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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柳露） 4月15日，由我市选派17名医护

人员组成的援沪中医医疗队从安顺出发，前往贵阳与

省队汇合驰援上海。

据了解，为全力支援上海开展新冠肺炎医疗救治

工作，我市组建中医医疗队支援上海新冠肺炎医疗救

治队，出征人员分别来自安顺市中医院、平坝区中医

院、镇宁自治县中医院3家医疗机构，均是拥有丰富临

床护理经验的业务骨干。

安顺市援沪医疗队（中医分队）队员、安顺市中医

院内二科护士长吴贵鸿说：“非常荣幸能带队参加援

沪医疗工作，也感谢组织和领导的信任，把援沪医疗

队的安全和生活重任交给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

荣，我们将发挥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助力上海早日

抗疫成功。”

我市17人中医医疗队
驰援上海

目前3岁以下儿童尚无新冠病毒疫苗，

针对这一免疫空白，如何做好防护？这些建

议请查收！

● 家长、监护人或看护人在照看低龄儿

童时要做好个人防护，注意个人卫生习惯，做

好日常健康监测，戴口罩，做好手卫生，保持

社交距离，不要对着孩子打喷嚏、咳嗽等。

● 婴幼儿日常生活用品单独使用。家

长、监护人或看护人应培养孩子养成良好卫

生习惯，包括勤洗手、不乱摸、不吃手、不挖鼻

孔、不揉眼睛等。

● 婴幼儿家长、监护人、看护人、同住人

以及给婴幼儿提供服务的工作人员，应全程

接种疫苗，既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孩子。

● 婴幼儿患有呼吸道疾病期间，尽量减

少外出，如需外出，应正确佩戴口罩。

● 减少聚集，包括简化个人行程轨迹，

尽量避免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和密闭空

间，减少感染的风险。尽量缩短儿童在医院

就诊或疫苗接种时间，回家后及时洗手。

● 外出前，家长、监护人或看护人合理

规划行程，选择人少、通风良好的地方玩耍；

外出时，避免让孩子直接用手触摸公用物体

表面，触摸后需及时洗手。

● 家长、监护人或看护人要引导儿童注

意用眼卫生，做好近视防控。适当科学运动，

平衡营养膳食，安排好作息，提高机体免

疫力。

● 当家长、监护人、看护人以及服务婴

幼儿的工作人员出现发热、干咳、咽痛等症状

时，应尽量避免与孩子直接接触。

● 儿童房间保持整洁，通过适时开门和

开窗保证足够新风量；避免长时间停留在空

调房间中。

● 在疫情流行期间，家长、监护人或看

护人以及服务婴幼儿的工作人员，要配合好

当地采取的防疫要求。

当前，正值水稻育秧时节，平坝区在年初做好
稻油轮作示范所需水稻种子、有机肥等物资储备
的基础上，抢抓时令，强化跟踪服务，突出水稻机
育秧示范引领，为轮作区水稻稳产打下基础，助推
全区水稻种植机械化进程，助力农业现代化。

4月15日，记者在白云镇平元村昊禹米业
机育秧示范点看到，一条机械化育秧流水线正
开足马力进行育秧，几名工人正忙着向生产流
水线添加秧盘、营养土、水稻种子等。

据悉，水稻机械化育秧具有省工、省力、省

时，节约秧田面积等优势，相较于人工育秧，机
械化育秧提高了效率和秧苗的质量，为后期机
械化移栽打下了坚实基础。虽然实现了流水
线生产，但也离不开必要的人工辅助。育秧现
场，从放盘、铺土、加水、播种、覆土到秧盘输
出，只需要十几秒的时间就能出来一盘育好的
秧苗，工人们随即把一盘盘育好的秧苗搬到催
芽大棚整齐叠放。

水稻全程机械化服务是平坝区2021至
2022年度稻油轮作项目实施的重要内容。眼

下正是育秧的关键时期，为保障机械育秧的出
苗率和质量，平坝区农业农村局采取社会化服
务的方式开展稻油轮作项目机械化育秧。“育
秧阶段是机械化中最关键也是最薄弱的环节，
为确保安全，我们采取社会化服务的方式，由
专业的技术机构全程提供技术指导。”平坝区
农业技术推广站副站长张青江说。

