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陈荣庆 记 者 唐琪）
日前，经开区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培训会，着力提升该区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工作的法治化、规范化、专业化
水平，推动全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
纵深发展。

会议指出，全区各部门要提高政
治站位，充分认识开展扫黑除恶工作
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牢固树立“四个
意识”，坚定政治立场，始终保持严打
高压的态势。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工
作安排和部署，进一步凝聚斗争力
量、加快斗争步伐、提高斗争实效，不
折不扣落实好各项工作任务，全力推
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入开展。

通过专项培训，切实增强了经开
区各部门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补
齐了理论和业务短板；进一步统一思
想，压实责任，凝聚全区力量，着力推

动该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入开展；
切实把精神领会好、责任履行好、线
索摸排好、制度完善好、组织整顿好、
宣传把握好，压实责任，确保各项工
作部署落地见效。参训人员纷纷表
示，要深入领会，加强学习，做到心中
有数、应知应会，把所学到的理论、方
法充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以高度的
使命感和强烈的责任感全力支持和
参与到专项斗争中来,为扎实推进我
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积极贡献。

经开区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培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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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本报记者） 近日，贵州
省发展改革委下达了教育现代化推进
工程2019年第一批中央预算内投资
计划，我市共有8个教育项目获得中
央预算内资金5284万元。

在项目申报阶段，市发改委高度
重视，围绕国家、省政策性资金投向，
积极组织项目申报，精心开展项目谋
划和遴选工作。从资金争取上向少数
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倾斜，在下达投资

计划的8个教育项目中，易地扶贫搬
迁配套安置点教育项目有3个，分别
涉及到镇宁、关岭、紫云，共争取到中
央预算内资金2417万元，占总资金的
45.74%。

项目资金的成功争取，将进一步
提升和改善我市义务教育学校基本办
学及教师住宿条件，对持续推进教育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范化、高水平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市8个教育项目获得
中央预算内资金5284万元

清理闲置的土地、割掉干枯的枝
丫、挖坑、种苗、填土……春日里，平
坝区白云镇金坪村一个个寂静的小
山坡因为一群人的忙碌而热闹起来，
驻村干部、村支两委正带领村民种植
金刺梨，欲把荒山变“金山”。

4 月 24 日,记者驱车走进金坪
村，沿着蜿蜒的进村公路，记者看到，
道路两侧的荒山上，村民正在抢抓时
节，把一棵棵金刺梨幼苗栽种下去。
村干部徐友胜告诉记者，从今年三月
底流转土地开始栽种以来，每天都有
五六十人在坡上务工，其中三分之一
都是村里的贫困户。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片坡以
前是一片荒山，为带动村民增收致
富，村支两委在驻村工作组的帮助
下，组织流转了村里的940亩土地，发

展金刺梨种植产业。
“金刺梨经济价值高，既可以当

水果卖，还可以加工成饮料、点心等，
等长成规模后，还能带动村里旅游产
业的发展。”该村驻村干部邢德兴告
诉记者，长期以来，金坪村受困于交
通区位、地理环境的制约，一直以传
统的水稻、玉米等种植模式为主，收
入水平不高、村民生活贫苦，无奈之
下，村中的大多数年轻人只能选择外
出务工。

“年轻人大多出门务工，村里很
多的土地慢慢丢荒了，要是能找到好
的产业，把村里的荒地利用起来，把
村里的富余劳动力组织起来，村民的
日子不就能慢慢好起来了吗！”邢德
兴告诉记者，通过查资料、找专家、学
方法，工作组找到了平坝区农业投资

有限公司，在各级部门的支持下，开
始流转土地，联系树苗卖家、组织村
民、开荒种树……

“山多地少，所以还得靠山吃山，
长期以来，村民一直以传统的种植模
式为主，现在种植金刺梨，好日子总
算有个盼头。”在村干部徐友胜看来，
金坪村只有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
才能将荒山变成致富的金山银山，全
村1200多名村民才能过上好日子。

自开展土地流转工作以来，该村
60多岁的村民邹友全便把自己的土
地流转了出去，每年每亩能有500元
的土地租金，自己还在金刺梨种植基
地务工，每天有90元的稳定收入，他
觉得很知足。

