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3 日中午两点钟左右，都匀毛尖
镇凌云小学校园内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来自毛尖镇九个村的87户贫困户，早早的
就聚集在这里举行毛尖镇茶旅一条街大坪
阳村大炉镇异地移民搬迁点进行入驻前的
抽签选房仪式，他们要通过抽签的方式选
到自己心仪的“小别墅”。

毛尖镇2016年易地扶贫搬迁项目选址
于坪阳村毛竹冲组大炉镇安置点，地势广
阔，交通便利，处于螺丝壳风景区的核心
位置，风景优美，选址处于毛尖镇万亩茶
山之中，地理位置优越，适合搬迁进来的
贫困户茶旅游开发。整个搬迁占地面积
300 亩，建设安置房 104 套，建设供水、
供电、道路、绿化等相关配套基础设施
2.5万平方米，项目计划安置农户 104户。

在前期已建成的房屋中，已安排了有25户
贫困户入住。7 月 3 号举行这次抽号选房
是毛尖镇易地扶贫搬迁大炉镇安置点最后
一批房子。因此，无论是当天抽号的贫困
户还是前来看热闹的村民，把毛尖镇凌云
小学校园挤得水泄不通。

这些毛尖镇贫困户当天来抽号选的房
子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漂亮“小别墅”，
这个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建设按高标准要求
建设，或两或三面临空，结构新颖，装修
精致，外观和城区的小别墅没有什么两
样；还备有客厅、餐室，卫生间等，从远
处望去，目之所及，红砖青瓦、楼台亭
角，如层层叠起的波浪，此起彼伏如一栋
栋“别墅”，外观漂亮，让人羡慕。

毛尖镇在螺丝壳风景区建设扶贫生态

移民搬迁工程，把扶贫生态移民安置工程
与旅游景点的建设有机结合，就是要通过
引进茶旅游产业，不仅把贫困群众从穷窝
里面挪出来迁到旅游点改善了居住环境，
并且利用中国十大名茶都匀毛尖茶的品牌
优势和螺丝壳风景区旅游景点是毛尖茶的
主产区等旅游资源的优势引导贫困群众到
螺丝壳风景区旅游区创业、就业，摆脱贫
困，解决就业难等民生问题。

贫困户梁先贵，他家住毛尖镇边远的
江洲村 10组，家庭人口 6人。今年他申请
搬迁到坪阳村毛竹冲组大炉镇安置点，想
以移民搬迁的方式实现自己多年来们脱贫
致富梦。他告诉笔者，他今天很高兴，因为
抽到了面积119为平方米的房子；按照镇里
的安排，近期将搬迁到入驻点安居生活，他

笑嘻嘻地说，前段时间村里面带他们去看
过房子，大炉镇移民搬迁点房子修得漂亮，
装饰象小洋楼，住房的楼下还有门面，自己
和家人己经商量，打算入驻后，先做点家乡
毛尖茶买卖，然后看看租用楼下的门面来
做旅游接待，争取用两、三年时间提高自己
一家人的生活水平，早日过上小康生活！

据悉，当天来自毛尖镇 9个村参加抽
签活动的贫困户共有78户抽到了他们心仪
的房子并即将搬迁入驻。毛尖镇党委书记
王有刚说，此次举行贫困户易地扶贫搬迁
坪阳村毛竹冲组大炉镇安置点抽签选房
后，毛尖镇党委、政府将在近期组织这些
贫困户尽快入驻安居，早日让这些贫困户
搬出大山到安置点生活，逐步走向脱贫致
富的大道。

毛尖镇发“福利”贫困户选“别墅”
——都匀毛尖镇茶旅一条街异地移民搬迁点入驻抽签选房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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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债权人：
为核实和清理贵州江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债

务，保障各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请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携带相关债权凭证和身份证明，到荔波县樟江国际
城项目11栋2楼进行债权登记。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854-3529177
贵州江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7年7月14日

公 告

本报讯 为强化基础税源管理，优化各类资源配置，实现片
区巡查、纳税辅导、数据采集的一体化征收管理模式，龙里县国
税局、地税局联合实施税务登记片区巡查管理工作模式。

龙里县国地税两局成立联合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制定《联合
税务登记片区巡查管理工作实施方案》，将工作纳入“一把手”工
程和重点督查项目，在人财物等方面予以倾斜支持。双方各抽
派2名干部组成工作团队，按片区、行业等要素将管辖内纳税人
划分为小组，以组为单位开展全面巡查，详细提取各行业纳税人
涉税信息，准确掌握纳税人运行模式和经营纳税情况，确保做到
税源清、底数明。以国税、地税纪检监察部门为阵地成立专项督
察小组，随时跟踪指导片管员工作推进情况，按月对巡查工作中
的行为、程序、依据等情况进行督察通报，并将督察情况纳入个
人绩效考核，确保税收执法风险的有效规避。

今年5月至6月，龙里县国税局与地税局已组织开展联合巡
查 2次，派出税务干部 21人次，完成纳税人排查 800余户，已对
11户未办理税务登记证的纳税人下达责令整改通知，对46户涉
及变更信息的纳税人下达税务事项通知，对 9户个体纳税人进
行了定额调增，联合巡查工作机制成效明显。 （卢军 刘佳佳）

龙里县国地税局联合打造片区巡查管理模式

本报讯 近曰，由州 12个县、市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基
层规范化建设负责人组成的观摩团到龙里县贵州创奇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谷脚镇总工会进行现场观摩。

