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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再走发展没有秩序的道路，要团结起来，让刺
梨更加壮大群众腰包才行。”

2016年12月26日一大早，浓雾还笼罩村头寨尾，龙里县
谷脚镇茶香村村委会主任兰江一早就来到刺梨基地里，征求
群众对刺梨发展的意见。

36 岁的兰江当了两年兵，龙里县村居撤并后，2016 年他
当选新的茶香村村主任。见到世面的他觉得，现在龙里县刺
梨虽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还不能让群众得到真正的实
惠。

为了整合刺梨资源，他已经和村民代表商议，以村民出资
和社会资本注入的形式，出资500万元成立公司，通过公司化
运作的方式发展刺梨产业。

刺梨的维C含量是柑橘的 50倍，猕猴桃的 10倍，被誉为
维C之王。刺梨是云贵高原特有的物种资源，尤以贵州分布
为广，而龙里县是贵州野生刺梨分布最为集中的区域。龙里
野生刺梨资源丰富，在全县5镇1街道均有分布，且生长良好。

2000年以来，龙里县抓住实施退耕还林等林业生态工程
的大好机遇，充分利用荒山荒地资源，以实施项目为载体，以
科技为手段，大力发展刺梨种植，农民通过种植刺梨获得了实
惠。

刺梨种植起步最早的就是谷脚镇茶香村，该村原是远近
闻名的省级二类贫困村，2000年前人均收入不足400多元，从
2000年实施退耕还林种植刺梨以来，全村刺梨种植面积已达
1万亩，户均刺梨种植面积25亩，2012年人均纯收入高达1万

多元，生态环境也得到了较大改善，村容村貌也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2009 年被贵州省林业厅命名为“林业生态文明示
范村”。

目前，龙里县刺梨种植面积14.5万亩，年产刺梨鲜果3万
吨以上，总产值达1.5亿元，是目前全国人工种植刺梨面积最
大、品种最优、产量最高的县。

“在茶香村，只要有劳动能力的，基本都种上刺梨了，2015
年茶香村人均纯收入达到7000元。”兰江说。

2012年，龙里刺梨已通过国家质监总局认证为中国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龙里县被中国经济林协会授予“中国刺梨之
乡”称号。2013 年，以刺梨为主导产业建立的龙里县茶香刺
梨产业示范园区，是目前全省唯一以刺梨为主导产业发展的
省级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园区，核心区包括谷脚镇茶香村、高堡
村、新坪村等辖区范围，辐射拓展区包含谷脚镇、醒狮镇、洗马
镇三个镇的行政区域。

刺梨产业的发展，衍生了一批深加工企业。
坐落在龙里县高新技术产业园里的贵州恒力源公司，自

2010年入驻龙里以后，一直以人造板、木地板、家具的加工与
销售为经营范围。为了壮大企业发展，在经过深入调研后，
2016年，公司将发展的“苗头”瞄准了刺梨深加工产业。

在贵州恒力源天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的设
备排列成行。

“刺梨富含维C元素是被广泛认可的，我们预想，刺梨的
价值会得到更多的人关注，公司正是看准了这个市场，加大资

金投入发展刺梨衍生产品。”贵州恒力源天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技术部工程师费建军介绍说。

据费建军介绍，该生产线计划总投资 2.5亿元，项目按照
国内最具规模化、标准化的要求进行设计，主要生产刺梨浓缩
汁、刺梨原浆、刺梨饮料、刺梨茶、刺梨精粉及 SOD化妆品原
料等系列产品，建成后将成为国内最具规模的自动化刺梨生
产线。

