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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段斌) 日前，记者
从黄果树旅游区工管委获悉，该区积
极构筑“学段全覆盖、对象无遗漏、结
果全告知”的教育资助体系，扎实推进
教育扶贫工作，为助力脱贫攻坚奠定
基础、提供智力支持。

据了解，该区以学生资助为主线，
制定教育扶贫责任清单，健全学生资
助工作机制，锁定建档立卡资助对象，
严格落实资助政策，确保全区建档立
卡贫困家庭子女安心就学，不让学生
因贫失学、不让脱贫户因学返贫。

今年以来，该区对446名建档立
卡家庭经济困难的学前教育幼儿实行
每人每年500元资助；对1702名义务
教育阶段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实施

“两免一补”政策；开展“百校千师访万
家”活动，按小学生每人每年 1000
元、初中生每人每年1250元标准，给
予寄宿制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做好
2018年“雨露计划”、“金秋助学”工
作，对辖区贫困户考上职校、大学的
生员进行统计，并给予每人5000元
入学补助。

黄果树旅游区扎实推进教育扶贫工作

本报讯（刘璐 记者 康馨月）
近日，我市公安机关通过与省、区
公安机关及工商银行等部门多方
联动，成功止付并冻结一起国有企
业被电信诈骗案件资金，挽回被骗
国有资产45万元。

9月18日，受害人余某燕到西
秀分局华西派出所报警称：9月18
日早上8时许，其在“安顺交投置
业有限公司”上班时收到一名自称
是其领导的人发来的QQ信息（受
害人于18日当天被拉进一所谓的
QQ 工作群，群内人员均为“同
事”，如：头像，昵称，基本资料等信
息均与同事的信息相同，实际均为
虚假身份）称昨天会议决定，要从

公司内返款给客户，要求余某燕
通过网银给对方转账，由于余某
燕17日没有参加该会议，信以为
真，向对方提供的云南省工商银
行账号转账45万元，后电话联系
该领导核实时才发现被诈骗。

因案情重大，市、区两级公安机
关立即展开调查，市反诈中心同步开
展相关工作：一方面立即联系受害
人，告知其需要配合派出所及第三责
任区刑侦中队民警及时把案件录入
公安部电诈案件侦办平台进行止
付操作；同时立即联系省反诈中心，
请求省反诈中心大力支持，安排专
人对安顺上报的平台止付信息第
一时间进行审核止付。另外，公安

机关还积极与嫌疑人银行卡开户行
所在的云南省反诈中心联系，请求
云南省反诈中心给予配合。同时，西
秀分局刑侦大队第三责任区刑侦队
侦查员兵分三路开展案件调查和对
涉案银行卡账户进行止付、查询冻
结工作。通过省、市、区三级公安机
关及工商银行等部门多方联动，当日
上午11时25分，省反诈中心传来好
消息，涉案的工商银行卡止付成功，安
顺交投公司被骗的45万元人民币分
毫未损。下午15时，反诈中心又对止
付的工商银行卡进行了冻结操作，彻
底保证了被骗资金的安全。

目前，该案的侦破工作及资金
返还工作仍在进行中。

本报讯（记者 鲁开伟
文/图）“火花四溅，快乐无
限”。9月22日至24日，普
定县黔山秀水景区隆重举
办铁水冲龙活动，迎来大批
游客前来观赏，也勾起了无
数人难忘的情怀。

据悉，铁水冲龙是普定
县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在活动现场，铁水花、
二龙戏珠、传统冲火龙、竞
技龙以及铁水冲龙五项表
演连番登台，让场外观众赞
叹不已。

本报讯（记者 吴学思） 为进一
步加大对修订的宪法、新出台的监
察法的学习宣传贯彻力度，提高国
家公职人员的法治意识，9月26日，
西秀区举办了“全民学习宪法监察
法”知识竞赛活动，共有来自该区
各级各部门的 56 支队伍参与竞赛
活动。

“平时大家都忙于工作，用在学习
上的时间比较少，通过竞赛的方式督

促大家主动去学习、去思考，这样的效
果要好得多。”西秀区机关1队领队张
开勇说。

“学习法律知识往往都是比较枯
燥的，此次知识竞赛活动既有前期线
上线下的自学过程，又有现场竞答的
形式，以丰富多样的形式提高了学习
的兴趣，引发了自我思考，增强了学习
的效果。”西秀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
任张东旭说。

