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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桂传念） 背街小
巷连接着居民小区和主次干道，是
市民日常生活的必经道路，曾因脏
乱差、交通拥堵、路面坑洼等各类
原因，影响大家生活工作。近年
来，安顺市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
契机，通过道路维修、垃圾清理、立
面改造等方式，背街小巷的交通、
市政、绿化、亮化和环境卫生面貌
大幅改善，群众的生活环境从根本
上得到了改善。

“路还是那条路，但是各方面环
境都好多了。”在新太社区弘扬路
做五金建材生意的刘松坡已经在安
顺生活了十来年，对太平小区五金
建材市场这一带的改变，他一直看
在眼里。

老房子多，路口多，巷子狭窄，
环境卫生和交通拥堵一直以来都是
太平小区较为突出的问题。自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以来，这里的道路设
成了单行线，卫生环境也得到了改
善，新太社区换上了“新装”。

“以前一下雨，满路的泥泞让我
都不想出门。”黄师傅说，这里路
窄，车辆进出不太方便，下雨天的
路上会有积水，巷子里还有不少小
广告。

而今，时常能看到不少的志
愿者出现在街区巷口，清理小广
告、清扫垃圾、外墙粉刷、布置文
化景框，设置标志性门牌及道路
修复等。

在背街小巷改造过程中，西秀

区马槽社区伍家关路、平坝路等道
路也得到了相应改善。路面平整
了，人行道铺设了透水砖，提升了
排水速度和能力，周边居民出行方
便了不少。

背街小巷虽然不起眼，却和居
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通过整治背
街小巷的环境问题，城市才能做到
真正意义上的文明无死角。近年
来，我市开展了各种形式的环境整
治活动，使城区背街小巷的环境卫
生面貌得到了大幅度的改观。

背街小巷大变身 文明创建暖人心

“黔中平坝”排名
全国政务微博
外宣榜第八位
本报讯（邹美伦 记者 冯毓彬） 6

月11日，记者从平坝区传媒中心获悉，
继去年6月在全国政务微博外宣榜中
排名第24位后，黔中平坝微博排名于
日前上升至第8位。

据了解，黔中平坝微博于 2012
年 2月 7日正式开通。自开通以来，
该微博作为平坝区党务政务公开发
布平台，立足于“微观平坝 博览世
界”，发布各类信息9.5万条，涉及政
务、党建、法治、交通、安全、服务等信
息。拥有安顺发布、安顺政在说、理论
学习、旅游在线、安全生产月、依法治
网、古诗词欣赏和体育比赛等超级话
题，设置交行天下、生态安顺、文明安
顺等普通话题60余个，累计阅读量突
破1.5亿次。

本报讯（记者 桂传念） 为抓好
2019年国家工作人员在线学法考试
工作，确保在线学法考试工作的顺利
开展。日前，平坝区司法局举办
2019年国家工作人员在线学法考试
单位管理员培训班。

本次培训邀请了中国民主法制
出版社贵州办事处主任杨晓辉进行

授课。培训从云平台的功能、操作，
管理员的操作和学员的操作以及材
料报送等方面给大家作了详细的讲
解。通过培训，使各单位管理员全
面了解云平台的功能和操作，做好
本乡镇（街道）、本部门、本单位国家
工作人员的学法考试和材料报送等
工作。

平坝司法局
举办在线学法考试培训班

市公安交管部门
开展车窗抛物
专项整治行动
本报讯（记者 刘念）日前，我市

公安交管部门在全市开展“车窗抛物”
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车辆抛物、乱
扔垃圾、乱丢烟头等行为，旨在引导机
动车驾驶员和乘客自觉养成文明、卫
生的出行习惯，倡导爱护环境、文明出
行的社会风尚。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以机动车驾驶
员和乘车人员为重点，交管执法人员
在城区范围内多个十字路口进行集
中宣传引导，并以主要街道路口、商
业区、车站广场、公交站为重点，采取
常态化、长效化机动巡查和集中抓
拍、批评教育与行政处罚等多种方式
查处“车窗抛物”行为。对在巡查中
发现的“车窗抛物”不文明行为，将根
据相关规定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和行
政罚款。

专项整治行动中，一经发现驾驶
人“车窗抛物”的行为，交管部门将依
据相关规定处200元罚款，对驾驶人
记2分。而对于乘车人“车窗抛物”的
行为，交管部门将依据相关规定处50
元罚款。

本报讯（王兴富 记者 刘现虹）
近年来，关岭法院以“智慧法院”建设
为契机，找准“大数据+执行”结合点，
在全市法院率先引入新浪“执行天
眼”定位系统，有效破解找人难题，提
升了执行效率。2018年以来，共发布
失信被执行人信息186人次，限制高
消费155人，司法拘留32人，网络司
法查控430次，查询到财产210件，依
法冻结180件，通过定位系统发出查
询请求89条，收到定位系统反馈被执
行人活动线索78条，成功找到被执行
人案件15件18人，为胜诉权益人兑
现执行标的额415万元。

