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梅，西秀区东屯乡市新村所属的一个
自然村。却与红军长征结下不解之缘。

84年前，红三军团一支队伍经过市梅，
市梅与红军第一次结缘。

红三军团另一支队伍经过杨武乡水泥
冲（今勐帮村），一位名叫陈伦辉的红军战士
因病留下治疗，后躲避反动势力的追捕四处
躲藏，最终辗转落脚市梅，并在市梅成家生
子。市梅与红军第二次结缘。

迎来新中国成立，曾经的红军战士陈伦
辉从 1955 年起担任大队支书，直到 1979
年。20多年间，他发挥长征精神，带领村民
艰苦奋斗搞建设，走完他后半程长征路。可
以说，市梅与红军第三次结缘。

红军长征经过
市梅，红军长征精神
在市梅一直传承，市
梅还成为市级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市梅
再次与红军结缘。

8月12日上午，记者前往市梅。临近市
梅，青山之间有条清澈小河，河上有一石拱
桥。同行的东屯乡组织委员、宣传委员黄坤
介绍这是“红军桥”，当年红军队伍从桥上经
过。下车观桥，桥长约18米，宽约3米，高约
3米，有3孔，年辰日久，桥石灰黑，但依然坚
固。道路沿河延展，进入村中，路边风格略
异的小洋楼一栋挨着一栋。潺潺小河从村
中穿过，市梅青山环抱，宁静而美丽。

时间倒回到1935年，4月13日，红三军
团一部由黔南州广顺进入西秀区境内的市
梅村，市梅村从此留下了长征印记，有了长
征精神的滋养。

（下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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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仲强） 8月13日，
第九届安顺市新型城镇化推进暨小城
镇建设发展大会在普定县召开，回顾总
结2018年以来新型城镇化推进和小城
镇建设取得的成绩，研究部署下一阶段
新型城镇化和小城镇建设工作。市委
书记、市长陈训华强调，要认真按照党
中央、国务院的重大战略部署和省委、
省政府的工作要求，高质量、高标准、高
要求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小城镇建设，为
建设贵州山地特色新型城镇化示范区
奠定基础。

会议由市委副书记吴刚平主持。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赵贡桥，市政协主席杨
华昌，市委常委郭伟谊、尹恒斌、项长权、
刘彤、徐德祥、张本强、冯柏林、刘江，市
领导王猛舟、张骊龙、彭贤伦、周丽莉、王
成刚、陈应武、杨茁、毛连辉，市法院院长
蒋浩，安顺学院、安顺职院相关负责同志
出席会议或参加观摩。

陈训华指出，实施新型城镇化综合
试点以来，我市坚守发展和生态“两条底
线”，大力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统筹
推进新型工业化、山地现代高效农业、旅

游产业升级版和信息化融合发展，各县
区大胆创新、积极探索，新型城镇化建设
亮点纷呈，城乡面貌日新月异。全市要
按照“围绕城乡融合发展等关键制度继
续探索创新”的要求，在吸收借鉴其他地
区试点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实际，重整行
装再出发，努力走出一条新型城镇化高
质量发展道路。

陈训华强调，今年是我市国家新型
城镇化综合试点的冲刺之年，推动新型
城镇化创新发展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围
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理念再创新，方法再创新，机制再创
新，努力推动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取得
新成效。要积极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
深入推进“多规融合”，科学划定“四界四
区”城乡空间管控体系，逐步优化城镇空
间布局和形态；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发展步伐，引导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不
断建立完善人口迁徙制度，大力改善人
居环境；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继续深入
推进行政区划调整，加快推进普定“撤县
设区”工作，继续探索深化农村产权制度
改革，纵深推进农村产业革命。