“我身体差，重的农活干不动了，
现在能在坡上帮着种金刺梨，每天有

90元工资，真是太感谢了。”邹友全
对这份工作也相当满意，他希望种植
规模越做越大，这样他就能长期在家
门口务工了。

“在这里做事，离家近，活不累，
还可以照顾家里的老小。”村民杨成
国每天的上班时间为上午8点至下
午5点，现在除了每天90元的工资，
还有土地租金收入，关键是，等到金
刺梨产生经济效益后，还可以拿到
分红。

“有山有水有产业，咱们离致富
的日子也就不远了。”看着一棵棵嫩
绿的金刺梨树苗种满荒山，邢德兴信
心满满地说，等树苗长大，有了收益
后，村民们就会相信这树是真正的

“元宝”，会有更多的收益，进而跟着
一起发展种植业。

本报讯(记者 王兰) 4月28日，
我市召开2019年“文军扶贫”工作推
进会暨第一季度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
作调度会。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
长、市委政法委书记、市委教育工委书
记张本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有关单位就“文军扶贫”和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进行了交流发言。

张本强指出，全市宣传、教育战线
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全力以赴，尽
锐出战，拓展“文军扶贫”行动的广度
和深度，打造“文军扶贫”的安顺样板，
切实为夺取决战之年根本性胜利作出
更大的贡献。

张本强要求，要充分发挥“文军扶
贫”的重要作用，扎实抓好理论社科扶

贫，夯实思想基础；扎实抓好宣传舆论
扶贫，凝聚强大力量；扎实抓好“文化+
产业”扶贫，增强发展信心；扎实抓好
精神文明扶贫，提升文明风尚，为全市
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良好基础。要落
实各项教育惠民政策，提升群众获得
感；要着力改善学校办学条件，助力易
地扶贫搬迁；要以“校农结合”为引领，
实现“一仗双赢”目标；要实施好职业
教育强基特优工程，发挥“造血”功能；
要强化对扫盲教育和控辍保学的统筹
指导，守好教育脱贫攻坚底线；要加强
师资队伍建设，落实教师待遇；要实施
好区域“双一流”建设工程，发挥高等
教育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用；切
实抓好教育扶贫，激发内生动力，有效
助推全市精准脱贫工作。要对标对表

落实，全面抓好聚民心、育新人、兴文
化、展形象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任务；
要筹备抓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活动；切实抓好网络舆情风险
防控；筹备抓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认
真抓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以
时不我待的精神状态和舍我其谁的勇
气担当，将心思、力量和智慧凝聚到脱
贫攻坚上，为发起总攻、夺取全胜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市委宣传部、市委教育工委(市
教育局)班子成员，市直宣传思想文
化系统、市直教育系统各单位主要负
责同志，各县(区)党委(工委)有关部
门负责人，安顺学院、安顺职院分管
负责同志，省驻安新闻单位负责人等
参加会议。

2019年“文军扶贫”工作推进会
暨第一季度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调度会召开

本报讯（实习记者 高兰萍） 4月
24日至26日，市政协副主席胡震带队
调研“关岭牛”产业发展情况。

胡震一行先后赴关岭自治县、西
秀区、紫云自治县、镇宁自治县和平
坝区，对博兴牧业有限公司、榕昕黔
牛生态有限公司、牛来香实业有限责
任公司等多家企业及养殖合作社进
行实地走访调研。调研中，围绕种养
加销全产业链，着重对良种繁育饲草
饲料、疾病防控、产品加工、质量安
全、市场营销六大体系建设情况，实

地调查了解相关企业和养殖合作社
生产经营情况。

走访调研结束后，胡震与市农业
农村局等相关市直单位负责人、政协
委员及企业负责人就关岭牛产业未
来发展等话题展开座谈。胡震指出，
近年来，“关岭牛”产业不断发展壮
大，产业链不断延长，发展牧草种植
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丰
收。让“关岭牛”牛起来，企业要做到
品牌统一，各有关部门要加大工作力
度，积极解决资金瓶颈、人才短缺、认

