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日前，去年引进的福泉市富田饮料有限公司
经过一年多的筹建，第一期工程正式建成投入生产。

据悉，富田饮料有限公司项目计划总投资 1亿元，分
三期进行建设，一期工程占地10亩，投资额为3000万元，
主要建设年产1亿瓶瓶装水生产线和办公用房，项目引进
德国生产线，生产设备先进，自动化程度高，项目于 2016
年 12月开工建设，目前项目的一期已建成投产。项目全
部建成投产后，可实现年产值 2亿元以上，为福泉当地提
供就业岗位100个以上。

（本报福泉记者站 黄德文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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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独山县玉水镇副镇长程兴林于 7月 10日到
玉龙村开展精准扶贫工作途中突发疾病因公殉职，年仅
46岁。

7 月 12 日上午九时，在独山县归然山殡仪馆福寿堂
内，告别仪式在这里举行。“不忘初心鞠躬尽粹为典范，精
准扶贫任劳任怨作楷模”、“一生为党万古存、扶贫路上献
终身”，一副副挽联道不尽对程兴林同志的赞誉与怀念，
200余名干部群众自发来到这里，送别程兴林。

据了解，程兴林是独山人，1991年参加工作，199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在下司镇、上司镇、甲定乡
派出所工作，先后任甲定乡、影山镇政法委书记。2016
年 8 月调任玉水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分管项目建设，
主抓项目服务、电子商务、三创、征拆、城建、违建管
控等工作。

玉水镇党委书记韦仕东介绍说，程兴林在工作中兢
兢业业、甘于吃苦、乐于奉献；生活中的他敦厚淳朴，
待同事如兄弟、待群众如亲人，深受干部群众的爱戴。
他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了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
去，这种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精
神，正是共产党人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
最好诠释。

独山县委书记潘志立说，程兴林是一名好干部，是共
产党员的优秀代表，他工作尽职尽责，倒在了工作岗位
上，我们大家深感悲痛和遗憾。并希望以其崇高精神引
领广大党员干部增强责任感，争当脱贫攻坚先锋；号召全
县党员干部学习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断提
升党员领导干部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
（本报独山记者站 袁燕 莫宇 韦万利 本报记者 龙毓虎）

独山一副镇长在扶贫工作岗位殉职
200余干部群众自发为其送行

本报讯 “乡亲们，开会打扫卫生啦！一会儿，县委书记要
带领县、镇、村三级领导干部来我们寨上开会。”7月10日早上7
点，母鸡田组组长陈元昌站在寨中一棵百年古树下一声高呼，村
民们便扛着扫把出了门，一边走、一边扫。一会儿工夫，寨中串
户路上连根儿树枝都没了，更别说有牛便、鸡屎，十分干净。

7月11日，记者来到贵定县新巴镇新华村母鸡田组，看到的
是：干净的巷道、整洁的民居、醒目的标语、争艳的鲜花……完全
是一幅美丽乡村的新画卷。

可是三个月前，母鸡田组还是一个比较脏、乱、差的贫困寨
子，村民们等、靠、要的思想十分严重，有的安于现状、不求上进，
基础设施也很落后。今年5月，全组20多户共100余人在镇、村
干部的引导下，政府出水泥沙子，村民出劳动力，将寨中的串户
路全部硬化。5月 20日，全体村民又将原本就有、不为人知的

《村规民约》写成碑文，立在寨中百年古树旁，供村民对照学习。
“爱党爱国爱家，小家服从大家；众办公益事业，共建共护共

享；承包耕地丢荒，每亩年罚三百；人人讲究卫生，严防脏乱差
臭；培养四有新人，争当十佳村民……”《村规民约》共360字，分
别从环境卫生、红白喜事、邻居团结、安全稳定、村风民俗等方面
对村民进行了约束，句句箴言，通俗易懂。