据了解，在未引进“执行天眼”定
位系统前，法官寻找被执行人的手段
只能停留于上门寻找、电话联系、走
访群众、申请人提供线索等传统方

式，许多被执行人下落不明导致执行
效率低、案件无法执行。引进“执行
天眼”定位系统后，借助云计算、大数
据分析出被执行人的工作地址、居住
地址、最新位置、历史轨迹信息等，对
被执行人进行精准定位。2018年以
来，关岭法院受理执行案件448件，通
过“执行天眼”定位系统，关岭法院执
结了一批因被执行人躲避、规避执行
而导致下落不明的案件，有力震慑了
失信被执行人。

关岭法院将不断完善工作机制，
加大“执行天眼”定位系统运用频度，
充分与公安建立“两警协同”机制，精
准掌握被执行人活动轨迹，加大对躲
避执行的被执行人打击和惩处力度，
提高司法威慑力，保障胜诉权益人合
法权益。

关岭法院
“执行天眼”成为寻人“千里眼”

格桑花间蝶纷飞，五彩斑斓掩翠
微，点染农家妆美景，摇曳山野沐霞
晖——仲夏时节，走进平坝区高寨
村“巾帼金刺梨种植专业合作社”，
刺梨花刚谢幕，满山格桑花的美景
接踵而至。

风送花香，有山歌传来。循声找
去，遇到了前来山庄游玩的客人肖女
士一行。“我们是附近肖家庄的，今天
有空就约上几个好朋友一起来游玩放
松。这里空气好，景色美，心情一好就
忍不住唱起山歌来。”肖女士算了算，
这已经是她们第五次来农庄游玩。除
了点缀刺梨丛间的格桑盛景，还有什
么如此吸引游客？记者迫不及待想找
到答案。

“四季有花赏，有果尝”

在平坝高寨，“巾帼三姐妹”的创
业故事早已传遍乡野。巾帼金刺梨种
植专业合作社由村妇女主任赵启菊、
养殖能手石明英、致富能人石林芬三
姐妺于2011年12月26日创办成立。
初创时，三人各出资10万元,向村民租
了200亩连片的山坡岩地,开始了金刺
梨创业之路。

如今，合作社共投入资金 1000
多万元，所种植 1200 亩的金刺梨直
接供应给金刺梨深加工企业贵州天
赐贵宝食品有限公司。除此之外，由
于金刺梨种植要求株距3至 4米，合

作社因地制宜套种精品水果300亩，
饲养生猪年出栏 600 头，林下土鸡
10000余羽。

三姐妹之一的赵启菊，向记者介
绍了合作社以产业为基础所打造的四
季规划，赵启菊说，“2016年在金刺梨
林间套种的玛瑙红樱桃、红不软桃等
精品水果如今全部挂果。农庄以后四
季都有花看，四季都有果吃。吸引了
来自安顺、兴义、毕节、贵阳甚至国外
的游客。”

初春时节，游客可以前来赏樱桃
花、桃花，体验野菜采摘；进入夏季，游
客可以来采摘红樱桃、冰脆李、蜂糖
李；等到秋季，正好金刺梨成熟；而冬
季，客人可以来农庄杀年猪、品林下
鸡。一幅四季游赏图已然成型。

“巾帼文化”助力脱贫攻坚

巾帼，原指古代妇女的头巾和发
饰，后引申指代女中豪杰。回想取名
的初衷，赵启菊说，当初三姐妹创业
时，认为男人能干的事，咱女人也能
干，寓意干事创业能吃苦耐劳，“不让
须眉”。

在巾帼金刺梨合作社，除了保安
以外，其余工人全部为妇女。合作社
还建立健全了党支部、合作社工会委
员会、合作社妇女委员会。

合作社创办以来，有效解决了高
寨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赵启菊

介绍，“常年在合作社务工人员有30余
人，用工高峰期多达60多人，这些务工
人员大多是中老年妇女，她们不会去
外出打工，在家没有经济收入，是农村
的弱势群体，帮助她们解决就业问题，
就是为农村发展出了一份力。”截至目
前，已有26户贫困户加入合作社，通过
土地入股、资金入股、劳务务工、自主
生产等方式实现脱贫，其中有11户为
建档立卡贫困户。

2011年就加入合作社的肖维兰，
今年64岁，靠着流转荒坡地6亩和务
工2000多元一月的收入过上了好日
子。“我老伴儿过世得早，儿子和媳妇
都在外打工，就我一人在家。合作社
不嫌我年纪大聘请我上班，在家门口
就能拿工资，我巴不得天天上班！”肖
维兰发自肺腑的说。

自榨菜油、豆沙粑、糟辣椒、米粉
……这些原料自种、由合作社女工纯
手工制作的家常小吃，既是农庄的特
色菜肴，也是游客喜爱的农特产品，十
分畅销。如今，由于景美价优、食材新
鲜，合作社成为乡民承办婚宴的最佳
去处，最多时承接婚宴30桌。