“龙里刺梨种植面积大，有便捷的交通和良好的区位优
势，加上政府扶持政策好，我们对刺梨加工产业就更有信心
了。”贵州恒力源集团副总经理李小冰说。

看准刺梨的产业优势，众多厂家闻风而动。
目前，通过招商引资和项目推荐，龙里县引进的刺梨加工

企业有贵州龙港生态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贵州黔宝食品有限
公司、贵州龙美生物有限公司、贵州奇昂生物有限公司、贵州
贵源食品有限公司等，生产的产品主要有刺梨果脯、刺梨软
糖、刺梨糕、刺梨酒、刺梨原汁、刺梨浓缩汁、刺梨袋用茶、三叶
茶（刺梨叶、山楂叶、桑叶）、刺梨颗粒、刺梨维C片、刺梨口服
液、刺梨精粉、刺梨胶囊等，刺梨加工初具规模。

“随着健康养生越来越重要，我们预想刺梨的精深加工产
品市场会很大，市场空间也很宽广，‘十三五’期间，龙里县将
以每一年以不低于 3万亩的速度扩大刺梨的种植面积，让刺
梨的产量支撑起加工型企业的生产需要，让老百姓通过种植
刺梨走上致富路。”龙里县委书记刘华龙说。

自生自灭小刺梨 做成龙里大产业
本报龙里记者站 王立信

本报讯 1月 6日上午，三都“西部英雄”首届户外嘉年华
全国场地越野公开赛正式启动，一场现实版的“速度与激情”
火力上演。

今年正值三都建县 60周年，2017中国·三都“西部英雄”
首届户外嘉年华活动是县庆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
场以户外嘉年华为载体，车友及驴友参与的娱乐、体育、旅游
盛会，更是三都打造国际体育“赛城”和推动全域旅游的重要
举措。通过“以赛引爆”，充分发挥民族文化和生态环境两大
优势，竭力打造水都、酒都、商都“新三都”和慢城、赛城、红色
之城“新三城”。

当天举行了摩托车及汽车预赛、排位赛。比赛现场，驰骋
在赛道上的选手过弯道、爬坡、俯冲，既惊险又刺激，赛车手们
通过速度的比拼和激情的碰撞，将这项极富挑战、充满魅力的
极限运动展现得淋漓尽致，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充斥着“速度与
激情”的超级体验。

据了解，本次公开赛分汽车、摩托车两种类型越野车比
赛，参赛汽车活动俱乐部及车队涵盖贵州、云南、广东、广西、
湖南、湖北、陕西、四川、安徽、山东、河南、河北、重庆等省、自
治区、直辖市，参赛车手200余人。参赛车辆有汽车专业赛车
200多辆、比赛专业摩托车100台。比赛分排位赛、预赛、复活
赛、决赛四个阶段来进行激烈角逐，赛事持续到 1 月 8 日结
束。
（本报三都记者站 韦龙志 陆大琳 安金山 韦大永 摄影报道）

全国场地越野公开赛在
三都上演“速度与激情”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城市管理，着力解决市民反映强烈、
严重影响城市形象的市容环境卫生问题，1月6日，都匀市公安、
城管、工商及运管等部门联合开展了城市管理大整治、大排查的
最严城市管理行动，以提升城市形象。

行动当天，市城管联合公安等部门对都匀市人民广场开展
了重点突击整治，同时对整个主城区进行了巡查。分别对违章
搭建、占道经营与公共区域堆放有碍市容物品的行为予以处置，
对人民广场违规停放的数十辆电动游乐车予以暂扣，同时劝退
多家占道经营的商贩。

据悉，2016 年以来，都匀市城管局接市容方面的投诉 1060
起，光是人民广场附近的案例就占近 10%，主要反映占道经营、
随意搭棚、噪音扰民与烧烤摊环境污染等问题。

市城管局法规科主任徐紫荣表示，元旦之后，市政府对关于
进一步加强城市管理的二十三条事宜进行了通告，严禁未经批
准占用广场、公园、道路等公共资源开展经营活动。“目前，都匀
市开展大整治、大排查的集中行动已经正式开始，预计将持续到
20号。在这次活动之后，都匀市加大对城市管理的各项任务还
会长期进行。” （本报记者 姜来）

