠）“让
我们机关干部到农村去，到一线去，
把我们的激情和汗水洒在群众的致
富路上，在脱贫群众的喜悦里收获
我们的理想与荣光！战友们，出发
吧！”9月 12日中午，普定县 162名
村级脱贫攻坚作战队队长在该县宣
传文化中心门前举行庄严出征仪
式，他们将领取任务清单，奔赴各自
的帮扶村决战脱贫攻坚。

为全面贯彻落实全省深度贫困
地区脱贫攻坚工作推进大会精神和
2017年脱贫攻坚秋季攻势行动令，加
快贫困村、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
的步伐，普定县充分发挥县级部门
（单位）的资源优势和统筹能力，在派
驻第一书记、派驻驻村工作组以及开
展“654321”结对帮扶的基础上，对有
50户以下贫困户的行政村，组建由驻
村第一书记任队长，驻村工作组和村
支两委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村级脱

贫攻坚作战队；对有50户以上贫困户
的行政村，组建由1名副科级以上干
部任队长，若干名结对帮扶干部为成
员的村级脱贫攻坚作战队，进一步加
强驻村帮扶工作力度，集中力量推进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形成脱贫
攻坚合力。

据了解，普定县162个村级脱贫
攻坚作战队成员将完全与原单位工
作脱钩，确保每月驻村20天以上，采
取集中力量攻坚，分阶段突击的办法
（第一阶段自2017年9月至11月底；
第二阶段自 2018 年 3 月初至 5 月
底），深入帮扶村宣讲脱贫攻坚政策，
准确掌握贫困状况，落实精准帮扶措
施，指导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推动村
级公司发展。

普定县对村级脱
贫攻坚作战队进行督
导督查和严格考核，
明确责任清单，按单

推进，确保工作落实见效。对作战
队所在村未完成整村脱贫攻坚工作
任务的，扣除该作战队员中县、乡干
部的年终目标考核奖金的10%，用
于该村脱贫发展；作战队所在村如
有 1户不脱贫，扣除该作战队员中
县、乡干部的年终目标考核奖金的
10%，每增加1户不脱贫，扣除奖金
按10%递增，用于该贫困户的脱贫
发展。

通过162个村级脱贫攻坚作战队
的整体发力，确保到2017年底，普定
县实现猴场乡“减贫摘帽”、31个贫困
村出列、减少贫困人口 1.35 万人以
上，到2018年，实现所有贫困村出列，
全县贫困发生率下降到3%以下。

普定162名脱贫攻坚作战队队长领命出征

关岭与贵师大等签约合作
本报讯（刘佳佳 记者 李隽） 9月8日，贵州师范大

学国家喀斯特石漠化防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关岭自治县
人民政府、贵州原乡生态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举行三方
合作签约仪式。

据了解，此次合作将把“喀斯特高原峡谷石漠化综合
治理与生态产业规模经营技术与示范”这一国家“十三五”
重点研发计划课题放在关岭花江镇板贵片区实施。

贵州师范大学科研中心将投入1400万元科研经费为
政府、企业提供国家科技平台支持、国家项目专家团队与
核心技术支持，提供开展喀斯特高原峡谷土壤侵蚀与石漠
化治理等5个方面的模式与技术集成示范。

贵州原乡生态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参与课题
增汇型种植与低碳型养殖等示范工作，并投入实施经费
2600万元在板贵片区开展以种植—养殖—固体废物资源
综合利用的能繁母牛与肉牛养殖产业。

关岭人民政府计划投入6000万元用于项目基础设施
建设，在招商引资优惠政策范围内，提供资金、土地、建筑
物及其附着物、税收等方面的支持、减免和保障。协调有
关部门的手续办理工作以及花江镇人民政府对工程、课题
实施地点开展工作中的支持和服务。

贵州沃客智能终端
产业园正式投产

本报讯（记者 伍水清） 9月9日，贵州沃客智能终端
产业园项目投产仪式在镇宁自治县举行，标志着该项目正
式投产。

据了解，贵州沃客智能终端产业园是以贵州沃客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为核心，在镇宁打造一套完整的智能终端产
业链项目，引进配套关联产业企业13家，目前已在镇宁注
册成立9家，包括精密模具厂、精密注塑厂、SMT厂、按键
厂、镜片厂、充电器厂、电池厂、摄像头厂、TP厂、组装厂
等。自今年2月镇宁与深圳市沃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
订招商引资合同后，公司陆续开展了厂房装修、员工招聘
培训、设备采购及安装调试等相关筹备工作，于9月9日实
现正式投产，项目达产后，预计提供约1000个就业岗位。