日前，由人民银行安顺中心支行、市发改委、市教育局、共青团安顺市委等
部门联合主办的诚信与金融知识宣传及教育活动在市第五小学举行。

启动仪式上，人民银行安顺中心支行的“蒲公英”志愿者为同学们作了金融
知识的宣讲教育活动，从同学们熟悉的《狼来了》的故事为切入点，到钱的起源、
发展，到人民币的识别、数字支付等知识，同学们不仅学到了金融知识，更明白
了诚信做人、诚信做事、诚信立身的重要意义。

□实习记者 肖劲松 摄

市易制毒化学品
行业分会成立
本报讯（实习记者 肖劲松） 9月21日，市

易制毒化学品行业分会在市安监局成立。旨在
构建全环节禁毒监管体系，确保我市创建全国
禁毒示范城市成功。

行业分会的成立将促使相关单位运用先进
的理念、科学的态度、专业的方法、精细的标准提
升自身对易制毒化学品的管理，增强禁毒工作社
会治理预见性、精准性、高效性。同时，将有效遏
制毒品犯罪和新型毒品来源，构建共商共建共治
共享的治理格局，形成政府依法监管、行业自律
管理和社会有效监督相结合的管理长效机制。

行业分会负责人表示，将以行业分会建立
为契机，做好相关法律政策的倡导和执行，配合
职能部门不断强化易制毒化学品管理，严防其
流入非法渠道。同时还将充分发挥监督作用，
及时发现并处置问题，推进易制毒化学品网络
管理平台建设，筑牢易制毒化学品监管防线。

本报讯（张元美 记者 陈斌）
9 月 25日，记者从平坝区工贸局获
悉，为加强农产品产销对接，充分发挥
农产品流通对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和保障农民收益的重要作用，切实推
进农商互联，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
兴。平坝区积极组织力量，推动全省
农商互联示范县申报工作，并于9月
19日正式通过省商务厅批准。

据了解，农商互联示范县建设是
支持示范县实现冷库县域全覆盖，实
现重点农产品产业基地产地型冷库全
覆盖，开展以“联产品、联设施、联标

准、联数据、联市场”为主要内容的农
商互联工作,打通农产品生产、种植、
加工、流通、销售全链条，推动农产品
流通企业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紧
密产销关系的创新性举措。

平坝区成功申报农商互联示范县
获省级财政资金支持1000万元，项目
资金将用于天成农商互联集配中心建
设项目、塘约村蔬菜分拣中心建设项
目等十六个农商互联项目建设，所有
项目预计2019年12月底前建设完成
并投入使用，届时将实现7个乡镇2
个街道办事处冷库全覆盖。

平坝区成功申报农商互联示范县

本报讯（田佳丽 记者 姚福进）
9月20日至24日，由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中国交通广播、秘行网、行天下汽车
俱乐部、北京富德公益基金会共同发
起的西部行公益扶贫自驾游第九期走
进安顺紫云。来自京、津、冀的30多
名爱心人士参加此次活动。

扶贫自驾游车队首先来到紫云自
治县格凸河镇格丼村，将车辆停放在
该村牛陇垭口后，自驾游爱心人士徒
步翻山越岭来到亚洲最后一个穴居部
落——中洞苗寨，为村民们送去了暖
冬物资。

次日，自驾游扶贫车队来到了紫
云自治县格凸河镇岩脚小学，并向岩
脚小学送去了1000元的帮扶资金，
捐赠了图书500册，书包40个。另
外，志愿者还向7名建档立卡贫困户
家庭子女每人捐助1000元生活费用
资金。

此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
通广播还授予安顺市“中国交通广播
山地自驾游目的地”称号，希望全国更
多的自驾游爱好者走进安顺，走进紫
云，用发现的眼光和公益的脚步丈量
这片淳朴的热土。

“西部行”自驾游
公益扶贫行动走进紫云

“秋风起，蟹脚痒，九月园脐十月
尖”，秋天如约而至，位于西秀区东屯
乡山屯村的大闸蟹养殖基地的三万多
斤鲜美的大闸蟹抢鲜上市。

近日，记者走进山屯村大闸蟹养
殖基地，一只只“横行霸道”的大闸蟹
壳青肚白，张牙舞爪，个个体态饱满,
活力十足。几名基地工人正在忙着捆
绑大闸蟹，捆绑好之后按照订单称重
并装箱,销往各地。

谈到销路，大闸蟹养殖基地负责
人周棚震告诉记者：“我们今年投放的
不多，只投了200亩，大约有3万多斤，
相对来说只能供应安顺和贵阳这边的
市场。所以我们一是走电商，二是走