都匀大整治大排查提升城市品味

本报讯 1月 5日，独山县召开城市网格化管理启动会。旨
在通过传达城市网格化管理试点工作方案，解决下步城市管理
工作中重复执法、多头执法和推诿扯皮等问题，形成新的城市管
理模式。

据了解，此次网格划分有百泉农贸市场、中南广场、汽车站
三个片区。将严格按照“十个一律”的工作标准，即不符合规定
的门头广告、落地广告一律清理拆除；乱搭乱建的建筑物一律拆
除；越门摆放物品的一律暂扣；流动摊点一律取缔；未进农贸市
场经营菜摊、肉摊一律取缔；乱停乱放车辆一律拖移、重罚；城区
主次干道一律保持干净；违反规定进城车辆一律查扣重罚；多次
宣传、教育仍未整改的商铺一律停业整顿；未办理渣土运输手续
的车辆一律查扣重罚。

“此项工作是以单元网格为载体，以标准化管理为目标，以
创新体制为保障，通过城市市容环境管理效果目标化、管理标准
精细化、管理手段具体化、职责分工明晰化，整合城市管理资源，
实施管理重心下移，加快推进城市管理方式从被动处置问题向
主动发现问题转变，切实提高城市管理科学化、制度化水平，实
现‘全覆盖、无缝隙、制度化、精细化’的管理。”独山县委宣传部
副部长、文明办主任吴光雄说。 （本报独山记者站 甘婷婷）

独山网格化管理刷新城市形象

本报讯 为进一步丰富全区干部职工文化生活，营造喜庆
祥和的浓郁氛围，都匀经济开发区将于1月25日晚举行主题为

“辞旧迎新、展望未来、展现风采、团结奋进”的2017年迎新
春文艺晚会。

近日，都匀经济开发区就如何办好迎新晚会进行工作安
排，制定迎新春晚会工作方案，对晚会的时间、地点、组织领
导、责任部门、后勤服务、应急预案及相关要求等作了明确的
分工。同时，还全员发动大家共同参与到筹备春晚工作中来，
对春晚节目的筛选、审核，节目单制作、舞台设计、灯光音
响、后勤保障等工作都作了细化分工，责任到人。

据悉，整台晚会将本着“和谐、奋进、喜庆、热烈”的原
则，以文艺节目表演为主，积极反映开发区发展变化、党的惠
民政策及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为主题。目前，各参演
单位已陆续开始加紧排练，晚会的其他各项准备工作也都在有
条不紊地进行当中。 （本报都匀经济开发区记者站 张铸）

都匀经开区营造喜庆氛围迎新春

本报讯 1月7日，都匀市作家协会“‘聚福园’养老服
务中心创作基地”挂牌成立。挂牌仪式上，聚福园养老服务
中心负责人郑重向社会承诺：凡经都匀市作家协会介绍、推
荐、引进的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作家到此深入生活、采风创
作，养老服务中心将免费提供食宿。

据了解，聚福园养老服务中心（墨冲中心敬老院）位于
墨冲镇新坪村，是都匀地区首家公建民营养老服务机构。院
区占地面积 17 亩，现有标准住房 51 间，床位 100 张。是广
州市民政局、州民政局共建示范单位，2016 年被评为都匀
地区唯一一家贵州省五星级敬老院。

院区内建有假山水池、纳凉亭子和葡萄架走廊等休闲设
施设备。院外田园风光秀美如画，南面天生观音山游客络绎
不绝，沿河北上是水墨布依风情园，东连淳朴好客的布依村
寨，西邻幽雅清澈墨冲河，一幅世外桃源画卷。优美的环
境、和谐的人际、温馨的家园，不仅是养身休闲的好去处，
也是采风创作的好地方。养老中心自成立以来，先后有不少
文人墨客前来采风创作和献爱心，为此，中心专门设置阅览
室、书画室和创作室，承接都匀地区一些作协、书协、美协
的相关活动。 （罗再高）