陈训华强调，新时代赋予城镇化发
展新内涵和新要求，推进新型城镇化高
质量发展要把握脱贫攻坚新要求，坚决
打好“夏秋决战”，持续完善城乡基础设
施建设，大力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工
作，加快补齐“两不愁三保障”短板，精准
落实“健康扶贫”保障政策，高质量推进
新型城镇化发展取得新成效；要把握产
业发展新要求，加快建设安顺国家级高
新区、黄铺新区等产业园区，稳步推进黔
中（安顺）国家级示范物流园区建设，高
质量推进产城互动形成新格局；要把握
全域旅游新要求，大力推进“旅游+”战
略，全面夯实全域旅游发展基础，加快推
进宁龙黄国家路游公园、儒林路历史文
化街区等重点项目建设，精心优化旅游
线路，重点打造一批优质旅游目的地，以
旅游发展促进城镇建设，以城镇建设提
升旅游发展，高质量推进新型城镇化再
上新台阶；要把握生态文明建设新要求，
扎实推进海绵城市、地下综合管廊、轨道
水道慢道“三道”示范工程建设，全面启
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大力实施农村人
居环境“10+N”工程，持续打造一批生态

宜居的美丽乡村，大力发展绿色能源、推
广绿色建筑，不断提升城市品位，高质量
推进山地特色新型城镇化示范区建设。

陈训华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进
一步增强责任意识，加大统筹协调，强化
宣传培训，扎实有序推进山地特色新型
城镇化示范区建设，努力推动安顺新型
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为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同步实现全面小康创造有利条件，以
优异的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会上，陈训华向下届大会承办地西
秀区授旗；徐德祥代表普定县作交流发
言；彭贤伦通报全市新型城镇化推进和
小城镇建设发展工作情况并作下步工作
安排；与会人员观看了安顺市和普定县
新型城镇化推进暨小城镇建设发展工作
宣传片。

会议期间，12日晚，与会人员观摩了
普定县老城区、朱官凼湿地公园、青山湿
地公园美化亮化工程；13日上午，与会人
员观摩了普定县旧城区城市双修、“一分
三向”新型社区公共服务、乡村振兴、农
旅结合示范带建设、产城融合、小城镇提
质提升等工作。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84年前的春天，中央红军长征
经过安顺市西秀、紫云、镇宁三个县区40多个乡镇、400多个自然村寨，历时7昼夜，行
程1160余华里。红军在安顺，一路纪律严明，留下军民鱼水情谊、革命宣传标语、英勇
战斗故事、革命火种、为穷苦大众谋幸福的牺牲精神。

黔中大地浸润长征精神，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抚今追昔，
本报从今日起到9月底止，开设“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长征贵州沿线看今昔”专栏，派
出多路记者报道红军长征在安顺的故事、在安顺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
就。敬请关注。

本报讯（记者 段斌）为认真贯彻落
实省委十二届五次全会和市委四届六次
全会精神，以法治的力量确保我市如期
打赢脱贫攻坚战，8月12日，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赵贡桥率队到关岭自治县深度贫
困村调研《贵州省大扶贫条例》实施推动
依法治贫和法治保障脱贫攻坚工作。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冯朝生，市人大常委
会秘书长解志明参加调研。

赵贡桥一行先后深入到贫困发生率
超过20%的深度贫困村岗乌镇大寨村和
新铺镇藏龙村，实地查看扶贫产业发展、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村级卫生所运行等

各相关工作进展情况，详细了解两村“一
村一方案”制定实施、推进“村社合一”农
民专业合作社建设、贯彻实施《贵州省大
扶贫条例》等情况，与县、镇、村负责同志
座谈，分析研究深度贫困村脱贫攻坚工
作中存在的问题，现场组织协调和指导，
切实帮助找准脱贫路径。

调研中，赵贡桥指出，大寨村和藏
龙村作为深度贫困村，脱贫攻坚工作基
础虽较为薄弱，但广大干部群众充分发
扬敢于攻坚善于克难的斗争精神，工作
思路清，精神面貌好，脱贫措施实，脱贫
攻坚工作取得了较好成效，为如期打赢

脱贫攻坚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要进
一步增强脱贫攻坚工作的使命感和紧
迫感，强化责任意识、时间意识、冲刺意
识，聚焦问题、补齐短板，抓准关键、苦
干实干，坚决做到尽锐出战、不获全胜
决不收兵。