“水稻机械化育秧最主要的就是沃土、消
毒，然后浸种，把种浸好以后就在生产线上育
秧，育秧的密度比较均匀，育好的秧苗可人工

栽、也可以机械化插。机插秧一天一个人可以
达到20亩左右。”机械化育秧技术员郭双生说。

据了解，近年来，平坝区坚持以“绿色发展、
提质增效、稳粮增收”为目标，发挥好昊禹米业、
黔坝米业、黔和米业等农业龙头企业示范带动
作用，在粮食主产坝区，通过“企业+合作社+种
植大户”的方式，大力推动水稻生产从耕田、育
秧、插秧、收割等环节实现机械化，不断促进农
业提质增效、农民节本增收，助力农业现代化发
展，为平坝粮食安全生产奠定基础。

安顺的春天像一个爱挥洒色彩的画家，点
滴之间，描绘了春日的缤纷灿烂，勾勒出安顺产
业兴旺、百姓共同富裕的美好画卷。

彩色，是花儿的芬芳

刚刚过去的3月，安顺到处一片姹紫嫣红。
今年全市油菜种植任务数85万亩，已种植

87.50万亩，这个春天，各地油菜花肆意绽放，促
进安顺市农旅融合发展，助推乡村振兴。

“鲍家屯村的油菜花田我连续去看了两年，
每一次都让人无比震撼。”来自贵阳的游客陈荣
说，去年春天到西秀区大西桥镇鲍家屯村时，被
满目金灿灿的油菜花震撼，今年再次来到鲍家
屯村，除了400多亩花海和清澈的河流让她流
连忘返外，古朴的碉楼也让她获得意外之喜。
穿过青石板的幽深小巷，来到碉楼，沿着木板阶
梯一层层往上爬，爬到第四层，就能看到穿过窗
户洒下的斑驳阳光，让人不禁安静下来，慢慢领
略这600年的屯堡文化。

据了解，鲍家屯村油菜花核心种植面积
400余亩，示范带动2000余亩，花期从3月持续
到4月初。鲍家屯村还打造“鲍”字植物景观，
吸引了大量游客，发展周末经济，满足近郊游、
乡村游等市场需求，带动全村发展。

除了鲍家屯村，安顺龙宫的“龙”字田油菜
花，旧州镇白纸桥村的油菜花节，紫云自治县猫
营镇牛场坡村的千亩油菜等，是安顺画笔下的
金黄色，带动乡村旅游，促进百姓增收。

在安顺西秀区黄腊乡，6000多亩樱花园花
开烂漫。记者走到观景台上，看到一座座山坡
变成了粉色的小岛，尤为壮观。

农旅结合让当地村民收益颇多，龙青村的

村民杨汝芬就是其中一个。“近年来家乡变化真
的很大，荒山变成了樱花园，我们现在也不用出
去打工了，可以在龙青坝区上务工，种植蔬菜、
水果。每年花开的时候和妹妹来樱花园一起做
点小生意，樱花园还提供了锄草施肥、卫生管
理、种植维护等就业岗位，很多乡亲们实现了就
近就业。”杨汝芬说。

在西秀区宁谷镇，灼灼桃花间，满园尽
芬芳。

据了解，宁谷种植艳红桃已经有20多年的
历史，其中以林哨村较为典型，桃园面积占地
6000余亩。通过桃园示范基地的辐射带动，目
前全镇大大小小的种植户约有3000户，种植总
面积达15000多亩，年产量16800多吨，年产值
5000多万元。

还有普定县的“桃花岛”，镇宁六马镇的万
亩李花……在安顺，近年来“赏花经济”不断升
温，让农村更美、农民荷包更鼓，为乡村振兴增
活力添动力。

绿色，是茶叶的清香

除了“花花世界”，春天的安顺还有一片片
“绿海”能洗涤人的心灵。

春茶采摘时节，驱车到西秀区鸡场乡十二
茅坡，这里的樱花茶园美不胜收。虽然晚樱刚
刚落下帷幕，但是茶园依然翠绿。1000多亩茶
园在蓝天的映衬下如同翡翠，700多名茶农散
落在茶海里采茶，一排排茶树环绕像一个个指
纹镶嵌其中。

据了解，这片茶园与双堡镇银山茶场相连，
同属安顺明英茶业有限公司承包运营管理。茶
园于3月11日开采，将采摘到5月初，樱花茶园

不仅带火了乡村游，更成为了周边村寨和乡镇
村民春日劳动增收的有效途径。

在普定县朵贝村的贵州哚贝古茶开发有限
公司，除了有茶农采茶，记者还看到了茶园内的
2000多棵古茶树。该公司围绕着古茶树做文
章，主要以当地的老品种为主做茶叶，不仅将有
数百年历史的朵贝茶延续下去，让大众品尝朵
贝原有的味道，还每年支付二百万元左右的务
工费，带动茶农增收。

