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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晓康） 5月22
日，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召开。市委书记、市委外事工作委员
会主任曾永涛出席会议并讲话。他
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中
央和省委外事工作各项决策部署，全
力推动新时代我市外事工作取得新
进展。

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外事工
作委员会副主任陈训华，市领导尹恒
斌、项长权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外事工作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央外事工作会
议和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
议精神；审议通过了《中共安顺市委
外事工作委员会工作规则》《中共安
顺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工作
细则》《中共安顺市委外事工作委员
会2019年工作要点》。

曾永涛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
组成部分，深刻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
色大国外交的本质要求、内在规律和
前进方向，为我们做好新时代外事工
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
们要在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上下功
夫，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
外交大政方针上来，进一步树立“大
外事”理念，自觉服从服务于党和国
家外交大局，深度融入国家对外开放
大局，确保外事工作始终沿着党中央
确定的正确方向稳步推进。

曾永涛强调，要在提升对外开放
合作上下功夫，把握抓好“一带一路”
建设、贵州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
设、我市对外开放平台建设的机遇，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发挥资源
禀赋，讲出安顺好故事，加强风险防
范，守好发展和安全底线，让安顺开
放之门开得更大、开放之路走得更
远。要在加强党对外事工作的集中
统一领导上下功夫，落实外事工作领
导责任，严明外事工作纪律，加强外
事干部队伍建设，为推动我市外事工
作开创新局面提供坚强保证。

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委员和市
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本报讯（记者 刘仲强） 5月23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陈训华到紫云自治县
猫营镇牛场坡村调研“四在农家·美丽乡
村”创建工作。他强调，要准确把握“四
在农家·美丽乡村”创建工作的意义和内
涵，把“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建设作为推
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统筹兼顾、
因地制宜抓好各项工作，真正实现美丽
乡村让人们更向往，农村社会更和谐。

市委常委、副市长冯柏林，市政府秘
书长王洪勇参加调研。

调研中，陈训华通过听取介绍、交流
座谈等方式，详细了解牛场坡村创建工
作情况，并现场办公帮助协调解决存在
的困难和问题。

陈训华强调，脱贫攻坚是当前工作
的第一要务，县、镇、村要进一步统一思
想、凝聚共识，切实把脱贫攻坚与“四在
农家·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等

有机结合起来，严格按照中央、省、市有
关要求，围绕“一达标、两不愁、三保障”、

“两率一度”等重要指标，查缺补漏、补齐
短板、确保实效。市、县要加强指导，围
绕“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创建工作的核
心内容，扎实抓好各项工作，加大支持力
度，确保创建工作取得实效。镇、村要加
强学习，立下雄心壮志，积极主动作为，
立足实际，明确责任，把握关键，扎实做
好相关规划，分步推进各项工作；要加强
宣传引导，激发内生动力，团结并带领全
体村民，整合资源、集中力量，抓实产业
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提高村民收入；要
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村庄治理力度，
不断改善村容村貌，切实优化人居环境；
要围绕发展，切实转变观念、拓宽思路、
攻坚克难，以实干实绩助推乡村振兴。

市委宣传部、市创建办相关负责同
志参加调研。

陈训华到紫云牛场坡村调研
“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创建工作

今年我市将有
19364名考生参加高考
全市共设6个考区14个考点

本报讯（记者 康馨月） 5月23
日，记者从安顺市教育招生考试管
理中心获悉，2019年我市高考将如
期举行，共有19364名考生参加高
考，全市共设6个考区14个考点。

据了解，2019年全市高考报名
人数为 19364 名，其中普通高考
18225人（不含已录取高职分类的
1902人），专升本1139人。全市共
设6个考区14个考点，其中西秀区
7个、平坝区2个、镇宁自治县1个、
关岭自治县1个、紫云自治县1个、
普定县2个。西秀区的考点分别为
安顺市第一高级中学、安顺市第二
高级中学、安顺市第三高级中学、西
秀区高级中学、安顺市民族中学、安
顺市第五中学、安顺市第九中学，平
坝区的考点分别为平坝区第一高级
中学、平坝区集圣中学，镇宁自治县
的考点为镇宁自治县第一中学，关
岭自治县的考点为关岭自治县民族
高级中学，紫云自治县的考点为紫
云自治县民族高级中学，普定县的
考点为普定县一中、普定县二中。