赵贡桥强调，各有关部门及深度贫
困村干部群众要掌握清楚情况，把各
项工作落细落小落实，对标工作要求、
系统梳理情况，对致贫原因要科学研
判，对贫困对象要心中有数，对脱贫措
施要有力有效。要提高工作精准度，
立足村社一体，制定实施“一村一方

案、一户一对策”，因地制宜培育壮大
产业，有效拓展贫困户收入渠道，完善
利益联结机制，措施精准到户到人，带
领大家稳步有序脱贫。要拿出冲剌的
精神头，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
认真贯彻落实好《贵州省大扶贫条例》
各项要求，以法治化的方式构建全社
会广泛参与的“大扶贫格局”，有效整
合人力、物力、财力，盘活现有资源、抓
准关键节点，加快促进科学治贫、精准
扶贫、有效脱贫，确保按时打赢脱贫攻
坚战，实现与全国全省同步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最大的内需潜力和发展动
能所在，是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关键之年，更是我市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的冲刺之
年。值此关键时期，第九届安顺市新型城镇化推进暨小城镇建
设发展大会的召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全市高质量、高标
准、高要求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小城镇建设，建设贵州山地特色
新型城镇化示范区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伟大的时代造就伟大的壮举！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就
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坚持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加
强顶层设计，统筹推进相关配套改革，鼓励各地因地制宜、突出
特色、大胆创新，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促进中国特色新型城
镇化持续健康发展。

高举旗帜谋发展，抢抓机遇写新篇！自2014年12月安顺
获批开展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以来，全市认真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坚守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大力实施“新型城镇化+”
战略，坚持不“摊大饼”、多“蒸小笼”，探索打造了具有山地特色
的“一分三向”安顺新型城镇化模式，做大做美中心城区，做实
做特中小城镇，做优做靓美丽乡村，构建了具有山地特色的

“城、镇、村”三级空间载体，探索了以1个示范小城镇带动多个
“美丽乡村”建设的“1+N”镇村联动发展模式。“塘约经验”“大
坝模式”等经验和做法，有力助推了脱贫攻坚、促进了生态文
明、推动了全域旅游、加快了经济良性运行。

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市委、市政府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培植后发优势，奋力后发赶超，走出一条有别于
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重要指示，坚决落实
省委、省政府关于“发挥比较优势、推动黔中崛起，倾力打造
山地特色新型城镇化示范区”决策部署，始终坚持以“新型城
镇化+”为主线，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的成果。

立足新时代，践行新思想，展现新作为！新型城镇化建设
只有起点而没有终点。站在新的时间节点上，我们要重整行装
再出发，努力走出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地区的新
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道路。以新型城镇化助推脱贫攻坚向纵
深发展，把推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与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密
切结合起来，着力推进社会民生事业持续发展；以新型城镇化
引导产城融合加快发展，推进园区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互促进、共发展”，
充分发挥产业园区的集聚和带动作用；以新型城镇化促进体制机制不断创新，
坚持以促进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切实增强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的意愿；以新
型城镇化推进生态文明不断深入，把城镇建设与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相结合，
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

新型城镇化建设，责任重大，任务艰巨，使命光荣。让我们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建设美丽中国”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要求，加快建设山地特色
新型城镇化示范区，推动安顺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同
步实现全面小康创造有利条件，以优异的成绩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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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清澈的河流环绕村庄，红瓦白墙的三层小楼错落有
致，干净整洁的街道上人来人往……8月初，来自贵阳的李艺
龙带着一家六口到安顺市平坝区小河湾景区度假，这里的环境
让他流连忘返。

“没想到这里还有个‘世外桃源’，不仅山清水秀，环境优
美，体验活动也很丰富，而且从贵阳市区开车过来只要40多分
钟，非常方便。”他说。

“一提到小河湾，都说很美，当年可不是这番景象哟！”小河
湾村村支书焦中贵感慨地说。

在安顺市羊昌河下游，萦绕曲折的河水弯出一个三面环水
的苗族小村庄——小河湾村。焦中贵说，因为三面环水，2014
年之前，这座小村庄交通十分不便，进村子唯一的土路经常是
晴天灰大、雨天泥泞。

