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黄泽芳 视觉编辑 郭显婷 邮箱 xwzx1166@163.com 2017年7月14日 星期五 要 闻

脱 贫 攻 坚脱 贫 攻 坚··党 建 引 领党 建 引 领

本报讯 为了贯彻落实贵州省迎接国务院第四次大督查实
地督查工作部署会议的的精神，7月12日，我州召开迎接国务院
第四次大督查实地督查工作部署视频会。州委常委、常务副州
长黄伟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了省委《关于国务院督查组赴部分地区开展实地
督查的通知》的主要精神，并就迎检工作作了安排部署。会议
指出，黔南作为国务院第三次大督查确定的免检地区，要组织
机构、明确责任，强化落实整改，做好热线电话问题线索的跟踪
办理、暗访工作准备等工作，保持黔南的“免检资格”。

会议强调，全州各级各部门要准确站位，认识到本次督查
全面性、开放型和严肃性的特点，做到思想上高度重视；要紧扣
重点，抓好整改不放松，配合不懈怠，迎检资料准备不马虎，做
到有的放矢；要明确责任，建立“1+6”工作模式（1个督查组+5
个专项组和 1个督查整改问责组），突出强调“一把手”主体责
任，强化跟踪问责，做到服务保障有力。

（本报记者 袁鹏 实习生 陆宇）

我州积极部署
迎国务院第四次大督查

本报讯 入夏以来，罗甸县境内雨水频繁，许多火龙果种植
基地遭遇“水患”，第一批火龙果推迟挂果，部分种植基地产量
受到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该县启动了政策性农业保险推广
与承保工作，通过农业保险的推广和承保工作驱动支农惠农方
式升级更新。

在罗甸，农业保险已经不是新鲜事物。早在 2015年，该县
以“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主自愿、协同推进”为原则，试水有
地方特色的火龙果保险。让农户有了保障，降低了农户种植风
险，避免了因灾返贫的现象，这也是黔南州政策性农业保险开
展以来的一项重大创新，真正的让特色农产品成为贫困地区农
民脱贫致富的重要产业。

据了解，罗甸县气候环境独特，是火龙果和脐橙的优势种
植区域，被评为“中国火龙果之乡”，罗甸火龙果和脐橙分别成
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截止目前，全县
火龙果种植面积达6.45万亩，柑橘种植面积达8.23万亩，全县约
15万人种植火龙果和脐橙。

“受极端天气影响，冻害、病虫等问题逐年凸显，加之暴雨、
雹灾、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种植户易遭受不同程度的
经济损失，农业保险很有必要。”据介绍，罗甸县每亩保费 120
元、保额 2000元，基本覆盖火龙果生长周期内所发生的直接物
化成本，涵盖风灾、冻灾、旱灾、重大病虫害等主要风险。据该
县金融办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根据最新的保费补贴分摊政策，
火龙果保险保费按照省级补贴、县级补贴、种植户自付 50：30：
20的比例共担。2017年该县火龙果承保面积 5065亩，承保 83
户，保险金额累计 1013万元，收取保费 60.78万元。截止目前，
共有 20户种植户受灾，受灾面积达 990亩，核损金额约 81.58万
元，共处理各类理赔案件14件，支付赔款67.15万元。

今年该县将脐橙纳入了地方特色保险的承保范畴，将使 5
万多发展脐橙产业的果农受益。

（本报罗甸记者站 肖家云）

罗甸

地方特色保险驱动支农方式升级

本报讯 7月11日，“圆通小伙伴”人才基地在龙里县贵州快
递物流园贵州圆通速递总部建立并揭牌。

“圆通小伙伴”人才基地采取校企、政企、企企、常规补进四
种合作方式。通过学员训练、师傅训练、入职训练、在岗师带
徒、学员输出的模式，完成人才引培。旨在持续提升服务质量、
传播圆通品牌。通过引进培养满足业务发展需要和改善一线
人力质量与供给不平衡所需基层岗位人才，为高校实习就业毕
业生提供实习实训平台，解决部分相对贫困地区人员就业难的
问题。

据了解，小伙伴入职培训分为针对普通蓝领的“达标班”专
训与针对实习生的“振翅起跑线”专训，顺利通过入职培训考核
的小伙伴，将分配给符合资格的带教师傅，进入师带徒带教环
节。最终训练达标人员优先输向沿海单位，即根据需求申请与
总体规划分别输向上海、浙江、江苏等自有员工不足地区省、中
心、网点，并匹配当地待遇。其次按照属地原则输向所在地区
省、中心、网点以满足自给自足，避免人员流失严重。另外，基
地贯行持续优胜劣汰制，学员输出后，表现持续优秀者，可逐步
晋升为带教师傅、储备班组长、班组长、主管等岗位，而输出后
持续3月效能排名靠后或有重大违纪情形者，将被淘汰。

