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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 贫 攻 坚脱 贫 攻 坚··党 建 引 领党 建 引 领

脱贫攻坚不是一时之际，在于持之以恒，扶贫工作需
要真情倾注。作为一名基层扶贫工作者，瓮安县岚关乡扶
贫工作站站长刘正文，全心全意为扶贫事业而奋斗，用实
际行动践行了“干群一家亲”，用真情实干帮助身边群众筑
实了一个个梦想。

开展扶贫工作以来，刘正文带领扶贫站工作小分队挨
家串户，走亲访邻，促膝长谈，拉近群众距离，全面掌握贫
困户致贫原因，打通联系贫困户“最后一公里”。

刘正文了解到贫困户林松在其肩部长了一个手掌大
的脂肪瘤，已有五年，并且林松的儿子也患有病，刘正文主
动联系医院，帮助林松做了切除手术，通过医疗扶贫政策
免去了治疗费。事后，林松一家人为刘正文送去了“为民
解难 为民排忧”的锦旗。

一次下寨走访，刘正文看见一位老人脚上穿着打满补
丁的鞋和袜，刘正文主动给老人买了一双棉鞋、一双鞋垫
和袜子。老人深情的叹言“我儿子都还没对我这么好”，刘
正文坦然的微笑说：“那您就把我当作您的儿子吧！”

他经常与贫困户同生活、同劳作、谈农事，拉近了心与
心的距离，收获了信任，也收获了亲情。

拔穷根，关键在教育。不让每位学生因贫困而失学，
这是刘正文的承诺，他也信守着这份承诺，坚持不懈完成
使命。

为圆贫困家庭莘莘学子的求学梦，在刘正文的引领
下，岚关乡扶贫站通过扶贫系统筛查贫困学生，建立精准

扶贫教育资助QQ群、微信群，邀请县扶贫局、县教育局相
关负责同志进入该群讲解政策，解决资助难题。他还制作
扶贫政策宣传海报进行宣传，大大提高了宣传效果。刘正
文将全乡 397户贫困户建立飞信群，定期为贫困户发送扶
贫政策。

走访过程中，刘正文了解到贫困户熊明书家境贫寒，
其儿子熊凯小学未毕业就辍学外出“务工”。他急忙联系
到这位渴求上学的孩子，向熊明书一家详尽讲解了精准扶
贫教育资助政策。通过多方共同努力，最终成功让熊凯重
拾起求学的梦想。

为解决贫困群体制约发展短板，刘正文开动脑筋，因
户施策。他深刻认识到部分村寨面临“一方水土养不活一
方人”的困境，逐家逐户进行走访，积极宣传异地扶贫搬迁
政策，让扶贫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
解决了群众“迁出后难就业”的顾虑。

通过政策宣传，60余户积极响应，自愿迁出制约发展
的地方。针对有意愿发展产业的群众，刘正文带领大家寻
找脱贫致富的路子，选准实施项目，培训实用技术，办理特
惠贷，解决贫困群众发展瓶颈。刘正文还组织全乡开展

“种养殖、农业实操、动物防疫”等系列“送技术”活动，共申
请130万元扶贫专项资金，让112户478人群众受益。

真情倾注百姓小康梦
——记瓮安县岚关乡扶贫工作站站长刘正文

本报记者 张航进
本报讯“太方便了，需要什么信息，一查就知道。”正在

用“三变”大管家智能化信息服务平台查询贫困户土地资源
情况的龙里县谷脚镇人员徐燕说。

今年 3月，龙里县谷脚镇将“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
算”技术与“三变”改革相结合，投入18万元，打造了集资源、
资产、资金管理和综合分析于一体的“三变管家”智能化信息
服务平台。平台收录该镇农户土地资源、林地资源、房屋及
宅基地等数据，并通过建立电子档案，运用移动互联网、手机
APP、大数据和云计算等信息化手段，实现数据资源在镇属
各部门、镇村管理单位及管理人员之间互联互通“一键查
询”。系统管理员利用后台，“点对点”推送，下派任务到手机
APP端，镇、村干部职工运用手机APP，对“三变”工作进行任
务化管理，随手查询、领办任务，对帮扶项目建设、农户入股、
贫困户分红等情况实时动态上传，实现了“资源随时查、任务
随时报、交流随时行”功能。

截至目前，平台已收录全镇土地资源、林地资源、房屋及
宅基地等13万条数据，实现数据资源在镇属各部门、镇村管
理单位及管理人员之间互联互通“一键查询”，助推了该镇精
准扶贫产业落地，项目开花。

