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地址：安顺市西秀区黄果树大街葡华欧洲城 ●邮编：561000 ●广告热线：38181818 订报热线：38118969 ●值班总编：朱平黎 值班主任：刘艳 本版责任编辑：刘艳 校对:唐云霞 组版:金萍

安顺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52-0029

邮发代号：65-42

ANSHUN DAILY

2019年 农历己亥年八月初五
总第8297期 今日8版

多云 16—24℃

9月3日 星期二

掌上安顺微信号掌上安顺APP 悦读帮 顺风耳

●安顺新闻网网址：http://www.asxw.net ●投稿邮箱：asrbs@vip.163.com ●新闻热线：0851-38129899

本报讯（记者 李晓康） 9月2日，
市委书记、市长陈训华主持召开市委理
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会议，深入学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贡桥，市政协
主席杨华昌，市委副书记吴刚平，市委常
委项长权、刘彤、张本强、冯柏林、刘江，
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
成员和党组成员，安顺军分区司令员，市
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安顺学院、
安顺职院党委书记出席会议。

会议集中学习了《习近平关于总体
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习近平强军思
想学习纲要》，习近平总书记军民融合
重要论述和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
历次全会精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在主题教育中深化领导干部利用

茅台酒谋取私利问题专项整治的通知
精神，保密工作相关文件精神，全国巡
视工作会议暨十九届中央第三轮巡视
动员部署会精神、全国市县巡察工作推
进会精神，《贵州省贯彻〈中国共产党纪
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实施细
则》。相关领导同志围绕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等专题学习
作研讨发言。

陈训华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高
度重视国家安全、强军建设和军民融合
发展战略，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把防
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政治责任摆在突
出位置，不断完善风险防控机制，把维
护国家安全的战略主动权牢牢掌握在
自己手中。要锤炼队伍，主动担当强军
重任，不断提高人民军队的综合素质，
培养一批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

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铸造具有铁一般
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
担当的过硬队伍，为维护国家安全和人
民安全提供坚强的军队保障。要找准
方向，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军民
融合发展重要论述，自觉在大局下把方
向、定政策、抓落实，勇于开拓创新，坚
持苦干实干，不断开创我市军民融合深
度发展新格局。

陈训华强调，要充分认识习近平总
书记对领导干部利用名贵特产类特殊资
源谋取私利问题指示批示的重大意义，
聚焦重点工作任务，切实压实各级责任，
不折不扣抓好专项整治，真正把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中央、省委
的部署要求落到实处。要提高政治站
位，抓好行动落实，加强机制建设，牢牢
坚守“两条底线”，确保发展与生态协同

共进。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认清内外
形势，树牢底线思维，突出问题导向，夯
实工作基础，强化执纪问责，严打违法行
为，严防失密泄密问题发生。

陈训华强调，要自觉强化政治担当，
认清工作形势，切实增强巡视巡察整改
政治自觉，突出重点问题，坚定不移在上
下联动上深化突破，紧盯目标任务，在推
进高质量全覆盖上深化突破，切实抓好
巡视巡察工作。要强化思想自觉，精准
把握《贵州省贯彻〈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
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实施细则》的重
要意义；要强化政治自觉，认真推进《实
施细则》的学习贯彻；要强化行动自觉，
全力确保《实施细则》的落地落实，坚定
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秘书，市
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镇宁自治县奋箕冲村位于本寨镇
南部，据史记载，长征期间，红军在分散
跳出国民党的包围时，其中右路的大部
队兵分四路向镇宁沙子沟挺进，其中三
路军途经本寨镇蜂糖寨（今奋箕冲村）、
马鞍山寨、岩下村。

“当年红军路过奋箕冲村时，看到
村民们穿的衣服太破烂，拿了5件毛衣
赠送给村民。”今年76岁的赵志华说，

“现在日子好了，村里成立了合作社，发
展了芋头、食用菌、小黄姜、养蜂产业，
家里的土地都入股到合作社，每年都可
以分红，不愁吃不愁穿。”

如今的奋箕冲村，已摘掉贫困的帽
子。从吃不饱、穿不暖，到迈向全面小
康，这个高原上的小山村见证了新中国
成立70年来安顺的巨大变化。

昔日“穷山村”不忘红军情

关于红军的故事，如今依旧在奋箕
冲村里流传。

赵志华是奋箕冲村老村支书，从80
年代初起，连任了六届村支书，对村里
的情况十分熟悉。

“一个字，就是穷。”赵志华说，一直以
来，奋箕冲村山多地少，交通闭塞，严重缺
水，望天吃饭，老百姓日子过得艰难。

赵志华小时候听到长辈们讲起红
军路过奋箕冲村的事，其中也有与奋箕
冲村的“穷”有关的故事。

据赵志华讲述，那时候村里经常闹
山匪，红军刚到村里时，大部分人家都跑
上山躲起来。只听见红军在山下喊：“乡
亲们，不要怕，请你们出来，我们是红军，
我们不会伤害穷人和无辜的老百姓。”

