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100亩葡萄挂果60亩，亩产
达到2000斤左右，全部打包销售卖了8
万元。”看着采收结束后的葡萄园，关岭
自治县关索街道办事处菠萝沟村村支书
焦强说道，“明年村里红心柚和丑柑都要
逐步开始挂果，我们村走的精品水果路
子也将初见成效。”

菠萝沟村全村共有304户1083人，
其中贫困户为89户338人，自然条件很
优越。日照足、温度够、水源好、离城
近，让这里的老百姓几乎家家户户都种
植柑橘类水果。“村支两委商量下来，结
合本村的实际，依托精品水果产业，农
旅结合发展，达到助农增收的目的。”焦
强告诉记者,自 2014年以来已经投入
120万元。

支部引领、产业带动、党员带头、群
众入股。在村党支部的引领下，菠萝沟
村成立关岭自治县青山种养殖农民专业
合作社，并由村主任带头组成产业管理
专班，大力发展葡萄、红心柚、丑柑等精
品水果产业，并按照“541”“721”利益联
结模式覆盖全村所有贫困户。

“我们前期结合村里的闲置土地，依
托日照足、水源好，种出来的葡萄糖分高
的特点，发展了100亩葡萄园。并分别
在2016年到福建引进种植100余亩红
心柚；2017年到四川引进种植300余亩

‘不知火’丑柑，这两个品种的经济价值
很高，丰产之后完全能够实现‘万元地’

‘万元林’的目标。”焦强说道。
然而产业的发展并没有焦强想象的

一帆风顺，在投入120万元之后，产业的
管理运行却出现困难。

产业发展遇到了难题，村里的三名
党员干部主动站了出来，成功贷下15万
元“创业贷”，同时鼓励10户贫困户贷款

“特惠贷”共计50万元入股合作社，由合
作社偿还贷款，每年每户至少还能分红
2000元，加上村民入股合作社的“短平
快”项目资金5.5万元，让村里产业发展
的底气更足了。

有了70.5万元的产业资金的注入，
村合作社大刀阔斧的干了起来，先是开
发300亩集体荒山用于种植贵龙5号刺
梨，又对葡萄、红心柚、丑柑加强了管理
管护。

同时，投入20万元修建灌溉水池，

覆盖全村，方便村合作社与农户们发
展农业产业，并对村子未来的发展有
了规划。

“我们始终坚持因地制宜、突出重
点、激活发展资源的方向，着力培育‘农
民股东’，围绕特色水果产业，下一步想
引进企业抱团发展，有计划的去打造乡
村休闲生态旅游，农旅结合发展，多元拓
宽群众的增收渠道。”焦强告诉记者，通
过村合作社的带动、农户的积极参与，目
前菠萝沟村的精品水果产业已经达到了
人均1.5亩。产业发展的日趋成熟，让村
民们能够通过土地流转、产业分红，就业
务工获得增收。据介绍，2017年至今，
务工费用已支出30余万元，提供了3000
余个务工岗位。

关岭菠萝沟村：

种精品水果 走致富之路
□本报记者 高智

经开区幺铺镇潘苑村，几年前还是
一个省级三类贫困村，这几年村里通过
发展产业，养起了鸡、种上了桑树，村民
的收入逐渐提高。让这个本来贫困的村
庄脱贫出列，群众致富的动力十足。

2016年，依托“村社合一”的好政
策，在驻村干部的助推下，潘苑村里建起
了养鸡场。经过3年多的发展，现在养
鸡场饲养的蛋鸡达到了2万只，每天产
蛋的产值达1万元，惠及村里30户115

名群众的利益。作为村里最大的养殖场
如何发展一直是驻村干部们心中最关心
的事。

“要注意鸡的保暖，养鸡场里蝇虫比
较多，我们帮你去联系相关的专家，来指
导如何预防鸡的感冒，把鸡的产蛋率提
高。”潘苑村扶贫主任梁正有在养鸡场，
认真指导养殖户如何预防家禽疾病和提
高产蛋率。

潘苑村原本有片水淹田，一到雨水
季节，基本颗粒无收。经过干部群众的
商讨和反复论证，引进了桑树种植，把这
片水淹田变成了桑树种植基地。发展起
来的新产业涉及了全村55户农户的利
益，种植户的收益一直是驻村干部惦记
的问题。