在紫云、镇宁等地区，到处都有犹如绿海的
茶园，虽然沿途山路蜿蜒，但一到茶山上后，群
山延绵苍翠，云雾缭绕又是另一种壮观。

据统计，目前全市茶园面积40.93万亩，投
产面积34.1万亩；茶叶加工企业（合作社）224
家，省级龙头企业14家，市级龙头企业28家，通
过SC认证57家，有对外贸易经营资格的4家。

茶产业兴旺为安顺带来一抹绿色的清香，
为百姓建起一座座绿色的银行。

红色，是樱桃的甜美

红彤彤的草莓还没散场，甜美的樱桃已然
登场。

若说四月特有的鲜果，那非镇宁红艳艳的
樱桃莫属。

镇 宁
自治县马
厂镇茂良
村樱桃种
植面积约
6000 亩 ，
眼 下 ，这
里樱桃已

是挂果满山，红彤彤的樱桃掩映在翠绿的枝叶
间，晶莹剔透，让人垂涎欲滴。樱桃园基地内，
村民忙着采摘樱桃供应市场，慕名而来的游客
也忙着品尝樱桃的鲜美、感受采摘的乐趣，樱桃
园基地内洋溢着浓浓的丰收气氛。

甜美的樱桃带来甜美的日子。目前全镇樱
桃种植面积达12000余亩，除去成本，一亩樱桃
带来的纯收入至少在6000元以上，不少种植大
户一年就能净收入20多万元。

还有募役镇画眉孔村的樱桃产业示范园
内，200多亩樱桃也成为游客打卡的地点。在
江龙镇，游客可以体验采茶制茶后，再到朵卜陇
村百亩樱桃园基地里，体验采摘樱桃的乐趣。

据了解，2021年，全市以火龙果、百香果、
蓝莓、蜂糖李、樱桃5个水果种类为主，其他水
果为辅协调发展，截至2021年10月底，樱桃种
植面积为9.15万亩，全年产量4.33万吨，产值
6.22亿元。

近年来，我市在主推本地樱桃的基础上，积
极引进多个品种搭配种植。如今，樱桃成为我
市农旅结合发展的理想水果产业，成为春天最
美的红色。

漫山翠绿，遍野金黄，满目缤纷，在安顺，大
自然在春光里挥洒色彩，带动百姓共同致富。

春雨贵如油，润物细无声。连日的降雨
后，关岭自治县上关镇乐安村的千亩枇杷种
植基地里热闹非凡。在种植现场，村干部与
技术人员们奔忙于田间地头，指导种植技术
和要领，30余名村民在指导下铲土挖坑、放
苗填土、培土浇水，忙得不可开交。

“我在基地里负责运送和栽种枇杷苗，因
为之前有过种植枇杷的经验，村里也让我教
大家种植技术。”村民罗运泽一直负责枇杷种
植基地的日常管护工作，他告诉记者，在村里
工作不仅能照顾家，每天还有100元的收入，
相当满意和知足。

乐安村位于国画山脚下，打帮河畔。多
年来，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和地理优势，
发展了芭蕉、火龙果、芒果、早熟蔬菜等产
业。今年，在上关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利用
项目财政衔接资金150万元，按照“枇杷种
植+乡村旅游”的产业发展思路，依托丰富的
山地资源，开垦荒地300余亩，流转本村村民
土地700余亩，启动了以千亩枇杷为主的精
品水果产业园区建设项目，从二月初正式开
始种植枇杷，现种植工作已接近尾声。

“塑料薄膜一定要撕开，撕完后还要注意

营养包的袋子要全部取出来……”在基地的
另一侧，乐安村党支部副书记孙晓芳正耐心
细致地指导着村民枇杷苗种植的要点。

“从脱贫攻坚时期开始，我们相继发展了
火龙果、芭蕉、芒果、早熟蔬菜等产业，均已经
步入正轨。在乡村振兴新阶段，村委针对村里
产业较为薄弱的区域，召开了群众大会和产业
发展座谈会，结合自身的气候特点和村情民
意，决定发展千亩枇杷产业。”孙晓芳说道。

据了解，乐安村精品水果产业园区建设
项目采用“政府+公司（合作社）+村集体+农
户”的组织模式，由上关镇人民政府委托给村
级平台公司实施经营管理，项目可覆盖农户
约254户1078人。项目的实施和利益联结，
进一步发展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有效带动农
户参与到产业发展中来，通过流转土地获“租
金”，就业务工获“薪金”，利益联结获“红金”，
实现稳步增收，巩固脱贫成效。