村民们看到红军部队经过村庄时秩
序井然，没破坏村里任何东西，才相信红
军的话，最终都从山上回到村里。当天，
有一部分红军住在奋箕冲村拿早组。

“红军不仅没伤害老百姓，看到村民
穷，还给村民送东西。”赵志华说，其中有
一位叫刘东林的村民，前些日子家里的
马被贼人偷走，红军见到刘东林家穷，马

是他家唯一的生计来源，就送了一匹白
马给刘东林，那匹马一直喂了好多年才
老死，刘东林也一直记得红军的情，后来
还让他的儿子刘小九当了红军。

“红军临走时，看到村民刘顺福穷，
冬天穿的衣服太破烂，送了5件毛衣给
他家。”赵志华说，红军当时长征的日子
已经很艰难了，经过村里，还时刻想着
老百姓的苦难，这些红军的故事虽然过
去很长时间，但至今都还在村里流传。

曾经的贫困村有了大变化

昔日的奋箕冲村穷，今日的奋箕冲
村大变了样。

赵志华做了奋箕冲村六届村支书，
村里一点一滴的变化他都看在眼里。

“村里真的是大变样，家里喝上了
自来水，路修到家门口！”赵志华说，特
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村里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

先说村里的水。据赵志华介绍说，
奋箕冲村海拔高，房屋大多修在半山
腰，一直以来，村民饮水全靠山背后的
一口古井，遇到天干季节时，村民们就
只能望天喝水。

2007年，借助一个青岛帮扶项目，
给奋箕冲村安装了自来水管，但一直以
来由于管理缺失，自来水经常断水，群
众生活用水极不方便。

直到2018年，村里实施饮水安全工
程，重新铺设和维修了自来水管，许多
原来未安装自来水管的自然组也装上
了水管，如今，奋箕冲村559户农户，家
家户户都喝上了安全的自来水。

再说村里的路。赵志华说自己作为
村里的老村支书心里感到惭愧，在上世
纪80年代，村里只有一条唯一的山路，
村民们出村全靠马驮，直到2005年，村
里组织村民通过“投工投劳”的方式把
原来的山路加宽，修成了“泥马路”，三
轮车、拖拉机能勉强通过，即便如此，一
到下雨，马路全是泥泞，一到天晴，马路
全是灰尘。 （下转2版）

本报讯（本报记者） 9月2日，记者从贵州省
2019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工作推进会上获悉，
今年我省“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主会场设在西
秀区大坝村。活动主题是“安顺金刺梨”庆丰收·
献礼新中国70华诞。活动启动仪式将于9月23
日举行。

活动在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指导下进行，
省农业农村厅、市委、市政府为主办单位，市农业
农村局、西秀区委、西秀区政府为承办单位。活
动重点体现屯堡农耕文化场景、田间地头农事活
动、民族民间民俗庆丰收文化展演、安顺农特产
品展示、民间美食、非遗文化展示等。

虹山湖
除了欣赏更要保护

□徐昕

近日，在我市召开的虹山湖公园生
态环境信访问题协调会上，针对群众反
映的虹山湖公园在生态环境保护、文明
创建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市领导在会上
指出，各相关单位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深
刻认识做好虹山湖公园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的重要性，认真检视虹山湖公园生态
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
节，加大治理力度，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题。同时，结合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工作，加大宣传力度，引导市民摒
弃不良陋习，增强保护虹山湖公园生态
环境的责任意识。

近几年，随着虹山湖公园基础设施
建设不断完善，公园已成为广大群众健
身和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是安顺市民
喜爱的一座城市公园。而目前，公园每
天超万人的游玩人数，让公园生态环境
保护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

城市公园不仅影响着市民的生活质
量，而且具有美化城市、调节城市小环
境、改善城市空气质量等多种生态效
应。作为城市的主要公共开放空间，城
市公园代表着一个城市的经济、文化、风
格和精神气质，反映了一个城市的市民
心态、追求和品位。正因如此，对于虹山
湖这个“城市会客厅”来说，我们除了欣
赏更要懂得保护。

