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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红芯红薯丰收季。9月18日，
记者在紫云自治县白石岩乡幸福园村红
芯红薯基地看到，拖拉机在前面翻挖红
芯红薯，12名村民在拖拉机后面将翻挖
出的红芯红薯打理入筐。

“从挖收的情况看，平均每亩产
2000斤红芯红薯；现红芯红薯的市场
批发价为每斤3元，每亩产值6000元。”
红芯红薯种植大户许华平说，从翻地、
栽种、管护、挖收，每亩红芯红薯需要15
个工时的劳动力，工人按工时计酬。

“我们在红芯红薯基地干活，每天
工作8.5小时，获得90元的劳动报酬。”
正在打理红芯红薯的幸福园村村民王
学会说，老板收成好，大家才有活路干，
家门口做工赚钱照顾家人两不误。

“今年，我家种植100亩红芯红薯，
本月初开始挖收以来，已经挖收了20
亩红芯红薯。”种植大户黄明秀说，预计
今年能挖收20万斤红芯红薯。今年，
红芯红薯的市场批发价在3元1斤以
上，网上销售价格更高，种植红芯红薯

比种什么农作物都划算。
“今年，白石岩乡红芯红薯种植面

积 5200 亩，目前，挖收面积近 1000

亩。”白石岩乡副乡长罗波说，只要天气
晴朗，全乡红芯红薯种植户、合作社等
都在抢收红芯红薯。

金秋时节，秋高气爽，稻谷飘
香。平坝区白云镇万亩大坝种植
的水稻进入成熟收获季，田间金
黄遍野，稻浪滚滚。

放眼望去，七八台收割机正
在抢收成熟的水稻，田间小道，一
辆辆农用车把一袋袋金色的稻子
运回家中，到处呈现出一派秋收
的喜人景象。

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平坝
区积极引导种植户使用微型联合
收割机进行水稻收割，降低了成
本，提高了效率，让村民切身感受
到了实惠和丰收的喜悦。

收割现场记者发现，收割机
在田间划开一道半米宽的收割痕
迹，自动收割、谷秆分离、稻谷装
袋一气呵成，半小时不到，一块稻
田便收割完毕，只需村民将稻谷
搬上田坎堆放或装入运输车内即
可，收割十分高效快捷。

白云镇车头村村民何成芬
家一亩水稻，使用收割机仅用半
小时就收割完千余斤湿稻谷。
在田间，何成芬用手一遍又一遍
地捧起脱粒干净的稻谷，心中欣
喜万分。

“以前，每到收割时节，就为
找不到人帮忙发愁，这下好了，家
里的几亩水稻，两个小时就全部
收好打包拉回家了，真是太便捷
了。”何成芬告诉记者，一亩水稻
请人收割的话，起码要请两个人，
按照每人每天150元，至少都要
花300元的收割成本，请收割机
的话，100元就够了，很划算。

今年，平坝区水稻种植总面
积13.5万亩，其中，优质水稻10
万亩，全区预计水稻产值可达
2.5 亿元。截至目前，平坝区共
引进 40余台收割机，参与全区
水稻收割工作，水稻收割面积已
完成20%。

本报讯（田渊 记者 陈国平） 近
日，镇宁自治县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全县各级各部门
紧密结合工作实际，精心部署、立即行
动，迅速在全县掀起学习热潮。

镇宁县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应知应会
100问》手册1万余册发放全体党员，
提高党员知晓率，推动学思用贯通、知
信行统一，促进能力提升，更好地服务
群众。

镇宁自治县2019年中青年干部培
训班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开展参观陆瑞光纪念馆、重温入党誓
词、齐唱红歌、分享入党经历、为党员干
部送“政治生日”贺卡佩戴党徽。通过形
式多样的活动，教育引导学员牢记党的
宗旨，激励他们保持为民务实清廉的政
治本色。

双龙山街道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开展
“百名干部唱红歌，美丽双龙颂祖国”快

闪活动，融入歌曲《我和我的祖国》、铜鼓
十二调演奏等多种元素，为新中国70华
诞献礼，有力提升了广大党员干部爱国
热情，继续发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效，凝心
聚力推动乡村振兴，展示了双龙山人干
事创业的精气神。

采取“试卷答题初赛+现场竞答决
赛”的方式，举办全县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知识竞赛，在全县上下形
成比学赶超、以学促用的良好氛围。

马厂镇结合基层一线实际情况，认
真开展主题教育，村联系领导深入到各
村听取意见建议，同时采取“互联网+”、
村村通广播培训、脱贫攻坚夜校等方式，
有效扩大学习覆盖面，并组织全镇干部
职工适时开展专题能力测试，为学习教
育增添了新的引擎。