“学员训练期间待遇将参照现有员工执行，实习给予正式
员工岗位工资的80%作为实习补助。”圆通公司贵州区域管理总
部负责人告诉记者。

“圆通小伙伴”人才基地的引培计划，将有效解决周边大
专、高职院校毕业生及部分贫困地区人员就业问题，吸引更多
的人才到圆通公司，为企业发展建言献策，贡献青春与智慧。

（罗霞 本报龙里记者站 龙毅）

“圆通小伙伴”人才基地在龙里揭牌

绿荫棚里肉鸽鸣，黄桃碧绿喜人心；高山云里茶成行，
绿水边上菜苗青！

近几年来，随着全国大扶贫号角连声吹起，地处三都
县西北面的大河镇，牢牢抓住各项扶贫政策机遇，结合自
身发展优势，一个个扶贫产业遍地开花，当地群众腰包渐
鼓，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近日，记者跟随着大河镇由镇党委班子及各村支书、
第一书记、群众代表近两百人组成的扶贫产业观摩团，上
山入村，深入田间地头，一起验收各扶贫产业发展成效，一
场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大比武”，在幅员297.59平方公里
的大河镇火热开展。各村支书、第一书记站在各自的“阵
地”上，纷纷晒出自己村脱贫攻坚“新招式”和“成绩单”，在
观摩场上相互切磋，共同搭起了脱贫产业比武擂台。

顶着骄阳，站在丰乐村黄桃种植基地上，微风徐徐，放
眼瞭望，满山遍地的黄桃青翠，在阳光下闪着绿光，让人心
旷神怡。这里不仅承载着村民脱贫致富的希望，同时也是
未来“世外桃源”旅游盛景。

“黄桃种植是去年才引进来的产业，现已完成种植
1000亩左右，动员 43户贫困户参与其中，预计 3年内能带

动贫困户脱贫致富。”丰乐村村支书王泽洪信心满满地说。
据了解，丰乐村全村分布居住有 6个民族，村支院落

留下了许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印记，记载着民族大融合
的智慧成果。丰乐村现已规划走好“产业+文化特色+乡
村旅游”之路，结合自身优势，着力打造看、玩、吃、住一体
化的乡村特色旅游胜地。

“到问支书住何处？蔬菜棚里陪苗长。”未到柳源村，
百姓心中“睡在蔬菜大棚里的好支书”已相传于耳。

“刚开始自筹资金发展蔬菜种植时，由于经验不足，
不得已搬到大棚里居住，日夜看护着刚种下的蔬菜，生
怕出半点意外，失去群众的信任。”柳源村村支书游昌乾
感慨道。

在柳源村蔬菜种植基地记者看到，村民们正在对刚采
收回来的茄子进行装袋，准备发往独山、都匀、凯里等周边
县市。蔬菜地里，一棵棵茄子枝叶繁茂，果实累累。

游昌乾介绍，茄子的采收期较长，一般可以持续到 10
月份，且出产率高，一天一采收，果实大小基本一致。

据了解，春节期间，该村仅种葱带来的收入就达 3万
元；目前成效较好的茄子平均每天收益 7500元。自蔬菜

基地启动以来，先后解决无能力外出务工群众 4500人次
就业，并带动周边群众种植蔬菜400亩。

“轰隆隆……”站在和平村茶叶加工厂外，机器炒茶声
轰鸣贯耳。走进加工厂，只见十几台机器忙碌运转，烘干、
翻炒……一片热火朝天。

“以前村民们采摘茶青卖给外地商人，价格低不说，有
时候还遇不到收购的人。所以在村委的支持下，我决定返
乡创办这个加工厂，村民们采收的茶青我这里都会收购，
看到销路不是问题了，现在村里种茶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茶叶加工厂厂长张勇乐呵呵地说。

和平村结合实际，始终坚定不移的走“茶叶”产业化之
路，现茶叶种植面积达 1 万多亩，茶产业惠及群众 5100
人。同时，借助老王山万亩天然杜鹃花海着力打造“以花
为媒、以旅兴茶”发展之路，并举办了两次“老王山杜鹃花
海徒步露营活动”，成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参加，
为和平村建立生态旅游观光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村一特色，一产多经济。大河镇扶贫产业各开奇
花，铸就了绚丽多姿的脱贫美景，各村各寨齐发力，共同吹
响了一曲脱贫攻坚的激昂乐章。