高考即将来临，安顺市教育招
生考试管理中心提醒广大考生：希
望考生提前几天根据老师提供的考
场信息前往考点，提前熟悉赴考路
线和考场；考试期间，所有考场都设
置有视频监控，考生严禁携带通讯
工具、手表等电子设备进入考场；考
生在赴考点前，要细致检查两证（身
份证、准考证）是否准备齐全，并在
考试结束后妥善保管好准考证，以
便查询分数和填报志愿时使用。

沿着盘山路，跃上葱岭，来到
紫云自治县板当镇硐口村百灵生
态蓝莓基地观景台，豁然开朗。崇
山峻岭间，层层蓝莓梯地几乎从山
脚排到山巅。5月中旬，这里5000
亩蓝莓园基地中已有3000亩进入
采摘季，一串串果子挂满枝头，一
颗颗深蓝圆润的蓝莓让人垂涎欲
滴，一群群采莓工人，一手端着胶
盒，一手娴熟地将成熟的蓝莓摘下
放入盒中。

在热闹的采摘场景背后，硐口
村百灵生态蓝莓园公司总经理陈鹏
等一班人已构思好蓝莓园与贫困农
户利益紧密联系的扶贫“三部曲”。

第一部曲
贫困村民变蓝莓园工人

5 月 20 日上午，一阵骤雨过
后，硐口村蓝莓园越发苍翠。

“你们可能想像不出几年前这
里是啥样子。”硐口村百灵生态蓝
莓园总经理陈鹏介绍，“2015年11
月底，我带着10多台挖机进场时，

这里狼蕨草枯黄、荆棘丛生，经过3
个多月不停作业，才把这些荒坡开
垦出来。”

2015年冬，紫云自治县委政府
抓住新一轮退耕还林机遇，提出

“退出”花果山、“退出”产业园、“退
出”景观带，用短短的3个月时间，
实施20万亩退耕还林工程，建设高
效农业园区。如今硐口村百灵生
态蓝莓园就是当年退耕还林建设
的一个缩影。

观景台及周边一带，当地叫作
卡王冲。硐口村支书吴应超感叹
种上蓝莓后卡王冲生态得到很大
改善。“过去一遇下雨就水冲土，种
一坡，收一箩，种多收少，后来村民
干脆不种了，随它长‘狼蕨’。”吴应
超说，“硐口村百灵生态蓝莓公司
按村中土地肥瘦程度，1亩土地以
每年50至200元不等的价格向村
民流转土地，村民们纷纷响应，将
卡王冲一带的坡地流转给公司，既
盘活了土地资源，又有效推进硐口
村生态建设。”

蓝莓园除草、修剪枝条、施肥、
采摘等都需要大量人工，尤其在采
摘期，多的时候每天有200多人在
蓝莓园采摘，为当地闲散劳动力提
供就业门路。板当镇硐口村、小寨
关村，猫营镇狗场、农场、大河等村
的村民，纷纷前来。

“在我们这些山旮旯里面，一
个月能挣2000多块钱，这样的机
会不多，以前从来没得。”硐口村妇
女彭翠兰把3亩土地流转到蓝莓
园，平时就到园里务工。

“蓝莓园现在建成5000亩，工
人常年保持在200人左右才够用，
天天都有事干。”陈鹏介绍。

蓝莓园正准备扩建到1万亩，
陈鹏愁工人难保证。板当镇要新
建一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安置
400多人，陈鹏计划把安置户请到
蓝莓园当工人。陈鹏认为这是两
全齐美的好事，既满足蓝莓园用工
需求，又解决搬迁户就业门路。