（本报龙里记者站 罗显琴 莫占军）

龙里“三变”智能化信息服务平台获点赞

本报讯 近日，都匀市毛尖镇党委收到一张从海南省海
口市一建筑工地寄来的100元汇款单，寄款人为陆德贤，收款
人为毛尖镇党委书记王有刚。原来，65岁老党员陆德贤因家
庭困难，不得不外出务工，在党生日之际，他无法赶回党支部
交纳党费，只好请人转交。

今年65岁的陆德贤是一名老党员，曾担任青峰村党支部
书记，他用一个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也是当地村民公
认的热心人。近年来，陆德贤常年外出务工，妻子长年多病，
儿子离异后也没能找到新的工作，一个孙女在都匀市读高
中，一个孙子在毛尖镇读初中，一家人的生活基本上全靠陆
德贤一人支撑，较为困难。

王有刚说，陆德贤的理想信念非常坚定，虽然生活上遇
到很多困难，却从不向组织伸手，无论在何工作岗位，他都以
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为身边人树立榜样。今后，
党组织也会按照相关标准，给予陆德贤一定帮助，为他家解
决实际困难。 （罗锦明 本报记者 周道来）

都匀市毛尖镇

老党员外出务工不忘交党费

本报讯 为防止辖区发生重特大火灾事故，全力确保“司改
推进会”和“公安厅局长座谈会”顺利进行，7月 9日至 10日，平
塘、龙里、瓮安各县消防、派出所等行业部门成立联合检查组，对
辖区开展消防安全大检查。

此次检查，针对辖区内的易燃易爆场所、人员密集场所、重
大隐患单位严格进行，重点检查各场所的电气设备安装、电气线
路敷设是否符合相关技术标准要求；有无违规用火、用电、用气、
用油现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畅通；应急疏散预案、防火巡
查记录是否完善；消防设施是否设置规范、完整好用；员工是否
会使用灭火器等。检查过程中，检查人员特别强调，各责任人要
认真做好“司改会”“公安厅（局）长会”期间消防安全工作，注意
夏季用火、用电安全，提高警惕，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此次大检查及时消除了一批火灾隐患，有效地净化了辖区
内消防安全环境，进一步增强了抵御火灾的能力，为辖区火灾
形势稳定营造了良好的
消防安全环境，针对检
查中发现的问题，检查
组责令相关单位立即进
行整改，防微杜渐，警
钟长鸣，切实消除各类
消防安全隐患，为辖区
营造良好的消防安全环
境。

（王祯东）

黔南消防开展消防安全大检查

全面护航“司改会”和“公安厅（局）长会”

“大家注意批次号，别装错了。”近日，走进位于经开区的
独山春禄农业（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员工们正忙碌着将分
级包装好的海花草装车。公司负责人潘文春告诉记者，这车
货将出口日本，今年公司已出口 13 批共 70 吨海花草，金额
210余万元。

海花草又名水苔，适生于高海拔地区。目前，靠着“它”，
独山县影山镇紫林山村村民正向着致富大道阔步前行，而潘
文春就出生在这个海花草生长环境极佳的小山村。

“从我父亲开始，就一直从事海花草收购工作，有着一定
的客源。”正因为这样，在外漂泊多年并尝尽打工苦头的的潘
文春，于2008年开始子承父业。

这一干就是近 10年。从最初的零星收购到成立公司，
再到获得自营出口权，潘文春始终牢记“吃水不忘挖井人”，
不仅自己致富，还将紫林山村 202 户农户发展为合作社社
员，其中含贫困户105户299人，与他的公司同成长、共致富。

“紫林山村的村民淳朴、善良，没有他们公司也发展不到
今天。”潘文春说：“现在市场价为每斤 7至 8元，只要是我们
社员，除按市场价收购外，年底还按每斤 2元的标准进行分
红，去年就分了100多万元。”

今年43岁的村民吴光美就是受益者之一。因为女儿上
大学一年费用2万元左右，导致其家庭致贫。知道原因的潘
文春主动对接，鼓励其种植海花草并加入合作社。去年，他
家种植了2亩海花草，不仅年收入1.3万元，还获得了3000多

元的分红。
“潘文春人很不错，收购从不拖欠，都是真金白银拿到我

们手中。今年我还承包土地，共种植了 4亩海花草，销售不
担心，管理好就行。”吴光美说。

采访中，记者走进该公司 2000余平方米的厂房内，10
余名工人正分工有序将收购来的海花草筛选、分级、包装
……不一会功夫，仓库处，堆放着各色编织带包装好的海
花草。

潘文春告诉记者，在海花草加工过程中，公司根据其
质量，分别用红、白、黄等颜色编织带来区分特级和一、
二、三等级，红色代表特级，销售价格为4800美元每吨。

“海花草属天然植物，高山生长，人工采集，是种植蝴蝶
兰和各种兰花最理想的天然植料，也是出口包装及各种花卉
根系的必需材料，具有保温、保湿等作用。”潘文春说，根据市
场需求，公司还拓展了业务，加工75克、150克、500克的小包
装，主要适用于家庭。

