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向炯/校对：侯金梅 陈璐/组版：赵勇 ANSHUN DAILY 综 合 5 2022年4月15日 星期五

时下正值蓝靛栽种时节，紫云自
治县猴场镇小湾村天家湾坡地上，10
多名村民正在打窝、施肥、放苗、盖土，
栽种蓝靛。

“按照镇里扩大蓝靛种植面积，做
强蓝靛产业的要求，今年小湾村利用
撂荒地种植蓝靛300亩，目前已栽种
100多亩。”猴场镇小湾村村支书秦江
山说，该村用来种植蓝靛的地，都是因
坡度较陡，不便耕作闲置多年的撂
荒地。

随后，记者在猴场镇克座村克座

坝区看到，同样有不少村民正忙着栽
种蓝靛苗。

“今年，在克座坝区栽种蓝靛苗，
不仅增加了蓝靛种植面积，还起到示
范带动农户种植蓝靛的作用。”猴场镇
副镇长阮文乔说，今年，猴场镇采取农
户分散种植和镇级平台公司统筹种植
两种方式来种植蓝靛，镇公司统筹种
植的蓝靛主要集中在克座坝区，农户
分散种植蓝靛主要在小湾、大田坝、打
啷、腾道等村，全镇今年计划种植蓝靛
5000亩。目前，已种植3000多亩。

紫云猴场镇加快蓝靛种植
□本报记者 姚福进 文/图

村民正在栽种蓝靛

时下正是莲藕种植的大好时节，经开区幺
铺镇十里荷廊也迎来了一年中最为忙碌的时
刻。4月13日，工人们纷纷抢抓时节开展莲藕
春播春种。

据介绍，“幺铺莲藕”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保
护产品，在十里荷廊广泛种植。每年3至4月是
莲藕的种植期，在十里荷廊莲藕种植区，随处可
见工人们种植莲藕的身影。

经开区人和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车广福告诉记者，十里荷廊种植区域分为三段，
上段是食用藕种植区域，中间段是观赏型荷花
种植区域，下段是玫瑰花和食用藕种植区域，将
在4月底以前全部完成种植。预计荷花将在6
月中旬次第开放，静待市民和游客前来观赏
游玩。

据了解，经开区十里荷廊的莲藕产业经过
5年的发展，已集种植、观赏、加工、销售、旅游
于一体，不仅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致富，还形成了

“十里荷廊十里画、千亩莲藕千亩花”的盛景。
下一步，将致力于打造精深加工，壮大培育莲藕
经营主体，延伸产业链，增加附加值。

经开区十里荷廊：

春日种藕忙
□本报记者 唐琪 文/图

工人在藕田里种植莲藕

4月14日，位于西秀区宁谷镇干河
村的紫烟阁制伞厂伞架生产车间里，工
人们正熟练地操控着机器设备制作
伞架。

“我们在这里做伞是按计件，一个月
最少能挣2000多元，干活麻利的，每月
能有 3000 元，厂子就在村里，上班还
近。”50多岁的干河村村民伍明秀说，村
里像她这样年纪大了不能外出务工的人
很多，以前就是在家务农，现在工厂开到
家门口，闲着的时候就来上班，就业顾家
两不愁。

谁曾想到，这个能给村民带来收入
的伞厂曾经是一个闲置的厂房？

“2010年干河村黔中水利枢纽工程
选址在干河村干河组云盘口田坝，当时
这块土地被征收，大概有22亩左右，用
于堆建转运物资及建造材料，工程完工
后就一直闲置。”干河村村支书周桂菊
说，为盘活闲置厂房，宁谷镇党委政府不
断寻求发展思路，大力招商引资，于
2021年成功引进紫烟阁制伞厂。

在伞面制作车间，几十台缝纫机飞
快转动，只见工人们分工明确，忙着缝合

伞面、包装、搬运……生产工作有序
进行。

“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我现在已经
很熟练了，一个月能拿两三千元的工资，
还能照顾家人，比起背井离乡外出打工
强很多。”正在制作伞面的工人杨满一边
缝合伞面一边说。

紫烟阁制伞厂是一家集产销一体化
的企业，在国内外都有自己的销售店面，
通过线上和线下销售模式，自产自销，订
单量非常大，所以需要的工人也很多。

“我们在西秀区旧州镇也有伞厂，去
年10月进入宁谷，今年2月开始正式投
入生产，产品通过订单方式销往福建、杭
州、菲律宾、非洲等国内外市场。”紫烟阁
制伞厂负责人许秀秀说，工厂有伞架和
伞面制作车间，如果工厂满负荷生产可
以容纳五六百人就业务工。

