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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兰) 6月 10日，
黄铺新区规划建设领导小组召开专
题会议，研究黄铺新区规划编制工
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铺新区规
划建设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赵贡桥
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市长、黄铺新区
规划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彭贤伦，副
市长、黄铺新区规划建设领导小组执
行副组长陈应武，市政协副主席、黄
铺新区规划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毛
连辉参加会议。

会议研究了黄铺新区控规等方
案，各参会单位就规划方案进行了充
分讨论。

会议认为，黄铺新区控规方案规
划脉络清晰，产业布局完善，发展定位
科学，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赵贡桥对黄铺新区相关规划方案
给予充分肯定，同时指出，规划建设黄
铺新区是市委、市政府的重大战略决
策，是实施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战
略行动和促进富美安顺建设的重要举

措。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
治站位，切实将黄铺新区建设作为安
顺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工作任务，结合
各自工作职责，进一步加大对黄铺新
区建设的支持力度，统一思想、凝聚共
识、形成合力，目标一致地推动黄铺新
区加快发展。

赵贡桥强调，黄铺新区控制性规
划，是对新区建设方案的细化与落实，
也是实施新区建设的关键一步，对于
黄铺新区今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

意义。黄铺新区要坚持高起点、高标
准、高水平，扎实推进新区规划、设计、
建设等工作；要紧扣城市总规做好区
域融合衔接，处理好前瞻性和落地性
的关系，坚持以现代物流产业建设发
展为主，充分发挥新区区位优势，循序
推动新区建设快速发展。规划编制单
位要充分吸纳会议提出的意见建议，
进一步完善和修改规划方案，确保更
好地发挥规划在黄铺新区建设中的引
领和推动作用。

本报讯（记者 刘仲强） 6月 11
日，市委副书记、市长陈训华带队到工
业企业调研并开展融资专项帮扶工
作。他强调，要聚焦工业企业发展遇
到的困难和问题，以不断优化融资和
营商环境为重要抓手，采取有力措施，
加大帮扶力度，助推工业企业做大做
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副市长陈应武、市政府秘书长王
洪勇参加调研。

陈训华先后来到创联针织有限

公司、长寿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英
泰奇科技有限公司、通宇钢管有限责
任公司、贵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宝
林科技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深入车间
厂房，看生产、听介绍，详细了解企业
发展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现场办公帮
助协调解决。

调研过程中，陈训华对各工业企
业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贡献给
予充分肯定。希望各企业进一步坚定
发展信心，聚焦主业，扎实抓好产品研

发、科技提升、宣传营销等工作；要坚
持市场导向，拓宽发展思路，理顺机制
体制，强化内部管理，加大人才引进，
延伸产品链条，不断增强市场核心竞
争力。

陈训华要求，各金融机构和市直
相关部门要围绕增强企业发展信
心，结合工作实际，“实打实”地开展
好相关支持和帮扶工作，帮助企业
克服解决困难和问题；要加强沟通，
密切配合，在帮助开拓巩固市场、挖

掘发展潜力等方面，倾力为企业提
供优质服务，助推企业拓展发展层
次，提升发展水平。各县区要采取
行之有效的工作措施，切实加强对
接服务，做好要素保障，千方百计为
工业企业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和氛
围，让企业心无旁骛抓好生产经营，
不断发展壮大。

西秀区、安顺经开区、市工业和信
息化局、市金融办，以及各银行业金融
机构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近年来，西秀区按照“抓烟叶就
是抓脱贫攻坚”的定位，把烟叶产业
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产业之一。今
年，该区狠抓“三化”和“双提升”，即
种植规模化、生产标准化、服务专业
化以及烟叶质量提升、烟农收入提
升，选准烟叶种植，坚持以特色化、订
单化、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绿色
化为导向实施“烟草+”,做精做优烟
叶产业。

围绕坝区连片种植

“再过几天你就可以把膜去掉
了，千万不要错过了最佳揭膜时间。”