识局限、技术短板等关岭牛产业发展
方面存在的问题，不断夯实产业发展
基础，立足实际，充分利用优势资源，
发展生态高效一体的种养殖业；要积
极探索产业发展新模式，形成地方产
业优势品牌，把“关岭牛”打造成为全
市助农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助推脱
贫攻坚。

座谈会上，各企业负责人就企
业发展的经验和困难进行交流，各
市直单位负责人及政协委员分别建
言献策。

本报讯（记者 陈
国平） 4 月 27 日，镇
宁自治县白马湖街道
办事处永和村首届“樱
桃—帐篷欢乐节”活动
举行。省政协原副主
席王录生出席活动并
致辞。市委常委、副市
长刘江出席活动并宣
布开幕。

王录生在致辞中
说，农业产业结构调
整，是促进农民增收的
一项长期任务。自全
省开始全面减少玉米
种植，大力加快农村农
业产业结构调整以来，
全省各村的农业产业
结构调整开展得如火
如荼。近年来，永和村
科学、有效的大力推广
樱桃种植，并取得了实
实在在的成绩，全村的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工
作 走 在 了 全 省 的 前
列。希望永和村持续
用力、久久为功，在樱
桃产业发展、脱贫致富
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据了解，永和村
2018 年 底 有 樱 桃 约

200亩，产量15万斤左右，年产值
达600余万元，人均增收2000余
元。2019 年，该村扩种樱桃 500
亩，并带动周边凉山村、田其村发
展樱桃产业。2018年，永和村推出
了“2+N”年的樱桃树认养计划，目
前已认养近300株，提前实现收入
近10万元。以樱桃产业为背景，
2019年，永和村正在建设露营基地
和康养基地，引导推动农业+旅游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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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坝金坪村：欲把荒山变“金山”
□本报记者 冯毓彬 伍水清 实习记者 徐雪

本报讯（记者 高智） 4 月 28
日，记者从关岭自治县公安局获悉，
日前，第23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评
选结果揭晓，贵州省安顺市关岭自治
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技术中队指导员
赵晶晶位列其中，是贵州省唯一一名
荣获此殊荣的党员干部。

据介绍，赵晶晶从警近12年来,
一直坚守在法医岗位，共参与出勤各

类大要案事件现场1200余起，提取
生物物证2万余份，参与故意杀人、交
通事故、非正常死亡等尸体检验900
余具，活体损伤检验约1500余人次,
共采集违法犯罪嫌疑人DNA样本
8000余份，录入失踪、被拐人员DNA
样本100余份。参与许多重特大案件
的检验、鉴定和侦破工作。荣立个人
一等功1次，三等功2次。

贵州唯一!
赵晶晶荣获第二十三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安顺日报报道，今年一季度，
我市接待游客2025.48万人次，同比
增长33.09％；实现旅游收入205.57
亿元，同比增长 33.42％。两个“同
比增长”均超过 33％，说明我市旅
游产业发展成绩骄人。在全国各
地旅游产业发展各显神通、你追我
赶的形势下，安顺有这样的佳绩，
真是不一般，也真不容易。

安顺旅游产业的蓬勃发展，当
然 离 不 开 得 天 独 厚 的“ 景 ”与

“情”。什么样的自然风光，什么样
的风土人情，安顺都不缺，而且别
具一格。别说那些数不胜数的国
字号、省字号风景名胜，全市 80 多
个乡镇，诗情画意的奇山秀水、特
色满满的风土人情，随处可见。还
有，那些边远山区美不胜收的田园
山林、翠峰清溪，弥足珍贵的文物
遗产等等，这些暂时尚在“深闺藏
娇”的旅游资源，一旦开发出来，肯
定为井喷式增长的安顺旅游产业
锦上添花。

安顺堪称旅游资源多多的风
水宝地。然而，如何将这种独特的
旅游资源，挖掘开发打造，变成一
道道赏心悦目的风景，吸引游客纷
至沓来、流连忘返，这是一篇令人
羡慕也让人劳神的大文章。这些
年来，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旅游产
业，下大力打造和宣传，传统景区
焕发新活力，各类新景区新景点崭