产业花开遍地香
——三都县大河镇脱贫攻坚走笔

本报三都记者站 陈明珠

本报讯 都匀市城管局以“两学一做”为抓手，结合工作实
际，注重以上率下，推动城管各项工作更上台阶，市区各街道整
洁有序，杜绝乱摆摊和占道经营的现象。

该局充分发挥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带头示范作用，切实做到
带头学习、带头讲党课、带头开好民主生活会、带头落实领导干
部双重组织生活制度、带头做合格党员合格领导干部等“五个带
头”。与此同时，对局属各单位党支部和主要负责人提出相应的
要求：把稳思想之舵，真正按本色做人，按角色办事，做好表率作
用。

该局通过“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提升城市管理各项工作，严
肃纪律、文明执法、统一指挥、实时监控市区各个集市到街面巡
查，发现违规违矩的现象及时制止和挪移，使都匀市区各街道整
洁有序，杜绝乱摆摊和占道经营的现象。 （刘登广）

都匀市城管局

抓实“两学一做”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妈妈，你今天回来吗？”每个星期五早上 8点左右，金丽
都会准时接到年仅4岁的女儿去幼儿园之前打来的电话。然
而，金丽每个星期的回答都只有三个字——不确定！自2015
年分管扶贫工作以来，作为瓮安县玉山镇党委宣传委员，金
丽已经记不清熬了多少个通宵、也记不清失言了家里人多少
件事，更不清楚连续第几个周末没有好好休息了……

“精准扶贫这个工作，是既费力又不讨好的事，别人甩都
甩不脱，你是不是傻子？还接受。”党委会上，有的班子成员
对金丽说。但在金丽看来，如果所有的干部都抱着这种想
法，那工作谁来做呢？这“好心”的劝说，不但没有动摇她，反
而更加坚定了她做好这项工作的决心和信心。

在结对帮扶工作中，金丽以身作则，把最偏远的小开洲
村塘湾组的 6户贫困户留给了自己。塘湾组，是玉山镇地理
条件最差，也是唯一一个没有硬化道路的组。自开展帮扶以
来，她几乎每个月都要去一趟，每次都总是走得气喘吁吁，她
总是说：“这才是扶贫的真实写照，心里踏实啊。”一天，扶贫

站跟她汇报，还有两户找不到帮扶人，她毫不犹豫地说说：
“给我吧。”就这样，她的帮扶户从6户变成了8户。

一次，金丽在外学习，帮扶对象高付刚腰椎病突发，他记
得金丽跟他说过医疗救助政策，但是记得不是很清楚，他赶
紧打电话给金丽，金丽告诉他，带着他家里的那张贫困户登
记卡在镇卫生院出个转院手续就可以去县医院治疗了。高
付刚出院后，第一时间给金丽打了电话，让她去家里一趟，说
有事。金丽就想是不是高付刚家里出事了，急急忙忙赶到高
付刚家，才发现他给她准备了鸡蛋和土鸡，让她带回家吃，这
时，她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原来高付刚去住院治疗没有花
一分钱，所以他想送点东西表示感谢，面对帮扶户的感恩，她
说：“伯伯，这些都是国家的惠民政策，只要你们生活有保障
了，党委、政府就安心了”。

玉山镇龙蟠村，由于紧靠乌江边，山高坡陡，交通不便，
贫困人口多，作为分管精准扶贫的领导，金丽又在镇党委会
上申请调整为龙蟠村的包村领导。面对龙蟠村 224 户贫困

户，她多次与村支两委开会商量怎么帮助贫困户脱贫。每天
她心里都盘算着，哪些人适合养殖？哪些人适合种植？哪些
人需要进行危房改造？哪些人需要就近务工？哪些人需要
民政兜底？就这样进行了合理分类。她找到在龙蟠村的各
个企业，各个大户，与他们协商就近解决贫困户的务工问
题。龙蟠村干塘沟组蔬菜种植大户蒋正祥积极支持金丽的
工作，承诺每天可吸纳 15人在基地上就业，花坪组万波家庭
农场在茶叶采摘期和水果采摘期解决了 100 人次的临时就
业。在家剩余的老弱残人员就发动他们进行生猪养殖，截至
目前，共有83户贫困户通过生猪养殖增收。

龙蟠村的基础设施薄弱，她积极到各单位申请资金 300
余万元，解决了道路硬化、沟渠修复等问题。龙蟠村村委会
因面积小，且年久失修，她积极向县教育局、县审计局、县人
大等部门争取资金，将闲置的龙蟠小学进行装修，作为村委
会的办公场所，增强了村级基层组织堡垒战斗力的作用。