“伞厂的建立，既解决了本地群众的
就近就业问题，又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
力。”宁谷镇党委副书记、副镇长张鹏程
说，下一步宁谷镇将继续做好服务管理
和宣传工作，引导当地群众就近就业，帮
助更多的群众实现增收致富。

宁谷镇干河村：

伞厂建在家门口 就业顾家又增收
□本报记者 詹艳 文/图

伞架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在制作伞架

本报讯（陶冶） 为更好的服务好
安顺外贸企业，让外贸企业安心“扎寨
经营”，日前，市政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
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依托“一窗通
办‘2+2’模式”改革，进一步提升优化市
跨境贸易营商环境。

线上积极争取省相关部门的支持，
打通数据“信息孤岛”，成功接入“中国
（贵州）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实现网络
互联互通和数据共享，在全省首家推出

“中国（贵州）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贵州
政务服务网（安顺站点）线上运行服务
平台，协同市商务局共同梳理并开通货
物申报、跨境电商、企业资质申报、原产
地申报等20多项功能，搭建起“外贸企
业一件事”线上专项服务渠道。

线下结合“一窗通办”改革“2+2”模

式，在市政务大厅法人服务区综合受理
窗口，设立“外贸企业服务专窗”，将市
市场监管局、市商务局涉及外贸企业服
务事项纳入专窗“一窗式”办理，为安顺
市外贸企业提供标准化、规范化、便利
化的线下办理服务，让外贸企业实现

“一件事一次办”。
据了解，以前开办外贸企业，需要

在省市商务、海关、税务等不同职能部
门之间“来回跑”“往返跑”，既耗时费
力，同时增加企业成本。现在通过线
上线下无障碍服务，安顺外贸企业只
需在市政务服务中心实体大厅或登录
贵州政务服务网（安顺站点），打开链
接“中国（贵州）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即
可办理，真正实现“让外贸企业没有难
办的事”。

市政务服务中心：

提升优化市跨境贸易营商环境

本报讯（谢文超） 4月12日至13
日，市农机中心督导组到西秀区、平坝
区、经开区开展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督
导检查，全力推进我市15000亩水稻生
产全程机械化示范推广工作。

督导组先后到平坝区夏云镇、羊昌
乡、白云镇，西秀区刘官乡、旧州镇实地
查看了农机具设备、育秧、种子等前期
准备工作。截至4月13日，承接示范推

广任务的西秀区、平坝区、经开区已经
确定育秧点18个、落实秧盘160000张、
落实育秧播种机10条。西秀区、平坝区
先后在刘官乡、白云镇开展2022年机育
秧现场培训会，共计培训农技、农机从
业人员、种植户及技术人员156人，发放
各类培训资料526册，推广水稻机械化
播种育秧、机械化插秧、秸秆机械化粉
碎还田等农机技术4项。

市农机中心：

全力推进15000亩水稻生产
全程机械化示范推广工作

本报讯（记者 陈婷婷） 4 月 14
日，市农业农村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公
安局和西秀区农业农村局、西秀区市场
监管局、市公安局西秀区分局的执法人
员来到运输路肥料市场联合开展执法
行动。

上午9点，各部门执法人员沿着市
场两边的肥料经销户一家一家排查。
认真检查肥料生产经营主体生产、购销
台账是否健全；生产销售的肥料标签是
否符合规定、是否有登记（备案）证，是
否有检验合格证等。对经营未取得肥
料登记证肥料等问题，市农业农村部门
现场当即立案查处。

行动中，执法人员还向肥料生产经
营者主体和群众发放《致广大人民群众
肥料购买告知书》《农用硝酸铵、硝酸钾

肥料安全宣传单》等宣传资料。
此外，执法人员呼吁，为保障农业

生产用肥安全，请广大人民群众到有正
规肥料经营门市购买合格的肥料产品，
并索取销售票证。不要购买走村窜寨
流动销售的肥料（正规农资、供销部门
送货下乡的除外），如发现有走村窜寨
流动销售肥料的情况，及时向当地政
府、村委会、市、县（区）农业农村部门举
报。安顺市农业农村局举报电话为：
0851-33347661。

据了解，截至目前，安顺市农业农
村、市场监管部门共出动执法人员490
人次，检查肥料生产经营主体215个，质
量监督抽样17个，查获不合格肥料16.4
吨，立案查处经营无登记（备案）证肥料
13件。

三部门联合开展执法行动
确保农民群众用上“放心肥”

本报讯（严章琴 记者 甘良莹）
“原来担心楼上的护栏会掉下来，要出去
都要从花园里绕。现在护栏修好了出去
方便多了。”家住西秀区世通山语湖的李
女士看到修缮一新的护栏，赞不绝口。

