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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精神文明建设
先 进 典 型 巡 礼(第七版）

在西秀区产业园区内，有一个专门用“垃圾”作
为原料生产新型建材的企业——贵州兴贵恒远新
型建材有限公司，这家公司不仅消化了大量的建筑
垃圾，还创新引进和自主研发全自动砌墙生产线，
成为装配式建筑产业的领跑者。

11月24日，在该公司生产车间，借助机械的力
量，三名工人正在同时砌三面大约有170平方米的
墙，机械手轻巧地把三块榫卯在一起的空心砖提
起，与此同时，灰浆已经在砌好的墙体上均匀地铺
着，砖放上去，多余的灰浆被刮掉，砌出来的墙平平
整整。

“这个工艺省灰浆、省人工，也不用在现场拌
灰，铺灰、砌砖都是自动的。”在砌墙车间里，车间主
任涂有贵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正在作业的机器，按照
操作规程检查工序。

据了解，去年，该公司投资1.3亿元，在国内率
先引进了德国垒码乘全自动砌墙生产线，也是亚洲
首条全自动砌墙生产线。全程采用机械为主、人工
辅助的生产、建筑方式，既能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
题，又能极大提高建筑质量，减少了环境污染，实现

了工厂标准化生产、专业化运输、现场工业化装配
的标准化作业流程。

“它比人工砌筑的平整度高、沙浆的饱满度高，
在工厂提前预制现场安装的话，基本上没有建筑垃
圾的产生。经过工厂化的生产，管线等都能全部集
成在里面，减少二次装修对墙体的破坏。”贵州兴贵
恒远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蔡安谷解释道。

利用建筑垃圾制造再生骨料，生产复合保温砌
块和装配式墙体的运用，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
的“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要求
相符，在被住建部授予全国首批、贵州省首家装配
式建筑产业基地称号后，贵州兴贵恒远新型建材有
限公司继续在研发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取
得了一定的成效。

在垒码乘设备旁，有一台相对较小的设备也在
用同样的流程砌墙，它正是该公司通过技术研发及
设备升级，将欧洲主流的固定式自动化砌墙生产线
改变为更符合中国市场需求的移动式墙体砌筑工
作站。

（下转2版）

本报讯（周蕾 记 者 胡典）
11月 25日，由农业部渔业渔政管
理局组织，中国稻田综合种养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主办，中国水产科学
研究院、中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等
多家单位支持共同举办的“首届全
国稻渔综合种养产业发展论坛暨优
质渔米评比推荐活动”在上海海洋
大学拉开帷幕，平坝区肖家生态农
业机械专业合作社在评比中喜获

“2017年全国稻渔综合种养模式创
新大赛绿色生态奖”。

此次技能大赛主要分为优质渔
米评比推介和发展论坛活动两个部
分，其中优质渔米评比，以全国稻渔
种养模式创新大赛及优质渔米评比

为主要内容。
肖家生态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

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于这次参赛，上
海海洋大学和主办方都对我们运作
模式给予充分肯定，但由于起步晚，
硬件条件弱，规模化和机械化生产
与东北产粮大区相比还有一定的差
距，所以在下一步发展的思路中，将
继续学习借鉴其他省的好经验、好
做法，弥补发展中的不足，做大做强
稻田综合种养。

据了解，海洋大学表示愿意拿
出他们涉及渔业等相关方面的专利
和科研成果支持平坝区肖家生态农
业机械专业合作社发展，把知识变
成市场经济和财富，助推大扶贫。

本报讯（记者 李晓康） 11月27日
上午，市委书记、市级总河长曾永涛到猫
跳河开展巡河。他强调，水是生命之源，
保护和利用好水资源是全市各级干部和
广大人民群众义不容辞的责任，全市上
下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紧迫感，深
入实施大生态战略行动,全面推行“河长
制”，层层压实责任,切实抓好河湖生态
治理与保护工作,努力实现百姓富和生
态美有机统一。

曾永涛深入到猫跳河邢江河段，实
地巡查河道治理情况，与乡镇负责人、
沿河村寨村民等进行交谈，详细了解河
流日常管护、生活污水处理、两岸植被
保护等方面的情况。他指出，抓好抓实
河道生态治理和保护工作对于维护生
态平衡、保护生态功能和生物多样性等
有着重要意义，西秀区要以保护水资
源、防治水污染、改善水环境、修复水生
态为主要任务，扎实开展巡河护河工