近两年来，每一次工作检查、督查，玉山镇的扶贫工作都
得到肯定。兄弟乡镇都问金丽是怎么做的，她说：“扶贫工
作，只能踏实干，不能侥幸，不能应付，我们把贫困户的事当
成自个的事来办，那没有做不好的扶贫，没有打不赢的脱贫
攻坚战。”

扶贫路上的铿锵玫瑰
——记瓮安县玉山镇党委宣传委员金丽

本报记者 张琴

本报讯 近日，长顺县联社“金融致富学堂”走进代化
镇康顺小区，给当地群民讲解蔬菜种植、病虫害防治等技
术，以提高贫困群众脱贫致富能力。

代化镇地处麻山腹地，是贵州省20个极贫乡镇之一，
属脱贫攻坚的“决战点”和“重灾区”。目前，该县共有建档
立卡未脱贫贫困户12134户，贫困人口40880人，仅代化镇
建档立卡贫困户就有2070户7256人。

为助力代化镇实现脱贫目标，该县联社扎实开展金
融精准扶贫，制定了《长顺联社助推代化镇脱贫攻坚金
融服务实施方案》，成立金融服务领导小组，组建“脱贫
攻坚”金融服务行动队，与代化镇政府签订了《银政合
作脱贫攻坚战略协议书》。同时，积极推行普惠金融，举
办“金融致富学堂”，利用这一平台让百姓了解到种植、
养殖、经营、销售等各项创业致富技术，从而培养出有
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实现培训 1人，参

与1人，就业1人，脱贫1户。
自 4月份开始，长顺县联社举办了首期“金融致富学

堂”，培训内容有养殖种植技术、农村电商知识、金融合规
知识、扶贫政策项目等，学员主要由贫困户、致富带头人组
成，授课师资来自长顺县相关部门、企业专业技术人员。
学员完成相关培训计划后，根据学员的培训情况，由该县
联社“金融致富学堂”领导小组颁发结业证书，学员可凭证
书享受“创业担保贷款”、“双加贷款”、上调一个信用等级
及提升相应授信额度等优惠政策。

33岁的黄厚林是代化镇朱场村白泥组的贫困户，家中
有6口人，父母体弱多病，孩子年幼，一家人的生活经济来
源全靠他支撑，家庭状况困难。在贫困的情况下，黄厚林

“人穷智不短”，在该县联社的帮助下，毅然搞起了养猪产
业。目前，存栏母猪30多头，猪仔80多只。

“要是没有信用社，我的产业也不存在，现在又参加他

们举办的‘金融致富学堂’，学了很多东西，下一步想把产
业做大，带动周边贫困户，让大家一起脱离贫困，都过上好
生活。”说起亲身经历，黄厚林如是说。

据了解，长顺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紧紧围绕省联社金
融精准扶贫战略布局，积极开展辖内贫困户建档评级授信
和“特惠贷”发放工作，截止 6月末，各项贷款余额 321367
万元，其中涉农贷款
288531万元，农户贷
款余额197135万元，
精准扶贫“特惠贷”
累计贷款金额 25976
万元，余额 19618 万
元。

（本报长顺
记者站 龙再刚）

长顺：“金融学堂”拓宽百姓致富路

本报讯 7月9日，龙里水乡“飞跃丛林”开业仪式暨丛
林嘉年华活动在龙里水乡旅游生态城“飞跃丛林”项目基
地举办。著名演员王宝强作为该项目的形象代言人参加
了当天的开业仪式，并与游客一道共同体验在丛林间“飞
跃”的快感和惊险刺激。

据了解，飞跃丛林起源于北欧，是一项亲近自然、健康
时尚的吸氧户外旅游活动。它通过在林间设置并搭建各
种难易不同、风格曲异、超强刺激的关卡，让大家融入自

然，感受树上攀爬与林间穿越的刺激。
龙里水乡“飞跃丛林”是贵州龙里水乡旅游生态城面

向游客推出的首个项目，占地面积达83681平方米，由贵州
云龙旅游集团投资 6000万元打造，将成为集真实地理环
境、一流户外设施、国际安全标准、专业教练团队于一体的
户外运动和极限体验旅游区。

（本报龙里记者站 潘希来 杨娜 摄影报道）

游客体验飞跃丛林项目

龙里

“飞跃丛林”为全域旅游添活力

王宝强体验飞跃丛林项目

游客参与趣味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