据悉，数据智能终端产业一直以来都是镇宁自治县的
重点发展方向，项目的正式投产将进一步推动镇宁产业转
型升级、促进产业发展。

通向贫困户心窝窝里的“幸福路”
□本报记者 王蓉 文/图

（上接1版）
“看原生态风景、吃纯正无污染的畜禽产品，摘绿

色有机的瓜果蔬菜，钓上一杆清闲，游客可以惬意享
受这田园牧歌。兴致高雅的游客租上一块土地，认养
奶牛，建立自己的‘开心农场’。”谈起榕昕的生态旅游
业，吕东君信心满满。据他介绍，牧场优美的环境和
奶牛自运营以来吸引来不少游客，从5月31日开始试
运营，每天多的时候有300到500人，到牧场进行观光
旅游，平常时间也有100人以上。

“项目建设完成，将成为集奶牛生态养殖、鲜牛奶
生产供应、有机果蔬种植、特种养殖、生态休闲观光旅
游、餐饮住宿及线上线下一体的产业园区。”吕东君指
着不远处正在施工中的民俗客栈告诉记者说，目前牧
场内生态旅游设施正在不断完善中。

吕东君说，当前的食品安全问题让消费者非常重
视，怎么样才能让消费者放心、安心购买到卫生的牛
奶产品，最好的办法就是请消费者亲自参观、品尝。

“榕昕打造农牧业休闲观光项目的想法主要来源
于日益被大众推崇的‘生态旅游’。在游客参观之余，
让大家吃上真正放心的优质牛奶和鲜牛奶系列产品，
以及公司有机农场种植的精品水果，项目建成后，榕
昕牧场将形成‘生态种植+生态养殖+有机产品加工+
有机产品销售+全程生态观光’一条龙服务体系。”吕
东君补充说道。

延长产业链：促进农民脱贫增收

据了解，榕昕集团采取“牵一接二连三”的青岛榕
昕模式(牧草种植+奶牛养殖+系列奶产品加工和城市
奶吧+休闲体验观光），通过产业融合，推进农牧业供
给侧结构性经营，创出了一条直接从牧场到餐桌的有
效创富模式，大大延长了产业链，提升了产业链价值，
也为军马村村民带来了一条脱贫致富新路。

张红旗在朋友的推荐下，一个月前来到牧场上
班，过了第一个月试用期后，工资将达到3000元，目
前主要负责给奶牛喂食。他告诉记者，以前在外打
工，5年前回来照顾家人，在菜场卖菜，生意不好做。
他说：“在牧场工资高，而且离家近，方便照顾老人。”

“目前，牧场与军马村合作社签订了1000亩的饲
料饲草种植合同，每一亩比种植普通的农作物增加收
入大约在1500到2000元以上，带动1000名农村群众
脱贫致富。”吕东君说，牧场通过“公司+基地+合作社+
农户”的运营模式，将直接带动贫困农户就业增收。

“一亩地获得500元租赁费，种植牧草又可以增
加一笔收入，到养殖场务工月薪待遇3000元左右。”
军马村村民罗晓洋说：“村里目前已经有200多个村
民到养殖场做工了。”

“现在军民村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原来种植玉米的
地里种上了牧草，经合作社统一加工，可直接卖到牧
场。”据军马村人口主任、合作社理事金英介绍，现在
一亩地种植牧草每季可收割20000斤，每年可种植三
季，按每斤2角钱收购，一亩地年产值将达10000元以
上，比以前种植玉米亩产值要高出许多。

“项目建成后，我们将在安顺设鲜奶吧连锁店达
100家以上，安置就业岗位300人以上。”吕东君介绍
说，目前已在西秀区辖区内设立鲜奶吧8家，安置用工
16人次。

（上接1版）在项目建设的480余个日
日夜夜里，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统筹
协调，要求作为施工单位的市工投公司
安排一名班子成员及三名中层干部在
内的10人团队，长期驻守项目工地。
主要领导靠前指挥、统筹调度、不分白
昼协调解决工程用水、用电等问题，督
促项目设计、施工、监理等参建单位不
断加大投入，围绕项目建设这个主战
场，上下一心、团结协作、挥戈奋战，捷
报频传。