露头角，尤其“美丽乡村”雨后春笋
般涌现，并大显身手，成为安顺旅
游业的一支生力军。慕名到安顺
旅游的人络绎不绝，安顺的旅游产
业红红火火，资源优势正在变为产
业优势经济优势。这一切的一切，
安顺老百姓有目共睹，也最有发言
权。笔者经常到虹山湖游玩，不时
听到一些“老安顺”感言：“想不到
安顺成了一个远近闻名的旅游城
市，每天有那么多中外游客来这里
观光赏景。”

确实，你只要到安顺的每个景
区景点，都可以看到一拨拨的游
人，徜徉在“风景这边独好”的奇山
秀水、风土人情间，观赏其美景，领
略其妙趣，那情那景，可谓如痴如
醉，叹为观止。望着那些不远千里
万里来安顺旅游的中外游客，人们
会感慨昨天的安顺“是否安顺场”
误会已成历史，感慨今天的安顺

“天下谁人不识君”。
“五一”小长假即将到来，许许

多多对安顺这片美丽且神奇的土
地充满好奇心的人们，最渴望到黔
中 大 地 走
一走、看一
看 。 这 又
是 一 个 游
人如织，再
创 佳 绩 的
好时光。

再创佳绩看“五一”
□文龙生

（上接1版）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锦绣中华大地，是中华民族赖以生

存和发展的家园，孕育了中华民族
5000 多年的灿烂文明，造就了中华民
族天人合一的崇高追求。

现在，生态文明建设已经纳入中国
国家发展总体布局，建设美丽中国已经
成为中国人民心向往之的奋斗目标。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快车道，天更
蓝、山更绿、水更清将不断展现在世人
面前。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生态兴则文
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工业化进程创
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也产生了难
以弥补的生态创伤。杀鸡取卵、竭泽而
渔的发展方式走到了尽头，顺应自然、
保护生态的绿色发展昭示着未来。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仰望夜空，繁星闪烁。地球是全人

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我们要像保

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
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
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我们应该追求人与自然和
谐。山峦层林尽染，平原蓝绿交融，城
乡鸟语花香。这样的自然美景，既带给
人们美的享受，也是人类走向未来的依
托。无序开发、粗暴掠夺，人类定会遭
到大自然的无情报复；合理利用、友好
保护，人类必将获得大自然的慷慨回
报。我们要维持地球生态整体平衡，让
子孙后代既能享有丰富的物质财富，又
能遥望星空、看见青山、闻到花香。

——我们应该追求绿色发展繁
荣。绿色是大自然的底色。我一直讲，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改善生态环境
就是发展生产力。良好生态本身蕴含
着无穷的经济价值，能够源源不断创造
综合效益，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我们应该追求热爱自然情怀。
“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是生态文明的真

谛。我们要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
生活方式，拒绝奢华和浪费，形成文明健
康的生活风尚。要倡导环保意识、生态
意识，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
体系，让生态环保思想成为社会生活中
的主流文化。要倡导尊重自然、爱护自
然的绿色价值观念，让天蓝地绿水清深
入人心，形成深刻的人文情怀。

——我们应该追求科学治理精
神。生态治理必须遵循规律，科学规
划，因地制宜，统筹兼顾，打造多元共生
的生态系统。只有赋之以人类智慧，地
球家园才会充满生机活力。生态治理，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我们既要有只争
朝夕的精神，更要有持之以恒的坚守。

——我们应该追求携手合作应
对。建设美丽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
想。面对生态环境挑战，人类是一荣俱
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没有哪个
国家能独善其身。唯有携手合作，我们
才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海洋污染、生

物保护等全球性环境问题，实现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只有并肩同
行，才能让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全
球生态文明之路行稳致远。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昨天，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成功闭幕，在座许多嘉宾出席
了论坛。共建“一带一路”就是要建设
一条开放发展之路，同时也必须是一条
绿色发展之路。这是与会各方达成的
重要共识。中国愿同各国一道，共同建
设美丽地球家园，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建设生

态文明，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让我们
从自己、从现在做起，把接力棒一棒一
棒传下去。

我宣布，2019 年中国北京世界园
艺博览会开幕！

（新华社北京4月28日电）

共谋绿色生活，共建美丽家园
——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2019年4月28日，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