镇宁县委统战部举办“爱国同心·追
梦同行”经典诵读比赛，用朗诵的形式表
达了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引导和激励全
县干部群众为推动开放镇宁建设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镇宁掀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学习热潮

本报讯（记者 刘现虹） 9月18日
至20日，省妇儿工委办项目管理暨实施
妇女儿童发展规划能力提升培训班在安
顺开班。省妇联副主席蒋耘出席开班典
礼并讲话。来自全省各地州市近百名妇
儿工委相关负责人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专门邀请了中国妇女发展
基金会、北京博源拓智儿童公益发展中
心、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儿童发
展研究中心的相关专家，围绕妇女儿童
发展规划及妇儿工委办公室业务、加强
法规政策性别评估审查从源头上推动男

女平等、“校园安全饮水”项目管理和健
康教育、“母亲健康快车”项目等内容进
行培训。

长期以来，中国妇基会在围绕妇
女扶贫、妇女健康、女性创业等方面，
实施了一系列公益慈善项目，取得了
明显的社会成效，组织实施的“母亲
小额循环”“母亲健康快车”“母亲水
窖”“贫困英模母亲资助计划”“母亲
邮包”“超仁妈妈”六个项目分别获得
中国政府最高慈善奖项——中华慈
善奖。

“搬进新房子，生活大变样。家里又
大又干净，出门就能上班，在家门口就能
养活一家人。还是党的政策好，让我们
这些贫困户不花钱就住上这么好的房
子！”这是普定县坪上镇革渣村阮发强一
家四口搬到普定县鑫旺社区易地扶贫搬
迁安置点后的真实写照。

近年来，坪上镇党委、政府把实施易
地扶贫搬迁项目作为“五个一批”的重要
举措，紧紧围绕“守底线、走新路、奔小康”
工作目标，着力在脱贫攻坚、产业发展、
基础设施、民生项目等领域求突破见实
效。2014年至2018年，全镇14个行政
村有11个成功脱贫出列，共脱贫784户
2784人，贫困发生率降至1.65%。2019
年再出列1个贫困村，实现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9559元。

兴产业，绘就幸福景

“猕猴桃丰收了，快叫上你们小组
的人来收猕猴桃”。清晨6点，村主任
郝行权已经开始安排农户采摘猕猴
桃。晨曦中的果陇村，修建成梯田的山
坡上，一排排洁白的石架林立，支撑起
青翠的猕猴桃藤，藤蔓下套种的工业辣
椒长势喜人。火红与碧绿，在朝阳中相
映成景。

2015年，郝行权牵头创办起猕猴桃
种植合作社，发展猕猴桃种植500余亩，
另带动当地群众种植100余亩，如今已
挂果丰产，年收入300万元以上。

“陈红，这次又想到什么产业发展的
点子啦？”坪上镇办公室工作人员胡健每
次见到坪上村支书陈红都会打趣询问。

“养梅花鹿！”陈红自豪地说。在坪
上镇的14个行政村中，坪上村的梅花鹿
养殖产业是独一无二的。村里引进的
120头梅花鹿，除繁殖出售外，还用鹿
血、鹿茸等加工酿造成鹿血酒，延伸产业
链条，带动60多户贫困户脱贫致富。

果陇村猕猴桃种植、坪上村梅花鹿
养殖是坪上镇大力发展特色农业、调整
产业结构促农增收的缩影。近年来，坪
上镇共种植韭黄4000亩、中药材600
亩,带动1300户以上贫困农户增收；养
殖兔子 35000 只、家禽 4 万羽、生猪
11100余头，带动1500户贫困农户增
收；建成拥有24万菌棒的食用菌基地1
个，带动310户贫困农户实现增收。此
外，采取“村级公司+专业合作社+基地+
农户”模式，发展黄瓜、小瓜、白菜、辣椒、
生姜、秋葵等时令蔬菜种植8600亩。

路修通，贫困村换新颜

“以前家门口的路都是烂泥路，吃水

要到井里挑。路灯、网络想都没想过。
现在，不仅村、组路都修通了，自来水有
了，连宽带、太阳能路灯都有了。家乡的
变化太大了！”退伍返乡的双喜村兵支书
徐昌龙由衷称赞。

“这几年，我们村的变化特别大，水
泥路通到了家门口，盖起了新的村委会
大楼、修了新篮球场、装上了路灯、有了
垃圾车、配了垃圾斗，到哪里都是干干净
净的，住着心里也舒服。”石板村主任周
波说道。