村民梁小亮告诉记者：“村里面经常

请专家领导来给我们指导，桑叶的长势
和收成不错，现在丰收的时候，一亩大概
能产2500斤，可以收入7500元。”

经开区幺铺镇潘苑村总户数 339
户，全村1239人。通过各级政府、部门
的共同努力，全村的贫困发生率从2014
年的7.7%，到现在全村脱贫。

脱贫是第一步，致富奔小康是第二
步，如何奔也成为了驻村干部们重点考
虑的问题。通过3年的驻村，潘苑村第
一书记牟江感叹道：“今年是驻村工作组
到潘苑村工作的第三个年头，潘苑村从
以前的省级三类贫困村，到现在变成林
下有鸡、田里有桑叶，人均收入达到一万
元的小康村，村里面的产业发展起来了，
老百姓的收入提高了，这就是我们的动
力，这就是我们的初心。”

潘苑村养鸡场潘苑村养鸡场

聚焦脱贫攻坚夏秋决战聚焦脱贫攻坚夏秋决战

经开区潘苑村：

产业有活力 致富有动力
□陈荣庆 本报记者 唐琪 文/图

本报讯（伍巧玲 记者 吴学思）今
年以来，西秀区东屯乡大力推动农业
产业结构调整，结合500亩以上水稻种
植坝区优势，发展了4500亩“稻+N”稻
渔产业，使稻田增产增效，亩产值达1.3
万元。

东屯乡有平坦农业大坝5.2万亩，
水稻种植历史悠久，素有“鱼米之乡”
美誉。去年，该乡引进安顺市屯稻农
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作为龙头企业，

在双子村连片流转农户稻田发展现代
生态农业，在种植水稻的同时养起了
小龙虾，在“一块田”里挣上了“两份
钱”。今年，屯稻农业公司将稻渔产业
规模扩大到 1600 余亩，增加了鱼、蛙
养殖。

目前，正是小龙虾上市季节，东屯乡
“稻+N”稻渔生态农业基地，每天都要打
捞出近200斤小龙虾，供给市区的宵夜
市场。小龙虾的经济价值也随之凸显，

“每亩稻田可以产出小龙虾500斤左右，
每斤小龙虾的批发价是18元，除去成
本，每亩田小龙虾收入大约在6000元左
右。”东屯乡“稻+N”生态农业基地养殖
管理员汪克祥介绍道。

据介绍，以“稻+N”模式发展稻渔产
业，插秧后在田里投入鱼、虾、蛙苗，除采
用人工除草外，全程无需特殊管理，水稻
和鱼、虾、蛙互相滋养，夏秋便能收获各
种水产品。这种模式还可以有效防控农

作物病虫害，也能松动土壤，生物排出的
粪便自动转变为农业有机肥，能提高水
稻5％到7%的产量。

据悉，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目前
东屯乡的“稻+N”稻渔种养发展模式已
覆盖4500亩坝区，稻渔产业也快速释
放了经济和社会效益，使稻田亩产值
达到1.3万元，并带动群众人均年增收
1 万元以上，覆盖当地贫困户 570 户
2500多人。

东屯乡：

稻渔产业 增产增效
本报讯（记者 李丽莎）随着国庆

节的临近，商品消费量随之增多，广告
投放量相应增大，各种虚假违法广告应
运而生，为有效遏制违法广告的发布，
进一步净化和维护好全市广告市场秩
序，市市场监管局多措并举，扎实抓好

“五个强化”，夯实广告监管。
强化为民理念。市市场监管部门

认真分析当前新的监管形势和要求，本
着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树
立为人民监管理念，积极推动和构建广
告监管长效工作机制。

强化能力提升。采取省、市结合的
方式，狠抓机构改革后广告执法人员业
务能力的培训，强化市、县联动，拓宽监
测渠道，积极引入新的监管方法、手段，
将违法广告的监督执法列入日常监管
工作常态，严查严控，做到专项监测与
日常监管相结合，及时发现查处广告违
法违规行为。

强化作风转变。针对广告发布面
广点多、覆盖区域广、时间跨度大等特
点，市市场监管部门及时制定相关广告
整治工作方案，市县（区）联动形成合力
整治高压态势，强化监管，树立队伍良