此前，西秀区纪委区监委在开展安
全生产监督检查时发现，世通山语湖部
分楼层、电梯口临边存在防护破损、缺失
等问题。该区纪委区监委立即将问题反
馈给西秀区住建局，很快问题得到解
决。同时，西秀区住建局举一反三，对存
在的类似问题迅速整改。

安全生产无小事。为锁死扣牢西秀
区各级各部门安全生产“责任链”，防范
化解安全生产事件事故，西秀区纪委区
监委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能，对全区
各级各部门、各乡（镇、街道）安全生产责
任落实情况开展专项监督，推动从严从
实抓好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该区纪委区监委充分运用“室组地”
联动监督机制，统筹“3个纪检监察室+8
个派驻纪检组+21个乡（镇、街道）纪
（工）委”力量，围绕“重点人、重点事、重
点环节”，聚焦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
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隐患排查整治等
情况，明确监督重点，采取明察暗访、随
机抽查等方式，紧盯
主体责任、监管责任、
属地责任“三方责
任”，开展全覆盖监督
检查。

“省委督查反馈

的问题你们是如何整改的，整改进度怎
么样？”西秀区纪委区监委派驻第六纪检
监察组就省委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情况，
到西秀区工信局开展监督检查。

发现问题不是目的，推动整改才是
关键。在精准高效做好监督检查“前半
篇文章”的基础上，该区纪委区监委切实
做好督促整改“后半篇文章”，建好用好
监督检查、督促整改、追责问责“三本台
账”，坚持简单问题当场反馈立行立改，
复杂问题跟踪督导限期改，严格落实闭
环销号管理机制，定期或不定期对整改
落实情况再监督再检查，对整改落实不
到位、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等严肃追责问
责，确保问题彻底整改到位。

截至目前，西秀区纪委区监委共开
展监督检查38次，发现问题58个，已整
改23个。

“安全生产事关全局，要始终保持如
履薄冰的高度警觉，任何时候都不能麻
痹大意、掉以轻心。”西秀区纪委区监委
主要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紧盯安
全生产工作，强化政治监督，既查找薄弱
环节，更督促整改落实，严肃查处发现重
点问题不落实、隐患整改不彻底或存在

“屡查屡犯”“触碰红线”问题的行为，以
有力监督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西秀区纪委区监委：

“全过程”监督 守牢安全生产“红线”

筑牢安全防线筑牢安全防线

围绕围绕““四新四新””主攻主攻““四化四化””
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

（上接3版）
乡村治理水平的提升激发了群众参

与治理热情，开启了现代化乡村治理新
局面。文明和谐之风在乡村“扎根”，让
农村有颜值的同时，更有“气质”。

产业兴旺赋内涵

推进宜居乡村建设，不仅要“面
子靓”，更要“里子实”。不仅是农村
美，还要实现产业强、农民富。产业
的兴旺将赋予宜居乡村建设更加丰
富的内涵。

平坝区天龙镇合旺村大力培植壮大

新雷合作社、天地和生态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等农业龙头企业力量，以发展特色
农业为抓手，发展大顶苦瓜、毛节瓜、香
芋南瓜等特色优势农产品，提高农产品
市场竞争力。实施“两转一包”种植模
式，构建产、供、销一条龙，“公司+基地+
合作社+农户”“公司+基地+农户”的双
向合作模式，做大做强村集体经济。

镇宁自治县宁西街道高荡村在古
村落保护工作开展的同时，充分利用
传统布依村落文化，将资源变资产，积
极引进中国青年旅行社全面运营，形
成“政府+公司+村民”的运营模式，着

力推动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了
村民年均收入从4000元到18000元的
跨越。

普定县穿洞街道靛山村按照“一主
两辅”思路，大力发展村级产业，种植白
茶3000余亩，2021年产值达700万元，
带动农户务工1.2万人次，发放务工工资
200余万元，同时发展韭菜和肉兔产业，
实现年产值1030万元。

普定县玉秀街道秀水村在人居环境
改善后趁势搭上了旅游的快车道，村里
的旅游产业发展得如火如荼；紫云自治
县猫营镇黄鹤营村产业基础较好，有蓝

莓、油茶、山银花、辣椒、林下蜂、万寿菊
等多元化的产业……

在这场美丽变革中，安顺市许许
多多的村寨重新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展现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
新气象。

新希望播种在沃野田间，新动能孕
育在美丽村落。青山叠翠、花开遍野，秀
美活力的乡村新貌正在广袤的安顺大地
铺展。当下的安顺，正努力谱写一篇山
清水秀、天蓝地绿、村美人和的乡村宜居
新篇章。

乡村处处展新颜 沃野阡陌谱新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