“好的，麻烦你再过来看看这边
烟叶的情况……”

炎炎夏日，在西秀区黄腊乡八寨
村，安顺市烟草公司西秀区分公司生
产技术员金贵生正悉心指导村民伍
登加种植烟叶。

“这5亩地种烟之前是拿来种玉
米的，听说种烟效益好，今年4月我也
把自家的田地拿来种烟，还租了30多
亩地来扩大种烟规模。预计今年能
靠种烟收入10万元以上。”伍登加兴
奋地说。

“烟叶是成熟的订单农业，在种
植之前都公布了收购价，签订种植收
购合同。伍登加的这5亩烟叶长势
好，这个月底就可以进烤房烘烤，大
约可以有1500斤干烟，按平均收购价
13元每斤，加上上等烟补贴，光这5
亩烟叶就能收入2万元。”金贵生说。

据介绍，在今年谋划烟叶产业
时，西秀区坚持以500亩以上坝区产
业结构调整为产业发展主轴，紧盯产
业发展“八要素”，在各乡镇积极培育
和发展烟叶产业，按照工序化作业，
今年4月23日至29日，全区实现七天
基本移栽结束。

“眼前这片地以前只是零散地
种植几亩烟叶，种植不上规模，经过
走村入户宣讲政策，为农户算清经
济账，保证大家的种烟收入，最终农
户积极投入到规模化连片种植中。”
在西秀区东屯乡龙井坡村，一排排
烟叶排列井然，安顺市烟草公司西
秀区分公司烤烟分管领导代克杰介
绍，龙井坡如今已发展成为烟叶种
植的“千亩村”。

东屯乡拥有平坦大坝子5.2万多
亩，500亩以上坝区14个。利用自然
优势，东屯乡要求各行政村按耕地面
积科学预留烟地，发展成为烟叶“万
担乡”。同时，发展种烟大户，引导和
鼓励建档立卡贫困户和已脱贫的农
户到烟田务工。

4月下旬以来，东屯乡先后发送
政务短信600余条、发放烟叶移栽注
意事项宣传页1500余张，全乡20多

个种烟大村早、中、晚各开通村级大
喇叭1次，向广大烟农宣传抢农时进
行小苗移栽的重要性。目前，全乡
5148万亩烟田前期管理正在有条不
紊地进行，长势良好。

黄腊乡和东屯乡只是西秀区发
展连片种植烟叶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西秀区按照“舍得好田好土、舍得
人力精力、舍得资金支持”的定位，每
年6月份就固定下一年烟区，进行系
统部署，推动烟叶产业高质量发展。
今年该区计划收购 3.4 万担，移栽
1.7538万亩，涉及种烟行政村54个、
农户431户。其中，落实万担乡1个、
千亩村2个。

“烟草+”循环发展

“这个大棚里种植有白菜，芫荽，
旁边的大棚里有草菇，对面的大棚里
还有西瓜。”在西秀区双堡镇烟苗培
育基地，20个闲置的大棚被充分利用
起来种植蔬菜和水果。

“闲置的大棚我们不仅用来种植
蔬菜水果等，还合理利用起来培育蠋
蝽，蚜茧蜂等，以之取代农药，用来消
灭烟青虫等害虫，实现绿色生产。”西
秀区烟叶站专业化服务管理员王峰
介绍。

近年来，西秀区依托烟叶产业链
开展全环节专业化服务、设施综合管
护利用等循环发展，发挥烟叶产业链
带动优势。2018年，该区利用闲置期
育苗大棚、烤房和烟地茬口种植白
菜、草菇等。其中，由阳光合作社等
烟叶综合服务社牵头，无偿提供27个
连体大棚培育蔬菜、白芨、草菇等；
112座烤房用于刺梨、辣椒、中药材等
扶贫产业使用，实现农户增收543.8
万元。