管理和保护好虹山湖公园，是每个
安顺市民的责任义务，更是一种文明。
对个人而言，做到文明游园、环保游园，
自觉制止各种破坏公园设施的违法行
为，确保公园内自然资源和设施的可持
续利用。对职能部门而言，按照《安顺市
虹山湖公园管理条例》的规定，加强对虹
山湖的管理和保护力度，切实履职尽责、
担当作为，严格依规依法对破坏行为和
不文明行为进行处罚，通过科学的管理，
协同推进虹山湖公园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让爱护、保护虹山湖成为广大群众的
自觉行为，形成全社会保护虹山湖的良
好氛围。

一个环境优美的公园是城市在青山
绿水间的一块“绿肺”，她不仅赋予了城
市生活足够的诗意，还能唤起人们内心
深处的幸福感。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为导向，突出管理与保护，做到“人、城、
园”的和谐统一，才能展现安顺城市建设
生态美的内涵。

贵州省2019年“中国农民丰收节”

主会场设在大坝村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集中学习会议
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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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山飞渡七十载，黔中秀岭谱新篇
□本报记者 高智 康馨月

（
第
四
版
）

朝乾夕惕，破浪乘风；关山飞
渡，岭秀黔中。

从敢为人先的“顶云经验”，到
战天斗地的“板贵精神”，七十载光
辉岁月，时间用最朴实无华的词汇
谱写了关岭儿女的砥砺前行。

沐雨栉风，筚路蓝缕；索岭山
城，昂然奋进。

从瘦土瘠地的“偏远山城”，到
产兴业旺的“生态关岭”，七十年风
雨兼程，年轮用最铿锵有力的臂弯
铸就了索岭山城的发展篇章。

七十年来，关岭历经艰难困苦
的岁月打磨，步步为营，奋发果敢；
在一代代索岭儿女的不懈努力下，
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稳步增长，城市
建设日新月异，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人民群众生活幸福指数逐年提升，
一幅“幸福生活·绿色生态”的奋进
新时代美丽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经济发展提质优化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
沧海。70年来，关岭自治县的经济
产业从无到有，由有创优，正是索

岭儿女们以战天斗地的信心决心，
在这片石漠嶙峋的不毛之地上，种
下朵朵产业发展的“奇迹之花”。

今日之关岭，牛壮草茂、深山
椒香、火龙果红……以农业产业突
破提升为目标，关岭深入产业的转
型升级，向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
纵深发展，不断推动现代农业提质
增效。全面实施了绿色农产品“泉
涌”工程，以“牛猪鹅、菜果药”与花
椒、食用菌为主导农业产业蓬勃发
展，成功打造“关岭牛”“板贵花椒”

“坡贡小黄姜”“关岭火龙果”4个
国家地理标志品牌。截至 2018
年，全县完成蔬菜、水果、茶叶、中
药材种植 38.5 万亩，食用菌年产
600万棒，家禽出栏85万羽，生猪
出栏9万头；倾力打造“一县一业”
的关岭牛龙头产业进入迅速发展
阶段。目前，全县“关岭牛”存栏量
达16万余头。

特色农产品的蓬勃发展搭乘
上电子商务的大数据快车，让关岭
的第三产业带不断增强壮大。
2018年，建成村级电子商务服务网

点122个，并开设“关岭特色馆”电
子商务网络销售平台，2018年，该
平台全年网络零售额700余万元，
增长376%；农产品电商销售额达
2138.18万元,电商交易额达7.4亿
元，增速40%；2018年 9月25日，
成功获评“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
综合示范县”。

2016年，花江、永宁被列入省
级100个示范小城镇；2017年，关
岭成功承办全市第四届旅游产业
发展大会，永宁滑雪场被授牌为

“贵州省生态体育公园”；2018年，
关岭加快推进九仙洞天、茶马古道
——关索岭文化旅游提升工程等
重点项目建设，并持续提升地质公
园、关岭奇缘谷冰雪小镇、木城丽
水等景区的配套设施建设，全年接
待游客537.6万人次，增长30.1%；
旅游综合收入 54.41 亿元，增长
31.2%。

从1949年422万元到2018年
94.67亿元，逐年递增的GDP是关
岭经济稳步发展、产业结构优化的
大跨越。 （下转2版）

关岭

奋箕冲村话今昔
□本报记者 朱平黎 伍水清 文/图

（第二版）

（第三版）

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

市纪委市监委将
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审查调查全过程

2019年多彩贵州
文化创意设计大赛征集公告

奋箕冲村的养蜂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