从 5月份开始，每周三，母鸡田组都要进行一次大扫除，搞
完卫生后，村民们都要集中到碑文前，认认真真地朗读一遍《村
规民约》。“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都很干净，就你家乱点，要收拾
一下。”村民陈明军家之前不讲卫生，喜欢乱堆乱放，但在大家的
劝说下，最近家中卫生逐渐好转，现在还与邻居叫板，想搞一场
卫生“大比武”。

“等给等送不光荣，最大耻辱是懒穷。”陈明军家对面的墙上
还写有这幅标语，不识文化的他得知意思后，前几天还找陈元昌
说理。“我家又没得政府一分钱，也不是懒惰的人，写这幅标语在
我家前面是什么意思？”陈元昌费了好多口舌才解释清楚。

此外，当地政府还积极引导村民家家种香菇、户户养毛猪，
而类似标语也随处可见。“政府帮我们把路修好了，连卖猪、种香
菇都给予补贴，我们再不努力，就真的对不起自己了。”村民王开
秀说。

“政府派人上门指导我们种香菇，还送毛猪给我们养，相信
自己再努力一把，一定能脱贫。”当天，记者采访时，正遇见村民
吴仲权，尽管是贫困户，房子也很老旧，但家里却收拾得很整洁，
院子也很干净，房前还栽种了很多花花草草，像花园一般漂亮。

两个月来，在《村规民约》的指导下，母鸡田组村民的思想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卫生意识，形成了比学赶超的氛
围。“我们想再努力一把，争取创建全县卫生村寨、文明村寨、平
安村寨。”陈元昌说。

（安兴慧 本报记者 周道来 本报贵定记者站 彭克贵）

贵定县新巴镇新华村制定《村规民约》

约出好村风破除等靠要思想

记者记者 进贫困村

本报讯 记者从州旅发委获悉，黔南州旅游形象歌曲《桂
花开》于今年 7月 5日至今，在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播出后，
深受社会各界的喜爱。

《桂花开》是由中国著名音乐人、作曲家赵海风创作改编
而成，这首曲子引用了黔南经典民歌《桂花开放幸福来》的曲
调，国家一级演员雷艳清澈的声音带你走进桂花，带你领略桂
花的芳香与美丽。MV由中国著名导演郑浩拍摄，让观众感受

《桂花开》的视觉与听觉双重盛宴。
画面中，桂花身姿茂盛，叶儿细长深绿。一阵微风吹过

来，那桂花树枝轻轻摇晃，静静地闻着它的香味，好像在向你
点头问好。词曲曲调悠扬，仿佛把你带到桂花盛开的仙境体验
了一番。

据了解，这首《桂花开》在保留一部分原有歌词的基础
上，做了些编创，使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把自己带入到桂花美
景中，能够身临其境的感受到雷艳所演唱的黔南文化与美景。

（刘婉萌 本报记者 龙毓虎）

我州旅游形象歌曲《桂花开》
在央视播出受各界喜爱

记得新年刚过，地处边远的省级贫困乡福泉仙桥乡王
卡村忙着酝酿一件大事：想在村集体经济发展上找到突破
口。

仙桥乡党委书记唐兴武，包村干部何正灏、杨时燕就到
王卡村支书王元平家，要求村支两委的“头头”们把寨上的
村民代表召集起来开会。围着狭小火塘边讨论的一群人，
碰撞出新的村集体经济改革火花。

“乡里面希望我们村发展集体经济，大家看下怎么搞
嘛？有什么想法和意见？都说一说……”王元平第一个开
口。

“我们这里岩鹰下蛋的地方，有什么好发展的嘛。”
“是嘛！只有荒山，水田都没得几丘，不说不知道做什

么，做出来了运出去都
难。”

“是不是国家有扶
贫款哦！莫要搞什么集
体 经 济 ，全 村 平 分 算
啦！”几个村民的发言让
整个会场陷入了僵局，
用王元平的话说，“这个
会哪里开的下去嘛”

看着这个会这样开下去，肯定出不来结果。作为州政
协委员1992年出生的村委会副主任兰文厅出来说：“各位叔
伯，莫要先就打退堂鼓，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人家唐书记
就是来给我们想办法的，只是看我们有没有决心做下去？”