焦中贵回忆：“村里那时生产生活条件很落后，整个村子没
有一家商店，年轻人都选择外出打工。村民生活垃圾乱扔、生
活污水随处排放，牛粪、鸡粪遍地都是，环境比较糟糕。”

贫穷的小村寨需要一次美丽的蝶变。2014年，村里干部
向当时的平坝县政府写报告，主动提出希望发展乡村旅游，建
设美丽乡村，带动村民致富。很快，政府组织考察并给予支持。

可一些村民认为：发展旅游，田地被占，就不能种地了，对
未来感到担忧。为此，小河湾村支两委多次召开院坝会，听取
村民意见，还组织村民到周围的旅游村寨考察。“渐渐地，大家
对小河湾发展有了信心。”焦中贵说。

不久后，围绕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四在农
家·美丽乡村”建设，小河湾村推进乡村治理，发展乡村旅游。

（下转3版）

幸福流向小河湾
□新华社记者 李凡 蒋成

时维八月，正值初秋，天朗气清，草
木葱荣。8月13日，第九届安顺市新型
城镇化推进暨小城镇建设发展大会在
普定县召开，普定以全新的面貌喜迎着
八方宾客。

8月12日晚，与会人员前往观摩普
定县老城区、朱官凼湿地公园、青山湿
地公园美化亮化工程。夜幕下的定南
古邑褪去白天的“耀眼夺目”，在静谧的
晚霞中温婉而沉静，走在普定县青山湿
地公园慢道上，湖光山色水光潋滟，白
鹭纷飞野鸭嬉戏。

青山湿地公园原名青山湖，始建于
1966年，上接贾官小河，下接后寨河，坝
址以上集水面积47.8平方公里，总库容
331 万立方米，正常库容 253 万立方
米。近年来，普定县坚持把青山湖及上
下游作为长防工程的重点区域进行保
护，湖区已从初建时的0.5平方公里左
右拓展到现在的2平方公里以上，功能
也从浇灌调节型水库转变为生态休闲
型水库。

湖畔的居民常说：“不羡鸳鸯不羡

仙，只要住在青山湖边边”。比起青山
湖湿地公园的自然秀美，朱官凼湿地公
园则多了几分人文灵性。

未入广场便远远的看见女娲补天
的雕像矗立广场中央，走在用普定县鸡
场坡镇特有的红砂岩石铺装的凼观桥
桥面，欣赏着栏板上具有民族文化内容
的浮雕，不觉逸兴遄飞。

朱官凼湿地公园于2019年6月建
成，占地面积9.99万平方米，为三级阶
梯型绿色生态湿地公园，修复后的朱官
凼蓄水为19.8万方，上游紧挨着日处理
15000吨的污水处理厂，对水体有再净
化作用。女娲补天广场8000平方米，
公园园林景观栽植乔木1.2万余株，地
被植物80万余株，1.5万平方米草坪及
花卉，水生平台植物种植30万余株，绿
化占地面积共计8.5万平方米，绿化覆
盖率为85.9%。

在普定县老城区，刻有“大明定南
所旧址”石刻的老定南城将人们的思绪
一下子带回了明洪武十四年……

（下转3版）

陈训华在第九届安顺市新型城镇化推进暨小城镇建设发展大会上强调

高质量高标准高要求
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小城镇建设

小城如画产业兴
——第九届安顺市新型城镇化推进暨

小城镇建设发展大会观摩见闻
□本报记者 徐芹 鲁开伟

赵贡桥到关岭调研深度贫困村脱贫攻坚工作

市梅“红军缘” 绵延八十载
□本报记者 王瑜 吴学思 徐雪 文/图

市梅立起幢幢新楼市梅立起幢幢新楼

第九届安顺市新型城镇化推进
暨小城镇建设发展大会剪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