自开展精准扶贫以来，全村干群团
结一致，借助美丽乡村建设项目，让原本
脏乱差的贫困村“旧貌”换“新颜”。如
今，12公里长的环湖路横卧在夜郎湖两
岸，大量游客慕名而来，到坪上赏湖光山
色、品新鲜时蔬。

目前，全镇已完工69条通村、通组
路建设共79.7公里，实现全镇30户以上
的自然村寨全部通硬化路；完成串户路
硬化18.1万平方米，庭院硬化11.7万平
方米；实施饮水安全工程7处，基本实现
全镇农户安全饮水全保障；推进农村危
房改造及老旧楼整治，2018年以来，实
施贫困户危房改造378户，老旧住房整
治159户。

强项目，发展驶入快车道

2018年8月31日，普织高速正式通
车。普织高速坪上站距镇政府仅500
米，是普织高速唯一一个距乡镇政府最
近的站点。“普织高速的建成通车，大大
缩短了坪上镇与周边市、县乃至省会的
距离，便利的交通，为坪上带来了不可估
量的发展前景。”坪上镇镇长黄明伦说。

黄明伦介绍，除普织高速外，总投资
1.6亿元的红坪水库已建成蓄水，惠及
22个自然村2.8万人；总投资5000万元
的大哪棚户区改造已完毕，惠及356户，
大哪小城镇面貌焕然一新；“等坪线”征
拆已完成，拆迁房屋22栋、征地160余
亩，涉及资金5300万元；大哪甘露泉矿
泉水水厂年产值约300万元，果陇砖厂
年产值400万元，解决当地群众100余
人就业问题。

“坪上有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处
于黄果树、龙宫、织金打鸡洞等旅游景区
中央，普织高速穿越镇境，S209省道横
贯东西，等坪线贯通南北，燃情丰林火焰
山、休闲垂钓夜郎湖、香甜可口冰脆李，
正招商引资打造大哪温泉小镇。”黄明伦
谈起坪上发展滔滔不绝，勾画的蓝图正
一步一步实现，坪上将会是一个宜居、宜
业、宜游、宜商的美丽小镇。对未来，他
信心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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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妇儿工委妇女儿童发展规划
能力提升培训在我市开班

普定坪上镇：喜看脱贫新生活
□刘堃 本报记者 高兰萍

9月 13日，记者在镇宁自治县
简嘎乡播西村百香果种植基地看
到，整齐的支架上一丛丛绿油油的
藤蔓生长茂盛,一个个圆圆的百香
果挂满藤蔓，果香四溢，沁人心脾。

“这一片百香果有36亩,都是我
通过‘反包倒租’租下来的,就指望
着这个产业致富。”正是丰收季节,
村民杨昌会信心十足地说。

行走在茂密的百香果林中,杨
昌会给记者算了一笔丰收账：“现
在亩产量 1000 公斤左右,按照市
场价每公斤6元来算,36亩百香果
能卖 20 来万元,和合作社对半分
红后,预计今年我有十来万元的
收入。”

通过种植百香果,杨昌会不仅
脱了贫,还买了小货车用于运输。

“把产业发展好了,才有更好的生
活,所以我分期贷款买了小货车,就
是为了把成熟的百香果更快买出
去。”杨昌会笑着说。

群众的丰收账,源自于合作社
精细的产业发展账。乡级合作社负
责人皮璟璟说:“目前,我们的百香
果种植面积已达1000亩,按一个劳
动力可倒包种植管理10亩的指导
数,能带动100户农户发展。每亩每
年保底净收入3000元,一个劳动力
一年就可以增收3万元。”

“乡级合作社以支付租金的形
式统一流转土地,发展产业,然后再

将产业反租给农户管理。”简嘎乡党
委副书记刘浩说,产业成型后,根据
农户劳动力的情况确定反租产业亩
数,合作社与农户签订保底收购协
议,保证农户增收的长期性和稳定
性。按照合作社与贫困户5:5、非贫
困户6:4的利润收益进行分成,推动
联产经营,形成利益共同体,带动群
众持续稳定增收。

“简嘎乡种植的百香果色泽光
鲜、酸甜可口,深受广大消费者喜
爱,一上市就销售一空,销路不
愁。下一步,我们计划新增种植百
香果 1000 亩,进一步扩大产业效
益,带动更多群众共同致富。”刘浩
底气十足。

聚焦脱贫攻坚夏秋决战

简嘎：

百香果丰收 农户喜增收
□吴兵 本报记者 陈国平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