介绍过程中，潘文春从办公桌内搬出厚厚一叠快递单说
道：“看，我们不仅线下销售，还通过阿里巴巴平台进行线上
交易，一年订单就达6300余份，销售金额100多万元。”

现在，潘文春的公司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基地”的
模式，已逐渐发展成为集农产品研发、种植、检测、加工、
配送、批发为一体的现代农业开发管理企业，先后获评

“黔南州农业产业龙头企业”“黔南州重合同守信用企业”

“独山县星级企业”等，并成功注册“春禄”冠名商标。
2016年，该公司共销售海花草近 400吨，销售金额 1000万
元，其中出口 200 余吨，销售额占总收入 50%以上，带动
3000余户农户致富。

“据我调查所知，独山目前共种植海花草约1万亩，年产
量400吨。以公司目前发展，年收购量约700吨，产品已是供
不应求，只能到周边县市或外省收购。如若全县海拔 1000
米以上山区都种植海花草，不仅可以带动当地群众致富，还
能壮大该产业。”对于公司发展及对贫困户的带动，潘文春有
着自己的想法和打算：一是加快对海花草产品深加工开发，
如水苔尿不湿、卫生巾等，同时继续开拓国际市场；二是结合
脱贫攻坚，建立精准扶贫水苔种植产业利益联结机制，采取

“公司+农户（精准贫困户）+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模式，贫困
户可以土地入股，并以扶贫资金为股金，可同时获得销售、分
红和务工收入。

潘文春还希望，独山能将
大大小小的海花草种植企业、
农户、家庭农场集中起来，组
建股份制公司，形成集团发
展，最终实现公司规划上市。
这样更有利于把海花草推向
全世界，将其真正发展成为百
姓致富产业。

漂洋过海致富梦
——独山春禄农业有限公司助民增收见闻

本报独山记者站 袁燕

本报讯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盛夏时
节，长顺县白云山镇中院村荷塘荷花进入观赏期。红白相
间的荷花亭亭玉立，有的恣意怒放，有的含苞待放，鲜花盛
开的荷塘与周边优美的环境相映成趣，构成一幅幅生动美
丽的夏日画卷。各色荷花吸引来自贵阳、安顺、惠水、长顺
等地大批游客前往游览观光。

近年来，长顺县立足当地特色，把生态农业与乡村旅游
有机结合起来，打造长顺县白云山镇中院村百亩荷花莲子
种植示范基地，以生态特色产业促进乡村旅游业发展。该
基地种植荷花莲子近100亩，莲下养鱼3万余尾，是集种养、
销售、饮食、休闲、观光为一体的农业综合示范园，成为当地
农民增收致富的一条好门路。

（张启荣 本报长顺记者站 刘正华 冯小燕 摄影报道）

长顺：荷花盛开迎客来

本报讯 为扎实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
度，福泉市国税局始终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作为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任务，引领带动党员在

“学”中筑牢思想根基，在“做”中展现先锋形象，有效地促
进税收中心工作，助推税收现代化和同步小康工作大局。

常学深学，坚定信念。该局在建立政治学习制度工作
中，把“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抓细、抓深、抓常。通过将《党
章》《准则》《条例》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等学习内
容制作成《福泉市国家税务局“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资料汇
编》并及时组织学习。同时，在全体党员中组织开展了“全
面从严治党”“做合格党员”和“两学一做常态化制度化”三
次大讨论，进一步明晰“学”与“做”之间的关系。

固本强基，夯实堡垒。以“两学一做”为牵引，抓实党

支部建设，规范基本组织、基本制度、基本活动。市局党组
书记亲自担任机关党委书记，班子成员担任党委委员，并
各自带领一个党员小组，切实履行“一岗双责”。下发《关
于进一步规范党支部组织生活制度的通知》，并设置“时间
表”，严格开展“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等
党内组织生活，由党委书记、各党小组组长作为“提醒人”，
按照“时间表”提醒、督促落实党的组织生活各项制度。

以学促做，推动发展。把“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融入日
常工作之中，在各项急难重大的工作任务中，积极调动和
发挥党员干部和青年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不断增强干部
队伍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不断促
进各项工作有力开展，获评“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和“全
省国税系统党建工作示范点”。 （张章 本报记者 罗阳）

福泉国税扎实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本报讯 在第28个世界人口日来临之际，为全力推进流动
人口卫生计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倡导全社会关注流动人口
健康问题。7月11日，州卫计委牵头组织都匀市卫计局、都匀市
文峰办事处在都匀市老火车站广场开展了以“人口流动健康同
行，计划生育倡导文明”为主题的集中宣传活动。