墨冲中心敬老院成都匀市作协创作基地

本报讯 1月6日，记者从刚刚闭幕的福泉政协六届一次会
上获悉，在本届会议上，福泉市政协对实施一年的《政协委员
公约》进行修订，同时，配套制定了《委员履职管理办法》，
从政治、纪律、公德和履职等方面对政协委员作了明确要求，
强调委员要做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热爱事业、热心公益、严
于律己、遵纪守法、认真履职的典范。

据了解，2015年2月，福泉政协五届四次会议通过了《福
泉市政协委员公约》，成为全省首家以公约的形式对政协委员
的德行进行约束的县（市）。公约制定以来，福泉市政协委员
自觉遵守，无一例违反公约的事例发生。修订后的《政协委员
公约》从原来的9条缩减为8条，但内容更加丰富，更加切合
时代的要求，突出了委员的自律、自强意识和荣誉感。新制定
的《委员履职管理办法》共6章27条，分别对政协委员履职的
内容、方式、保障、管理作了明确规定，进一步规范了政协委
员的履职行为。

继续当选福泉政协六届委员会主席的黄建菊介绍，在新一
届政协委员中，新委员的比例占到73%，加强委员的德行修养
和对委员履职行为的规范约束显得尤为重要。结合公约实施的
实际情况，切合时代发展要求，对《福泉政协委员公约》的内
容进行了修订。比如，第“三、四”条，强调政协委员要遵守
政治规矩，自觉维护法律尊严和权威。政协委员要严守政治规
矩、维护核心，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树
立好“四种意识”，使自己的言行与政协委员身份相符。比
如，针对个别政协委员贷款失信成为“老赖”的情况，以往没
有依据对其委员身份进行撤销处理，在新制定的《政协委员履
职管理办法》中就明确，“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被人民法
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将按相关程序撤销其市政协委
员资格。用公约和管理办法，从思想教育、法律意识、行为表
率、规范履职等方面，强化对基层政协委员的基本要求。

（本报记者 刘雪红）

修订《政协委员公约》制定《政协委员履职管理办法》

福泉市政协加强委员德行修养规范委员履职行为

初冬时节，走进长顺县鼓扬镇岩上村“满堂红”养牛场，
村民贺国俊和几个村民正在养牛场里忙活，有的给牛喂食、
有的铡草、有的消毒……一派繁忙景象。

“二十几岁我就买牛转手卖，快十年了，一直盼望着有
一个像样的养牛场，现在终于如愿以偿。”贺国俊满脸笑意
地说。

“听说村里建养牛场，我从外地赶回投了 5万元入股到
牛场，村里一些贫困户没本钱，还是韦书记和村‘两委’的干
部到镇上协调 35 户贫困户以财政扶持每户 2 万元资金入
股，养牛场才建成今天这样的规模。”村民贺金松说。

这一切的改变，源于岩上村“第一书记”韦健和村“两
委”对该村精准扶贫“把脉问诊”，狠抓产业扶贫的工作实
践。

2016 年 4 月，时任长顺县教育局监察室负责人的韦健
被选派到岩上村任“第一书记”。岩上村是脱贫攻坚的“硬
骨头”，全村 27 个村民组 17 个自然寨，共 817 户 3018 人，一
半是喀斯特地貌，交通闭塞，部分村组饮水困难，生活生产
条件恶劣，有村民自发转移出去。截止2015年底，岩上村还
有精准扶贫户152户581人。

到村里的第一天，韦健有种茫然不知所措的感觉，然
而，在接触到村“两委”干部以后，发现大家的思路和自己的
想法不谋而合，坚定了他留了下来的决心。而在深入村民
家中走访后，一些村民的贫困现状深深刺痛他的心，他决心
要为村民找到一条致富的路子。