今年，按照全市烟叶高质量发展
要求，西秀区进一步探索“烟草+”助
农增收模式。如在龙井坡坝区，东屯
乡政府已经规划烟地茬口种植白菜、
西兰花等蔬菜，力争实现年综合平均
亩产值在8000元以上。同时，建立烟
叶综合体示范区1300余亩，以科技引
领，以点带面，进一步探索“烟草+”的
助农增收模式。

科技助力农户增收

晴空万里，双堡镇烟叶种植基
地上空，无人机正在进行喷洒作业，
一片片烟叶在烈日下挺直身板吸收
养分。

“与人工喷洒相比，无人机喷洒
要更均匀些，几乎每株作物都能喷到
药水，比以前先进、方便多了。”种烟
农户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后纷纷夸
赞道。

（下转2版）

近年来，市供销社始终坚持把提升
为农服务能力放在首位，抓好深化改革
工作要点，积极推进生产合作、供销合
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新型基层供销
社建设，打造产前农资供应、产中科技
指导、产后加工销售、全程金融支持的

产业链综合服务，搭建起了为农服务的
综合平台，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提供服务
渠道，让“黔货出山”成为山区群众脱贫
致富的“新引擎”。

“贵农网”是省供销社牵头打造的
电商平台，它打通了“黔货出山”和“网

货下乡”的双向通道。在平坝区运营中
心，“贵农网”不仅肩负着双向通道职
责，也为生产种植“出谋划策”。

“通过大数据运营分析，我们会适
时的与合作社沟通，提供生产种植建
议、在合适的季节增种卖得紧俏的农产
品、减少相对比较‘冷门’的产品种植，
有效的避免了农产品滞销现象的产
生。”平坝区贵农网大数据中心负责人
靳天龙说。

此外，在产前供销社会预先为农户
及合作社提供化肥，农药，农膜等，价格
合理、质量有保证，待农产品收购时，再
冲抵产前农资物品的货款，从而确保农
产品种植顺利。为夯实“三位一体”的
生产基础，市供销社系统把领办创办农
民专业合作社作为推动供销合作社体
制创新、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的有效载体，推进供销社
综合改革发展。今年以来，新领办参办
农民专业合作社20家，总数达到398
家。

“因为产前供销社已经为我们提供
了部分农资物料，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公
司的投入，也减少了资金压力，让我们
做起事来更有动力。”平坝区天地合农
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孙小飞说。

在平坝区天龙镇天地合农业专业
合作社，连片的蔬菜基地一眼望不到
头，丝瓜、黄瓜、南瓜让记者目不暇接，
这么多的产业怎么卖出去呢?供销问题
又是如何解决的？

走进该合作社的蔬菜分拣中心
冷链物流室，寒气袭人，整齐码放的
在打冷的莲花白即将被打包送往平
坝区贵农网。 （下转2版）

陈训华到工业企业调研
并开展融资专项帮扶工作

黄铺新区规划建设领导小组召开专题会议
讨论研究黄铺新区相关规划编制工作

安顺市供销社：

“三位一体”提升为农服务能力
□本报记者 徐芹 文/图

西秀区：

“烟叶”变“金叶”
实现“双提升”

□本报记者 陈婷婷 高兰萍 文/图

（第六版）

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
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
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
的意见》全文如下。

为激励和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追求真理、勇攀高峰，
树立科技界广泛认可、共同遵循的价值理念，加快培育促
进科技事业健康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在全社会营造尊
重科学、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
会精神，以塑形铸魂科学家精神为抓手，切实加强作风和
学风建设，积极营造良好科研生态和舆论氛围，引导广大
科技工作者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走在前列，争做重大科研
成果的创造者、建设科技强国的奉献者、崇高思想品格的
践行者、良好社会风尚的引领者，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

（下转6版）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
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

贵农网平坝运营中心

闲置育苗大棚种植蔬菜闲置育苗大棚种植蔬菜

财富广场杯2019贵州·镇宁
黄果树国际半程马拉松赛
将于6月29日鸣枪起跑

三预警齐发！
暴雨继续袭击我国南方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