硐口村百灵生态蓝莓公司按
照规划，从2018年起，用5年时间

引导贫困村民变为蓝莓园工人。
公司采取“倒包”方式，将蓝莓园承
包给贫困农户管理，所有生产资料
由公司提供，同时安排技术人员负
责全程跟踪指导，农户只负责除
草、修枝、浇灌等劳动力工作，每人
承包管理面积10-15亩。承包管
理费按第一年1000元/亩、第二年
1200元/亩、第三年1400元/亩、第
四年1800元/亩、第五年2000元/
亩计算。这样，农户的收入来源就
有三个方面保障：一是土地流转
费，二是退耕还林补助归农户所
有，三是承包管理费。

陈鹏说，仅去年一年，蓝莓园
支付务工费就超过500万元，解决
了硐口村178户贫困农户的脱贫
问题。

蓝莓园正准备在山上建设工
棚，解决工人中午休息、用餐问题，
让工人在园内工作更安心，完善各
种设施，引导贫困村民长期在蓝莓
园就业，成为相对固定的工人。

（下转2版）

新华社北京5月23日电 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夏更
生23日表示，2018年度减贫任务全面完成，将继续坚持
目标标准，把最严格的考核评估进行到底。

他是在当日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作出
上述表述的。

2019年1至2月，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织开
展了2018年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各省份均完成了年度减
贫任务，深度贫困地区减贫明显提速，“两不愁”总体实

现，全国283个县脱贫摘帽，全国共减少农村贫困人口
1386万人，连续6年减贫1000万人以上。

夏更生说，考核评估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举措，
发挥着指挥棒、质检仪、推进器和温度计的作用。考核按
照“三个结合”来开展综合评价：年终考核和平时情况相
结合，第三方评估与部门数据相结合，定量评价和定性分
析相结合，防止以分论英雄，防止一考定终身。

（下转3版）

青春如朝日，是人一生中最宝
贵的年华。该如何度过，才能让青
春的枝头绽放光彩？90后男孩梁
朝猛用青春奉献给出了答案。

关岭 90 后男孩梁朝猛，27
岁就肩负起紫云打冲沟水库项
目的重任，自 2016 年工程开建，
他一直默默地在大山深处的工
地上坚守，把青春热血挥洒在建
设一线。去年 4 月，梁朝猛被诊
断出“慢性肾衰竭”，后病情恶化
为重型“尿毒症”，为了不影响工

程进度，为了心中那份沉甸甸的
责任，他坚持带病坚守岗位至
今，让扶贫水利工程项目取得一
个又一个阶段性成果。（昨日本
报镜像版报道）。

有一种青春叫责任，有一种
青春叫奉献，有奉献的人生，才是
有意义的人生。梁朝猛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充分展示了青年人敢于
担当的社会责任，用奉献诠释了
青年人应有的精神风貌。

我们每位青年人，总有一个

或大或小的，属于自己的舞台。
在这个舞台上，是全力以赴以赢
得喝彩和掌声，还是敷衍了事匆
匆收场，相信有志青年都会做出
正确的选择。在当前我市决战决
胜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作为每
一位青年扶贫工作者，组织安排
的岗位就是我们的舞台。在这个
舞台上，要像90后男孩梁朝猛一
样，把自己的人生定格在扶贫项
目建设工作中彰显作为，建功立
业，让自己的青春闪光！

国务院扶贫办：

2018年各省份均完成减贫任务
2019年继续最严格考核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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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青春在奉献中闪光
□伍水清

硐口蓝莓园扶贫“三部曲”
——紫云硐口村百灵生态蓝莓园发展见闻

□本报记者 王瑜 姚福进

5月22日，记者航拍的镇宁自治县扁担山镇通组路概况。据了解，该镇通组路现已基本覆盖各村组，不仅为群众
的出行提供了便利，也为群众脱贫致富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记者 卢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