要想脱贫，产业发展是出路。通过走访群众，他和村
“两委”班子精心绘制出了“岩上村攻坚脱贫作战图”，把绿
壳蛋鸡、牛、生猪产业养殖布局在图上全部标注出来，理清
了脱贫攻坚的战略思路，以抱团发展的方式，规避产业发展
规模小、资金匮乏、没有技术等风险短板，贫困户则以年终
分红脱贫。

“原来想发展什么，我们都找不都方向，村里伍支书和
韦书记多次到我家来和我聊天，我就慢慢树立了脱贫致富
信心。”岩上村党员梁少荣说。

“在韦书记和村‘两委’干部的动员下，一些敢闯敢干有
技术的村民领头发展产业，贫困户则以国家扶贫资金入股
年底分红，加上在合作社和外出打工，我很快就能脱贫。”岩
上村布云组贫困户高金良说。

据了解，岩上村在精准扶贫工作中，村党支部通过谈话

引导、召开“三会”、谈心交流等形式，积极引导广大党员学
习精准扶贫工作中的相关政策，引导合作社（养殖场）建立
和完善相关制度，有效提升了村级班子扶贫攻坚工作的管
理能力。

岩上村严格按照县委、县政府工作思路，积极创新产业
发展模式，按照“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

“三变”模式和商业化运作模式。在实践中，韦健和村“两
委”班子创造性地提出了“5221”产业效益分配模式，即除合
作社（基地）运作成本外，对合作社（基地）所产生的纯利润
进行合理分配，分别按50%、20%、20%、10%进行贫困户入股
分红、发放员工资、汇入合作社（基地）滚动发展资金和村集
体积累经济，有效实现产业带动、滚动发展和利益链接目
标，进一步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为了将贫困户入股的风险点降低确保收益，该村在产
业发展时除完善相应的财经制度，技术保障措施外，还将贫
困户每年分红保底资金保管在乡财政所，确保贫困户每年
最低不少于 2000元的收入，各养殖场还设立了 7-8人的监
督委员会，有效监督了各养殖场的经营运转。在产业的带
动下，有134贫困户入股各种养殖。

韦健在走访中发现，农户普遍用农机耕作，稻草、玉米
杆、麦秆每年遍地都是，这是上好的牛饲料！当他看到满岭
的荒坡，认为是放养绿壳蛋鸡的好场地！他在取得村“两
委”班子产业发展思路上的共识后，多次向镇里领导汇报自
己的想法，争取到镇里的大力支持，所以岩上村“满堂红”养
牛场从选址到完工仅用两个月时间。

无意中，笔者听说了韦健住牛棚的事，很是诧异。他
说：“住牛棚，想每天能看到给贫困户带来财富的牛嘛！我
已把28户80多人的脱贫押在了这里！”

“在韦书记和村‘两委’干部的协调下，镇里为各养殖场
硬化了9.8公里道路，铺设10.98公里自来水管道……”关口
组村民贺朝忠说。

在村里，每天除了忙村里
的事务，对于项目选址、养殖场
经营等这些事韦健都会参与。
目前，全村有规模养牛场 1 个、
生猪养殖场1个、绿壳蛋鸡养殖
场 3个，可带动全村 130户贫困
户483人脱贫。

住在“牛棚”的“第一书记”
——长顺县纪检干部韦健帮扶岩上村发展侧记

粟一粒 陈明丽

本报讯 1月8日，记者从黔南州政府新闻办获悉，我州医
疗卫生单位在加强肺炎监测中，从 1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中
检测出 H7N9 禽流感病毒阳性，经确诊为人感染 H7N9 禽流
感病例，目前病人在住院治疗中。

据了解，患者52岁，现居黔南州平塘县。经调查，该病例
发病前从事禽类贩卖经营活动。目前，该病例仍在住院救治
中，病例所有密切接触者进行临床观察，均没有出现异常。疫
情发生后，黔南州医疗机构全力救治病人，相关部门积极开展
疫情防控和市场监测管理工作。 （本报记者 张航进）

平塘县发生一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