门市。”
在周棚震看来，西秀区东屯乡自

然环境优越，常年气候温和，水源充
沛，清澈的水质是大闸蟹生长的极佳
环境，目前基地已发展大闸蟹养殖水
面200亩。而这里产出的大闸蟹味道
鲜美、蟹黄肥美，可以和阳澄湖大闸蟹
相媲美。

“这边的温度只在30度以内，它
不会造成水草的腐烂，不会造成污
染，螃蟹长出来的肉质很鲜嫩，膏黄
都很肥的。我们总共产量能达到15
万只左右，产值达到200多万元。”周
棚震对东屯乡的大闸蟹养殖环境十分
满意。

据了解，由于就近养殖，降低了运
输费用还有损耗费用，因此，本地养殖
的大闸蟹价格要比省外运输过来的价
格低，深受广大市民青睐，成为大众餐
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美味。

东屯乡山屯村的大闸蟹的养殖不
仅给当地老百姓增加了鲜美的盘中
餐，也成为开启贫困户脱贫致富大门
的金钥匙。基地采取“一户一技能”及

“公司+基地+贫困户”的合作模式，农
户除了以土地入股基地，还可以通过
培训到基地务工。

东屯乡贫困村民吴德祥将家里的
近两亩田入股到了基地，并在基地上
班。他对记者说：“基地老板给我的一

天工资是133元，一个月下来将近有
4000元。现在一年仅工资最少能领4
万多元，比种田强多了。”

周棚震介绍道：“从阳澄湖运过
来的大闸蟹，二两五的要达到 60元
一只，而我们同样重量的大闸蟹才
花 30多元，也就是说我们以最低的
价格就可以尝到媲美阳澄湖的大闸
蟹。不仅如此，我们养殖基地在用工
方面还优先录用贫困户，目的就是想
通过大闸蟹的养殖带动一批贫困户
脱贫致富，他们在我们基地每干一天
活就有一天的工资，基本上每个人每
个月能得到至少 3000 元，脱贫是没
有问题的。”

西秀东屯乡：

养殖大闸蟹 敲开致富门
□栾迪 本报记者 吴学思

八月枣来到，九月梨儿甜。时下正
值秋锦梨成熟的季节，紫云自治县猴场
镇坪坝村梨园里，一个个秋锦梨圆润金
黄，清香扑鼻。

“我们种植的梨子从8月份就开始
采摘销售了。”种植户宋廷莲告诉记者，
秋锦梨分早熟和晚熟两种，早熟梨个头
相对较小，味道脆甜，叫黄金梨；晚熟梨
个头大，味道香甜，叫秋锦梨。

2010年，在外务工多年的宋廷莲
夫妇回家过春节，见村里成片的山坡长
满荒草，一个念头进入了他们的脑海：
这些山坡荒掉太可惜，要是能栽种上经

果林，既美化了村庄，又增加了收入，不
妨试试。

说干就干，宋廷莲和自己的表哥
宋廷伦、蔡大忠商量后，共同凑集了
14 万元，从普定县马官镇引进了梨
树苗 5600 株，共同流转土地 80 余
亩，开启了发展梨产业脱贫致富的
路子。

2013年，第一批梨子挂果，当年采
摘销售共收获8万余元。2014年扩种
到130亩。2015年，采摘销售共获得
11万元。今年预计收入可达20万元。

通过宋廷莲的精心管护，梨园规模

越做越大，收益越来越好。为了能带动
村里的贫困户也富起来，宋廷莲鼓励他
们一起种植梨树，主动培育了几万株梨
树苗送给贫困村民栽种，同时还雇用贫
困户到梨园工作，并按劳动时间发放工
资。到目前为止，坪坝村的梨子种植面
积达500亩。“我们一个人富不算富，全
村能一起富起来才是真正的富有。我
们希望能通过种植
梨树把那些目前还
没富裕的村民一起
带动起来，让大家
都有好日子过。”宋

廷莲说。
“我们在梨园的工作就是修剪枝

头、除草施肥，梨子成熟后来采摘梨
子，按采摘的斤数赚钱，平均每天有
100元。不用出门打工就能赚到外面
打工的钱，还可以照顾家人，日子也
一天天好起来了。”村民蔡小菊告诉
记者。

西秀区举办“全民学习宪法监察法”
知识竞赛活动

紫云坪坝村：

梨子满枝头 村民喜开颜
□本报记者 姚福进

我市公安机关成功止付冻结一起涉案资金
挽回被骗国有资产45万元

普定秀水：

铁水冲龙
震撼登场

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