农旅结合跑出加速度

农庄外，通往合作社的6.3公里道
路宽敞平坦，农庄内，1.2公里产业观光
步道两旁香樟林立，千余亩金刺梨中
格桑花开、果林飘香。赵启菊带着记

者一一观看装修中的别墅小楼、即将
投用的游泳池。

“以前只有一间供工人休息的小
平房，2016年升级改造后，按照政府的
指导和规划，我们充分利用山地、空气
等资源办起农家乐。现在，我们有特
色屯堡小院八栋，游客接待服务中心
一栋，可接待住宿游客30人，建有合作
社办公楼一栋，办公设施齐全。还修
建了3000平方米的休闲钓鱼池和800
平方米的游泳池。”

赵启菊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休闲
钓鱼池和山泉游泳池目前升级改造基
本完成，明年将为游客开放。未来，巾
帼金刺梨种植专业合作社将成为集产
业种植、休闲旅游、观光农业、度假养
生为一体的康养佳地。

屯堡妇女擅唱山歌。离开时，记
者看到合作社门口一块大红展板上由
三姐妹创作的山歌，分别有感恩、创
业、成就、迎客四篇，正是合作社发展
壮大的写照。巾帼三姐妹，荒山坡上
书传奇，让昔日荒山变成春来踏青、赏
花，夏时钓鱼、纳凉，秋至摘果、收菜，
冬季杀猪、宰鸡，处处有看点,季季有
玩法的旅游圣地，带领群众唱响四季
致富歌。

脱贫攻坚群英谱

“巾帼三姐妹”唱响致富歌
□本报记者 高兰萍

6月10日，市委办（市档案局）、西秀区区委办（区档案局）在金钟广场联合举办了以
“新中国的记忆”为主题的2019年国际档案馆日图片展览活动。

市民通过参观“红色记忆”“辉煌足迹七十年”“改革·印记——安顺改革开放以来农
村变革”等图片资料认识档案、触摸档案，近距离感受我市革命历史，城市、农村发展变
迁，及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据悉，此次活动将持续至16日。

□记者 卢维 摄

本报讯（黄丹梅 记者 鲁开伟）
6月8日，市科协、普定县科协、普定绿
盛园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在沙湾农业大
观园精品水果培训基地联合举行精品
水果科技二传手技术培训，来自该县
各乡镇水果种植大户、致富带头人、农
村青年参加培训。

专家以现场培训的形式，对蜂糖
李、葡萄、红桃等水果的种植管护技术
进行详细讲解和操作示范，详细讲解
了果树的育苗、栽培、嫁接、修剪、田间

管理和常见病虫害的防治技术，并就
学员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

据了解，此次培训以造就高素质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目标，以服务现
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产业发展和促进
农业从业者职业化为导向，围绕普定
县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
一批“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职业
农民，为推进普定绿色农产品“泉涌”
工程，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农业增效和
农民增收提供技术支撑。

市科协在普定开展
精品水果科技二传手技术培训

本报讯（记者 陈国平） 6月 11
日，记者从财富广场杯2019贵州·镇
宁黄果树国际半程马拉松赛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第十四届“黄马”将于6月
29日在镇宁自治县天星路政务服务
中心鸣枪起跑，今年将继续延续“开放
镇宁·浪漫奔跑”的主题。

本次赛事是由中国田径协会、
安顺市人民政府主办，安顺市体育
局、镇宁自治县人民政府承办，镇宁
自治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和镇宁多彩
黄果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协办，由
贵州博捷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运
营，贵州顺立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独家冠名。

财富广场杯2019贵州·镇宁黄果
树国际半程马拉松赛事总规模为
10000人，其中半程马拉松5000人、
十公里2000人、迷你马拉松2000人、
亲子跑300组1000人，还将继续延续
半程马拉松情侣组项目。

据悉，本届赛事奖金设置半程马
拉松个人组和半程马拉松情侣跑及
十公里录取前20名，半程马拉松第
一名8000元、半程马拉松情侣跑第
一名 8000 元、十公里第一名 5000
元。赛事组委会将在总结往届赛事
组织经验的基础上，招募30位领跑
员、60位急救跑者和 120位警护跑
者，精心策划、周密安排、全方位做好
医疗保障、交通保障、氛围营造、跑者
服务等工作，

本届赛事升级跑者之夜晚会为
“跑者之声”歌手大赛，6月8日至15
日报名，6月22日在贵阳市海选，6月
28日在镇宁自治县体育中心进行分
站决赛。

此外，赛事特设公益号码，结合脱
贫攻坚工作，在赛前赛事组委会将探
访慰问贫困户，发起马拉松扶贫工
作。另设自主选号，让跑友能够有自
己喜欢的且专属的号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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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