通过努力，中国(安顺)石材城在
2017第三届贵州(安顺)国际石材博览
会召开前夕，项目一期核心区包括石材
国际会展中心、石材展示区、中心广场、
综合服务、酒店已全部建成。

大平台赢来大商机

随着博览会在中国（安顺）石材城
的举办，安顺石材产业的名声在世界
打响，品牌逐渐享誉大江南北，成了
安顺石材产业启航的“利器”，赢来了
大商机。

项目作为贵州国际石材博览会永
久性承办地，从规划设计伊始，便着力

打造为立足西南、走向全国、拓展国际
的综合性石材交易平台，紧紧抓住安
顺石材产业发展大机遇，搭建行业合
作大平台，不仅将贵州的优质石材推
向世界，也把外面好的石材资源引进
来，壮大我市石材产业发展的同时，其
它相关服务配套产业也必将得到优化
升级。

领导亲自带队跑招商，部门带头谋
划好招商，人人参与招商工作。在规划
及建设期间，市工投公司先后赴湖北、
广东、厦门、内蒙等地招商，成功与国内
领军石材企业万里石公司、晨春石业等
公司合作。第三届贵州（安顺）国际石
材博览会参展企业320余家，生产企业
210余家，110家大型石材生产企业参
展，包括全国500强专业采购商100余
家，其他专业采购商500余家，项目现
场签约86.4亿元。

为拓融资，促发展，中国(安顺)石材
城还搭建了中国石材矿权交易平台，为
石材行业重点打造融资、融智、融服务
的交易平台，将有效解决石矿企业融
资、销售等问题，打通行业内外资本投
资石材矿权的通道。同时，引导石矿企

业规范经营，争取政策空间与支持，为
石材行业赢得发展空间。

在建设过程中，市工投公司始终发
挥自身平台和资源优势，积极拓展和丰
富融资渠道，对接各类金融、证券机构，
多渠道、多方式谋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并最终突破公司资产少，总量小的瓶
颈，先后通过发行私募债、争取项目专
项基金和自筹等方式，为中国（安顺）石
材城项目累计融资14亿余元。

汇聚众多优势，中国(安顺)石材城
成功“吸金揽银”。目前，厦门、南安等
地企业纷纷落户，借助该平台实现新的
发展，而安顺石材产业也将在企业不断
发展中实现新的跨越，掀起石材产业发
展新热潮。

大商机助推大发展

现在，随着中国（安顺）石材城及石
材产业园和实力较强的石材企业日益
壮大，安顺石材产业逐渐走向规模化、
集群化。

据介绍，下一步，我市在紧紧抓住
安顺石材产业发展大机遇，搭建行业合
作大平台的同时，将继续贯彻落实“新

型城镇化+”的主线，通过中国（安顺）石
材城的打造，串联周边高荡村、马鞍山
村、石头寨等千年厚重的石文化内涵，
以石材产业为基础，以石头文化为内
涵，以中国石头小镇为品牌，集聚石材
产业发展，不断推动“石文化”产业实体
扩充我市全域旅游的良性循环，助推安
顺经济跨越发展。

根据《安顺石材产业聚集区发展规
划》，我市将充分利用天然石材资源，借
助中国（安顺）石材城、石材产业园等大
平台，实现石材产业全方位、系列化、规
模化发展，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石材产
业聚集示范区，全国石材产业布局中新
的增长极。力争到2018年全行业产值
达到100亿元，石材产业体系建成,矿
山、加工企业进入正常运营，配套设施
不断完善，中国（安顺）石材城成为石材
产业发展新的增长极，竞争力显著提
升，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实现经
济环境协调发展。到2020年，石材及
相关产业产值达到200亿元，基本实现
产业现代化，园区各项配套设施齐全，
循环经济体系完善,装备水平和产品品
种、档次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中国石材城：打造石材产业聚集示范区

安顺市2017年人防音响警报试鸣演练公告

罗德亮的老伴向记者展示家中最好的烤烟罗德亮的老伴向记者展示家中最好的烤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