作，确保猫跳河邢江河段河畅、水清、岸
绿、景美。

随后，曾永涛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
市、区、镇、村巡河护河情况汇报，安排部
署河道管理和保护工作。曾永涛指出，
全面推行河长制是省委、省政府推进国
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的一项重要举
措，是我市建设生态文明、推动绿色发展
的需要。全市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
层层压实责任，按照省市有关部署要求，

加强河流日常巡查、管理，落实相关措
施，确保河长制工作取得实效。要强化
措施，突出重点，围绕治理污水和垃圾制
定相关工作措施，以强有力的举措解决
河流污染问题。要强化管理，较真过硬，
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抓好整改落实，确保
治理工作取得实效。要总结经验，形成
长效，着力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和保护
河湖的良好氛围,真正让群众参与、为人
民造福。

本报讯（记者 陈国平） 11 月 27
日，安顺市2017年第六批PPP项目集中
开工仪式在开发区娄湖生态湿地旅游园
区整体开发PPP项目建设现场举行。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赵贡桥宣布项目开工，
市委常委、副市长文洪武主持开工仪式。

据了解，本次集中开工的 PPP 项
目共有 2 个，总投资 31.87 亿元。其
中，开发区1个，镇宁自治县1个。开
工仪式上，开发区和施工单位代表分
别就加快推进 PPP 项目建设进行发
言，表示将以此次项目集中开工为契

机，全力以赴推动项目建设，在确保项
目质量和施工安全的前提下，力争让
项目早日建成、发挥效益；同时将进一
步强化项目监管，切实做好 PPP 项目
建设各项工作，充分发挥 PPP 项目在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拉动投资等方面

的重要作用。
市政府秘书长王洪勇，市直各有关

部门负责人以及项目业主、施工单位代
表参加了开工仪式。本次项目集中开工
还在镇宁自治县设立了分会场，同步进
行项目开工。

安顺市第六批PPP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近32亿元

文明新风尽拂面
秀美落科入画来

□本报记者 姚福进

走进紫云自治县格凸河镇落科村，进村公路两旁的林
地郁郁葱葱，林间嗡嗡飞舞的山蜂，路边红颜绽放的蜜桔，
整洁的村庄白墙灰瓦，生态养殖场里牛儿肥、鸵鸟欢……
处处皆景，文明之风迎面而来。

曾经“酣睡”无闻、发展滞后的山村，随着基础设施建
设的日趋完善，生产生活环境的逐渐改善，村民整体素质
的提升以及生态环境的逐渐优化，落科村成为了第五届全
国文明乡村。

近日，记者来到落科村，发现村庄不论是路面还是民
居院坝都干净整洁。

“曾经的落科村贫穷落后，为了改变贫困面貌，落科村
民非常重视教育，再穷也要让孩子多读几年书。”落科村村
支书罗玉贤说，全村1697人，具有高中或中专以上文化程
度的近400人，而这些人大多都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

“我们这批中年人，都是有点文化的，只要发现村里有
不文明行为，我们就要劝阻。”落科村村民姚龙说。

罗玉贤说，每遇村民之间因小事闹矛盾时，村支委只
是参与协调，真正在化解矛盾中能说服双方的还是这批有
文化的村民，他们更懂得和谐促发展，礼让不失智，和睦相
处一家亲的道理。

“落科村为格凸河镇塑造了重教兴村，树新风促文明
的典范。”格凸河镇党委书记韦朝府说。

落科村水资源较好，森林覆盖率超65%，全村无工厂
无污染，空气质量好，随着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生产生
活环境的逐渐改善，该村不少年轻人纷纷回乡创业。

落科村全村8个村民组全部通硬化路，建成农灌渠道
206米，建成宽6米、总长10公里的硬化通村主干道，982
米排水管道，2341米行道树，安装路灯80盏，全村安装有
电信、有线电视网线。

落科村村主任周朝文告诉记者，为加强环境治理，村
里聘请3位村民负责村庄保洁工作，对生活垃圾进行集中
收集、统一处理、统一清运，确保村庄干净整洁。

在生态农业培育上，落科村种有葡萄、柑橘、核桃、李子、
桃子等经果林1000余亩，今冬正准备栽植150亩五星枇杷。

“今年春节回乡，感觉家乡的变化太大，于是就有了回
乡创业的想法。”姚龙说，家乡生态环境好，对于发展特色
养殖有很好优势，经过一番考察发现，鸵鸟养殖是一个不
错的选择。 （下转2版）