听到兰文厅的发言，王元平马上说：“就是嘛！莫说国
家没得扶贫款下来。有，哪个敢分？违法的，你娃不懂法，
莫怕抓啊！”王元平这么一调侃，现场的群众都大笑起来。
接着大家你一言，我一句话发展的事情。

“我们这里既然偏远，没有条件发展集体经济，但是我
们可以做到城头去，城头人可喜欢我们这里的‘土东西’了，
我们可以到城里开一个小花苗的饭店，不仅发展村集体经
济，还让我们的贫困户参与进来，让我们种出来养出来的东
西卖的出钱来。”

“那我们养的土鸡可以拿到饭店卖？”
“做的豆腐卖的出去不？”
“包谷、洋芋呢？”
……

“可以，怎么不可以”唐兴武现场回答群众的问题后说，
就是要把我们生态的东西拿到城里去买，城里人就是喜欢
这些，不仅宣传我们小花苗的民族文化，还发展了村集体经
济，群众得效益。

现场响起了赞叹声和掌声。
在仙桥乡领导和干部的帮助支持下，包村干部跑市场，

做协调。5月14日，在古城文化旅游景区，仙桥小花苗原生
态食府就正式开业了。

6月17日，记者来到仙桥小花苗原生态食府看到，现场
芦笙悠悠，歌声飞扬，米酒醇香，身着苗族盛装的姑娘和小
伙子们排成两排，在优美的芦笙旋律中舞动着轻盈的步子，
用这种独具特色的民族礼仪热情迎接着四方来客。

专门负责小花苗食府经营的兰文厅说，食府所有的员
工都是来自仙桥乡的贫困户，所有的食材也都由当地贫困
户生产，可谓是土生土长，原汁原味。

仙桥的精准扶贫户，他们在这里打工挣钱，实现就业脱
贫；食府也带动了仙桥生姜大蒜、蔬菜、草棚鸡、黄豆等产业
的发展，食材由当地发展种养殖产业的贫困户提供，既让食
府原材料的供应有了保障，也拓宽了贫困户农产品的销路
渠道。同时，也宣传了仙桥苗族同胞的脱贫攻坚成果，让更
多的人熟悉仙桥小花苗民族文化。作为集体经济，食府所
创造的收益将纳入村里的集体经济，20%用于支持群众发展
产业，增加贫困户的收入，实现了全村贫困群众全覆盖。

记者在现场看到生意火爆，整个小花苗原生态食府共
两层，一共5个包间和一个大厅。服务员说，下午3点后，包
厢基本都订满。为了品尝小花苗的生态美食，记者和几位
媒体朋友在大厅坐下，点上了酸汤鱼、五色饭蒸腊肉、豆腐、
洋芋泥等几个地道的苗家菜，大家品尝起来。

饭后，几位媒体朋友都感叹：仙桥具有创新改革的思
路，发展村集体经济的同时，该乡小花苗的民族特色也将成
为古城景区一道亮丽的风景。

把村集体经济做到城头去
杨丽泷 本报记者 覃毅

本报讯 7月 13日下午，州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
达学习习近平、胡春华、孙志刚等中央、省领导批示讲话精
神和有关会议精神，听取州党政代表团赴广州市对接对口
帮扶和考察学习情况汇报，研究上半年全州经济工作，部署
下一步有关工作。

州委书记唐德智主持会议并讲话，州委副书记、州长吴
胜华，州人大常委会主任罗毅，州委副书记、州委政法委书
记罗桂荣，州委常委出席会议。州人大常委会、州政府、州
政协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批示精神和孙志刚省长批示要求，切实做好防汛救灾各
项工作。当前，尤其要做好雨情汛情的预报预警和值班值
守工作。各级各部门要增强敏锐性，一旦灾情发生，严格按
规定启动相应预案，确保应对有方、措施得力。要妥善安排
好受灾群众的生产生活，确保有干净的水和食物。要加强
灾区卫生防疫工作，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要妥善处理好
失踪人员的善后工作，确保家属情绪稳定和社会稳定。要
尽快启动灾后重建工作，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房
屋因灾倒塌的要加快重建工作进度，确保受灾群众冬季之
前搬进新家，安全过冬。