活动旨在倡导全社会关注流动人口健康问题，加强健康科
普，弘扬婚育新风，推进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
化和健康素养水平提升，自觉遵守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做到有
计划、按政策生育，负责任养育。通过宣传，不断促进流动人口
健康和家庭发展，提高流动人口健康素养，提升流动人口对基
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满意度。

活动现场通过悬挂横幅、设置政策咨询台、摆放宣传展板、
发放宣传资料、宣传品等形式，广泛宣传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均
等化、婚育新风、全面两孩、奖励扶助等计生政策和优生优育的
常识，免费向群众发放宣传资料 4000余份，发出购物袋、围裙、
杯子、家用器皿等物品 200余份，避孕药具 300多盒，解答群众
各类问题80人次。

据了解，目前我州共有 106个生育服务现场办理窗口。办
事群众也可直接登录贵州省生育服务网上登记平台在线办理
生育服务证。 （岑威周）

州卫计委组织开展“世界人口日”宣传活动

（上接第一版）
据介绍，这种“丝路晓蜜”种植周期短，亩产可达1500公斤，

总产达2250公斤，产值达4万元。品质佳，口感好，味如雪莲，鲜
甜脆嫩，有奶香味，糖含量达 16%左右，是国内销售最好的水果
之一，市场需求大，销售价格好，推动脱贫攻坚工作的效果明
显。新中盛的“丝路晓蜜”试种成功后，罗甸高度重视，把哈密
瓜种植产业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抓手，开始启动规模种植。今
年4月中旬，在该县的涉农项目集中签约会上，罗甸县人民政府
与海南胜杰农业有限公司成功签约了茂井镇兰西村100亩大棚
哈密瓜示范种植项目。

“种植规模达 5000亩后，产值可达 8亿元以上，提供固定岗
位200个，临时就业岗位500个以上，可带动1.5万贫困户脱贫。”
张琳坤介绍，茂井镇兰西村示范种植项目经新中盛公司引进，
规划用地130亩，建设 100 亩农业设施大棚，规格 4.5 米，高 2.9
米，总投资215.61万元。项目将以“合作社+公司+农户”的合作
方式，前期示范种植哈密瓜 100亩，示范种植成功后，第二年辐
射带动发展1000亩，第三年将达2000亩。

“这次从海南引进了‘丝路晓蜜’，成为了继火龙果、脐橙、
杨梅之后罗甸水果家族里的新成员。”罗甸县果办主任张永忠
告诉记者，近年来，海升集团、天纯农业、新中盛集团等农业企
业进驻罗甸，围绕水果产业进行绿色有机、生态循坏、现代科技
等一系列的现代化农业尝试，取得了显著成效。而在罗甸本
土，阳光千亩立体生态果园场、顶访村同心果园、淘果汇等种植
基地内生动力迸发，带领农户靠发展水果产业走上了致富道
路。

截至目前，该县水果总种植面积17.4万亩，其中火龙果6.45
万亩、柑橘 8.23万亩、杨梅 1.43万亩、李子 0.84万亩、桃子 0.1万
亩、其他水果0.35万亩。全县水果产业从业人员已接近全县总
人口的 1/2，最大的两个水果产业中，柑橘产业从业人数近 7万
人，火龙果产业覆盖7个乡镇69个村1.25万户5.16万人。

（本报罗甸记者站 肖家云）

本报讯 7月 9日，伴随着“浪力生活体验馆”在园内B区开
馆 ，展示了泰国、马来西亚等 11个亚洲国家旅游商品，标志着
荔波县农耕文化园生产区全部正式运行。

为探索生态、文化资源转换成产业发展的新路子，去年 10
月，荔波县与北京浩仁元泰集团签约农耕文化园项目，计划分
期总投资 1.2亿元。项目签订后，荔波积极对接协调项目落地
工作，为农耕文化园项目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保障和高质
量、高水平服务。经过近一年的努力，第一期已投资5037万元，
建成青梅、蜜柚生产加工区、旅游综合服务区、改造老果园1000
亩，新建枇杷示范基地1000亩，新建蜜柚示范基地1500亩。

据了解，荔波县农耕文化园下一步还将围绕《中国好地·荔
波论坛》永久会址、全国好地博览中心、中国精品水果展示和体
验馆、蜜柚冷冻、储藏、包装、深加工、农业观光休闲、民宿文化
酒店、农产品科技研发和培训以及精品水果交易与集散中心等
进行建设。随着农耕文化园项目建设项目的逐步完成，必将带
动农业、工业、产业三方面全面发展，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本报荔波记者站 蒙莎莎 莫仁健）

荔波农耕文化园正式投产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