本报讯（记者 李铠） 11月27日，国家土地督察武
汉局在我市召开督察整改工作座谈会，通报实地督察情
况，安排部署有关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陈训华，国家
土地督察武汉局副局长石一连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国土
资源厅执法监察局局长吴月平出席会议，副市长彭贤伦
主持会议。

在听取我市2017年度例行督察问题整改等工作情
况汇报后，石一连及督察组成员就我市如何做好国土资
源管理工作、提高国土资源管理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意见
建议，并对不动产登记、土地利用规划、永久性基本农田
保护和落实土地例行督察整改等方面工作提出了具体要
求，表示将与安顺市委、市政府共同努力，积极构建上下
贯通、横向联动的土地督察工作格局，形成资源保护和保
障合力，共同推进有关问题的整改落实。

陈训华在讲话中代表市委、市政府对石一连一行到
安督察表示欢迎，对国家土地督察武汉局和省国土资源
厅对安顺经济社会发展给予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他
说，此次督察，为安顺提出了警醒、敲响了警钟，下一步工
作中，安顺将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划定生态保护
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的要求和
督察组提出的意见，全力支持、配合武汉督察局做好土地
督察工作，进一步推动落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严格执行
国土资源有关法律法规，深入研究落实工作措施，以强化
耕地保护为重点，以强化执法监管为手段，以服务民生为
落脚点，依法依规抓好督察反馈问题的整改，确保整改落
实到位，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全面提升我市国土资源管理
能力和水平，以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推动发展方式转变、促进全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7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旅游
系统推进“厕所革命”工作取得
的成效作出重要指示。他强调，
两年多来，旅游系统坚持不懈推
进“厕所革命”，体现了真抓实
干、努力解决实际问题的工作态
度和作风。旅游业是新兴产业，
方兴未艾，要像抓“厕所革命”一
样，不断加强各类软硬件建设，
推动旅游业大发展。

习近平指出，厕所问题不是
小事情，是城乡文明建设的重要
方面，不但景区、城市要抓，农村
也要抓，要把这项工作作为乡村
振兴战略的一项具体工作来推
进，努力补齐这块影响群众生活
品质的短板。

201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
曾经就“厕所革命”作出重要指
示，强调抓“厕所革命”是提升旅
游业品质的务实之举。冰冻三
尺，非一日之寒。要像反对“四
风”一样，下决心整治旅游不文
明的各种顽疾陋习。要发扬钉
钉子精神，采取有针对性的举
措，一件接着一件抓，抓一件成
一件，积小胜为大胜，推动我国
旅游业发展迈上新台阶。

厕所问题不仅关系到旅游
环境的改善，也关系到广大人民
群众工作生活环境的改善，关系
到国民素质提升、社会文明进
步。习近平总书记对此高度重
视、十分关心。党的十八大以
来，他在国内考察调研过程中，
走进农户家里，经常会问起村民
使用的是水厕还是旱厕，在视察
村容村貌时也会详细了解相关
情况。他多次强调，随着农业现
代化步伐加快，新农村建设也要
不断推进，要来个“厕所革命”，
让农村群众用上卫生的厕所。

自 2015年起，国家旅游局
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三年旅游厕
所建设和管理行动。行动启动
以来，全国旅游系统将“厕所革
命”作为基础工程、文明工程、
民生工程来抓，精心部署、强力
推进，“厕所革命”取得明显成
效。截至今年10月底，全国共
新改建旅游厕所6.8万座，超过
目标任务的19.3%。“厕所革命”
逐步从景区扩展到全域、从城
市扩展到农村、从数量增加到
质量提升，受到广大群众和游
客的普遍欢迎。

国家土地督察武汉局在安召开督察整改工作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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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永涛到猫跳河开展巡河时强调

深入推进河湖生态治理和保护工作
努力实现百姓富和生态美有机统一

平坝获2017年全国稻渔
综合种养模式创新大赛绿色生态奖

兴贵恒远建材：

让建筑垃圾变废为宝
□本报记者 胡倩茜/文 薛峰/图

工人在砌块成型车间生产线上作业工人在砌块成型车间生产线上作业

逾20省份“试水”聘任制公务员
打破“铁饭碗”如何实现常态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