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度贫困
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王歧山同志在扶
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工作电视电话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国务院扶贫攻坚开发领导小组脱贫攻坚督查组反馈意见会
和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全州各级各部门要深化认识，统
一行动，把推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作为统揽全局的重
大部署，作为各地脱贫攻坚的重大战机，作为对党员干部的

重大检验，作为检验党性、建功立业的主阵地，作为“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的主战场。要突出精准方略要求，把各项措施
抓得更准更实。要切实加强组织保障，切实担负起第一民
生工程的责任。要加大执纪监督和问责力度，为打赢这场
输不起的脱贫攻坚战提供纪律保障。州领导要以上率下加
强对脱贫攻坚”大比武“的督促检查，确保比出真功夫，比出
好效果。要总结经验，推广典型。

会议认为，此次州党政代表团广州之行取得了丰硕成
果，没有辜负全州各级干部和各族人民群众的期望，达到了
预期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在
接见州党政代表团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我州与广东省进
一步深化合作指明了方向、增强了信心。广东省委副书记、
广州市委书记任学峰与黔南商定了机制化、系统化的帮扶
合作新路。考察团成员看得认真，听得仔细，悟得用心，签
订的合作项目和事项将助力黔南解决一批问题，有效补齐
脱贫攻坚短板。

会议强调，要推动黔南加快发展，必须勇立于时代潮
头，提高站位，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以开放引领，坚持改革
创新，加快民族地区创新发展先行示范区打造步伐。各级
领导干部要下足“绣花”功夫，带头贯彻落实好中央、省、州
要求。要把广州之行取的“真经”用好，深度谋划和解决黔
南问题。各项后续工作要趁热打铁，绵绵用力，项目化、事
项化、清单化地抓好落实。要加强调度和督查，确保已签约
招商引资项目和事项尽快落地见效。要借鉴学习广州发展
经验，尽快出台支持工业和实体经济的政策措施。各级各
部门要以对口帮扶为契机，坚持发展工业和实体经济不放
松，锐意进取，强化使命担当，研究问题，破解难题，下大力

改善营商环境，面向两广、面向珠三角谋求一片新天地。
会议指出，孙志刚省长赴三都县调研脱贫攻坚和防汛

救灾工作时所做的重要指示对黔南脱贫攻坚和当前防汛救
灾工作具有针对性和指导性。要按照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
要求，坚持精准方略，强力推进三都县脱贫攻坚工作。要加
强全产业链的研究，改进和提升全州产业扶贫工作。要结
合实际，以市场为导向，科学合理选择扶贫产业。要做细、
做扎实群众工作，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力度，严格按计划
和规定建设集中安置点。要严格落实、完善提升5个3后扶
模式，破解搬后怎么办的问题。要认真抓好汛期防灾救灾
各项工作，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
对上对接，争取更大资金和政策支持。

会议指出，上半年全州经济在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下
呈现总体平稳的态势，大部分经济指标实现了时间过半任
务过半，在全省增比进位综合测评中有望保持靠前位次，这
充分说明州委、州政府上半年经济运行调度有力，措施有方
得当。经济运行中也出现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有喜有
忧。要高度关注和认真研究这些新问题，切实做好服务企
业、服务项目的各项工作。要提高站位，增强敏感性，立足
大势，做足宏观分析，提高经济运行调度的针对性。要把对
口帮扶合作作为促进当前增长和今后发展的重要途径，重
要抓手，从帮扶合作中寻找机遇，化解矛盾。

会议还研究了《黔南州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工作测评方
案（暂行）》等其他事项。

州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本报记者 覃毅 实习生 杨帆）

州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中央、省领导批示讲话精神和相关会议精神

听取州党政代表团赴广州市对接对口帮扶和考察学习情况汇报研究上半年全州经济工作
唐德智主持并讲话 吴胜华 罗毅 罗桂荣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