好形象。
强化责任担当。部分商家发布涉

及导向性、敏感性问题，发布药品、保健
食品、房地产等违法广告，发布含“第
一”“唯一”“最好”等内容的欺骗和误导
消费者的违法广告。对此，市市场监管
部门通过全国、省广告监测网、日常检
查巡查等方式，对违法广告实行全领
域、全天候、全覆盖监测检查，及时发现
违法广告线索，加强执法和处置。

强化工作落实。强化风险意识和
底线思维，克服松懈麻痹思想，夯实监
管责任，同时结合国庆节广告专项整治
工作，强化对县（区）广告监管工作的督
导，层层传导压力，严格落实属地管理
责任，保质保量完成各项广告监管工作
任务。

据悉，该局对虚假违法广告的整治
着重于加强对重点时期、重要区域、重
点媒体广告的监管执法。截至目前，
共开展广告专项检查督查6次。共受
理广告违法举报线索14件，其中省市
场监管局交办1件，全国互联网广告监
测发现11件，媒体举报1件，市政府交
办1件。

市市场监管局：

多举措强化广告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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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学思） 9月16日，
西秀区文体广电旅游局、蔡官镇人民政
府在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春晖社区举
办“戏曲唱响新时代”文艺活动，以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弘扬中华
民族传统美德，加深群众对国粹“京剧”
的认识和了解，不断丰富社区居民的精
神文化生活。

活动在优美舞蹈《卓玛》中拉开序
幕，《杨门女将·巡营》、《智取威虎山·深
山问苦》等经典京剧选段演出精彩纷
呈，让观众大饱耳福，节目《美猴王》及

武术表演更是引得观众连连拍手叫绝，
把整台演出推向了高潮。现场还开展
安顺阳光公益助学行动，黄冈恩泽教育
学校与武术培训学校“功夫门”蔡官分
馆为 2 名春晖社区困难学生各资助
1000元，让贫困学生感受到社会温暖和
关怀。

此次活动充实了社区居民的精神
文化生活，在增强社区干群凝聚力，形
成人人关心社区、爱护社区的良好氛
围，推动和谐社区建设等方面起到良好
作用。

西秀区：

“戏曲唱响新时代”文艺活动进社区

本报讯（记者 陈斌）今年以来，平
坝区以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食
堂和宾馆饭店、餐饮企业为对象，广泛
开展文明餐桌活动，提升市民文明素质
和县城文明程度。

在开展文明餐桌行动中，平坝区在
餐厅显著位置悬挂文明用餐宣传画，在
餐桌上摆设“不剩饭、不剩菜、节约用
餐”等提示牌，营造浓厚氛围，还充分利
用报刊、电视、网站、微博、微信、电子显
示屏、广告牌等加强节俭养德公益广
告、宣传标语宣传，重点在城乡主干道、
广场、酒店、景区、社区、橱窗、学校、公
共文体场馆、车站、公共交通工具等进
行广泛宣传，积极倡导市民和广大餐饮
服务单位积极参与文明餐桌行动，争做

“文明用餐、节俭养德”良好风尚的宣传
者、实践者、监督者，共同营造良好的就
餐氛围，以实际行动引领文明新风。

据了解，平坝区在推进
开展文明餐桌行动中，还积
极引导市民养成良好用餐习
惯，践行绿色生活方式，按需
点餐，理性消费，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做到不剩饭、不剩

菜，吃不完就打包，树立科学饮食新理
念，摒弃不良饮食习惯；引领大家遵守
公共道德，不在餐饮场所肆意喧哗，不
在禁烟场所吸烟，杜绝随地吐痰等不文
明陋习；不劝酒、不酗酒，开车不喝酒，
酒后不驾车。

除此之外，平坝区还积极以“文明
用餐·节俭惜福”为主题，举办了系列

“文明餐桌示范店、饭堂、服务员”评选
活动；在各乡（镇、街道）、区直各部门单
位饭堂、大中型餐饮企业开展教育实践
活动；严格要求餐饮企业公示承诺书，
重视服务礼仪规范。同时，要求餐饮服
务业自觉遵守企业规范，保障食品安
全，自觉做到使用健康环保餐具、食用
油和其他原辅材料，拒绝使用一次性餐
具，减少餐余垃圾的产生，对生活垃圾
做到分类收集，避免二次污染，树立绿
色环保的生活意识。

平坝区：

开展“文明餐桌”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