孙晓芳说：“下一步，我们将牢固树立‘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生态效益
和经济效益相结合，广泛发动干部群众参与
到产业发展中，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打下坚实基础。”

4月14日，在西秀区东屯乡产业园区大
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示范点，只见试验田里
拉满了间隔带，方方正正的地块被分成了不
同区域。村民们正在翻地、施肥、播种，一颗
颗大豆、玉米种子各就各位，均匀点播在一垄
垄土地上，耕地机来回穿梭，不断发出“轰隆
隆……”的声音，奏出一曲不负春光的农
忙歌。

“东屯乡属于农业产业乡，村民们有着种
植玉米和大豆的习惯，但是传统的种植并没有
让农户实现增收致富。”东屯乡农服中心主任
童岳说，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指出要大力实
施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大豆玉米带状复
合示范种植正是其中积极推广的种植模式，在

相关措施的促进下，东屯乡建立大豆玉米带状
复合种植示范点，全面开启了大豆玉米种植新
模式。

为什么要发展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由于两种作物的高度差，不会造成遮蔽光线的
情况，可以充分发挥两种作物的优势，满足双
方的需要，尤其是大豆根瘤菌又具有固氮和施
肥的功能，还能为玉米生长提供养分，从而实
现优势互补和合作双赢。

“上周省农科院、市农科院专门选派科技
人员到现场实地培训讲解玉米、大豆套种的技
术要点，并且手把手进行实际操作演示，因地
制宜地为当地村民答疑解惑。”童岳介绍道，现
在东屯乡已经发展了大豆玉米的带状复合种

植110亩，分别在产业园区和萤火谷。
谈话间，高官村村民王登友提着一袋大豆

过来询问两种作物的株距、行距，东屯乡人大
副主席童武和乡农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不厌
其烦地给他讲解了大豆玉米的带状复合种植
技术及相关要点。

王登友笑着说：“以前都是一块地种大豆，
一块地种玉米，今年是第一次这样间隔起来种
植，听专家们说这样种会更好，我信心十足，准
备把家里的地都拿来种了。”

不远处，种植户粟英正在组织村民们种植
大豆玉米，她在产业园区发展了50亩大豆玉
米带状复合种植，现在正抢抓农时，争取早点
种下，来年有一个好收成。

此外，东屯乡还推出了相关利好政策，村
民种植一亩就可以获得100元的补助，可以兑
换肥料、豆种等农用物资，助推大豆玉米带状
复合种植技术。

“今年东屯乡预计发展大豆种植1600余
亩，玉米4500余亩。大豆玉米是除了水稻以
外种植相对较多的农作物，通过今年大豆玉米
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的推广，能很好地促进东屯
乡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童武说，接下来东屯
乡将积极做好种植户的后续服务工作，组织农
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进行现场技术指
导，始终牢记“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
手中”的要求，进一步细化工作措施，确保今年
金秋时节实现丰产丰收。

东屯乡：开启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新模式
□本报记者 詹艳

本报讯（记者 肖劲松） 近日，市市场监管局组织

召开会议，对2021年安顺市抽检不合格食品生产企业

的负责人进行约谈。

会上，相关企业逐一汇报抽检不合格原因分析和

整改落实情况；相关县（区）市场监管局就抽检不合格

后处理工作情况进行汇报。

会议要求，企业要落实好主体责任，认真开展自

查，分析不合格原因，切实落实好整改工作，确保出厂

食品合格；健全食品安全管理机制，强化生产过程控

制，加强自查报告，完善追溯体系建设，切实落实好生

产者主体责任。相关监管部门要严格履行职责，迅速

依法开展调查处理，加强跟踪督促，抓早抓小、紧盯不

放，力争减少甚至避免出现反复抽检不合格的情形；要

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重点品种、重点区域和反复出现的

问题，依法严格落实属地监管责任，切实保障食品生产

质量安全。

市市场监管局约谈
抽检不合格食品生产企业

安顺：春光里画出农旅融合美丽画卷
□本报记者 陈婷婷

关岭乐安村：千亩枇杷春种忙
□本报记者 高智 文/图

平坝区：机械化育秧助力农业现代化
□张辉 本报记者 桂传念

3岁以下婴幼儿如何做好防护？
这些要点家长们务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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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防控小知识
农户搬运枇杷苗

牢记嘱托闯新牢记嘱托闯新路路 满怀信心向前进满怀信心向前进
喜迎省第十喜迎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三次党代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