观摩团先后观摩了贵州创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科研室、宣
传栏、生产车间、职工娱乐活动室、职工宿舍、职工食堂、职工电
子阅览室和生产车间，谷脚镇总工会宣传栏、职工活动室，电子
阅览室、图书室、困难职工维权帮扶中心，工会APP演播室和查
看了近三年的工会工作资料。

参观结束后，全各县市工会代表纷纷表示，要以做实基层、
惠及职工、搞活机制为基本思路不断推进工会工作，增强基层工
会活力，不断提高基层工会工作针对性和有效性，努力在服务党
委政府中心工作、服务职工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王滕江）

州工会观摩团到龙里观摩

炎炎夏日，艳阳高照，记者登上了位于
平塘县平舟镇龙兴村一地名为“杉木坳”的
山坡上。老远就看见山坡上一派生机盎然
的景象：1000余亩的油茶树已成林，油茶果
子挂满了枝头，令人馋涎欲滴；树林中，5000
多只红羽土鸡成群结对，有的正在树上闭目
养神，有的在棚子里下蛋，有的正在树底下
刨翻着，互相追逐，见了生人不停地发出

“咯、咯、嘎、嘎”的叫声……昔日荒凉的山
坡，如今已经充满生机。

而油茶基地里，平舟镇龙兴村的村民们
正在山上忙碌着，因为他们在这里耕耘，平
均每人一年能比以前多收入 8000多元！在
这一块荒地变宝地的背后，却蕴含着贵州玉
水油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安锡芬与
她丈夫范伟的心血。

生在石阡 情系平塘
“天道酬勤，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与其

说是安锡分与范伟夫妇传承的家训，不如说
是夫妇俩多年奋斗创业的亲身感受。

安锡分与丈夫范伟是铜仁地区石阡县
人，曾在南京、上海开过服装厂与焊工厂，有
着让人羡慕的丰厚收入。但是，由于工作流
动性大，夫妻俩无法照顾到家里的父母和孩
子，2005年，夫妻俩决定返回贵州创业，在都
匀市开了一家装修公司，还在周边承包建筑
工程，并买了2辆大巴车跑起运输业。

安锡分说：“油茶是近年国家倡导大力
发展的特种油料作物，是世界四大木本油料
植物之一，已经成为江西、湖南等省农民的
致富产业，十分适宜在我省的山地丘陵种
植。2009年，由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林
业局联合出台了《全国油茶产业发展规划
（2009－2020年）》经国务院批准正式颁布。
随后，贵州省林业厅出台了《关于加快油茶
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平塘县也出台了《关
于加快发展油茶产业的意见》。明确指出，
要推动油茶产业发展，积极拓宽油茶产业发
展的投资渠道。”

2009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安锡分与丈
夫范伟到平塘县承接装修工程时，听说平塘
正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当地有大量的荒山荒
地。具备丰富创业经验、先进理念和广阔视
野的夫妇俩抓住了这一机遇，瞄准油茶这一
产业，决定把 2辆大巴车与在石阡县的房子
卖掉，投入1000多万元，注册成立了“平塘县
龙腾油茶种植专业合作社”和“贵州玉水油
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平塘县平舟镇龙
兴村承包了1020亩荒山草坡,发展油茶种植

及养殖业。
“虽生在铜仁石阡，但情却系黔南平塘，

我就是平塘的儿子，我要为平塘的脱贫攻坚
献一份力。”安锡分自豪地告诉记者：“已在
平塘呆了 9年，能创业成功与平塘父老乡亲
的支持是分不开的。目前，油茶基地已让龙
兴村二组贫困户 14户 45人直接受益，并带
动周边农户 100户，每年解决当地农民用工
1000人次，使每户增收 8000元。如今，国家
政策好，大力扶持生态农业，油茶基地成规
模后，将带动油茶深加工和副产品生产链
条，从而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增加当地农民
收入。”

“我虽然是一名普通的农村创业者，但
我的成就离不开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
希望能成为一名中共党员！”安锡分说，“今
年的二月份，已向龙兴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
申请书，希望自己能以一名共产党员的身份
带领龙兴村的群众脱贫致富。”

昔日荒坡草地 今朝油茶飘香
穿行于玉水油茶基地，昔日的荒山已不

再荒凉。放眼望去，只见那漫山遍野、一望
无垠的油茶树随风飘扬，硕果累累，就像一
块块墨绿色的翡翠，镶嵌在山头地坡, 伴随
扑面而来的是嫩幽幽的油茶香气。

“创业难，创业开头更难！”回忆起当初
到平塘来发展油茶种植，安锡分感慨地说：

“2010年是百年不遇的干旱，一开始从江西
引进了20多万元的油茶苗过来栽种，因为那
一年气候干燥，引进来的苗都死掉了，自己
又花20万元重新买油茶苗来栽，再加上请人
工的费用，可谓损失惨重。当时，朋友们就
笑话，放着好好的工厂不要，却跑回来受苦
受累。”

当初，平塘县正大力推行土地流转，还
对花卉苗木产业制定了一系列的帮扶政策，
这让夫妻俩看到了希望。在接下来的一年
多时间，他们每天都穿梭于杂草丛林中，开
垦荒坡，平整土地，终于栽下了 1020亩油茶
苗。之后又到湖南、江西等地考察，学会了
种植油茶的一整套技术。

“这是我们的‘摇钱树’！”抚摸着已投产
的一株株油茶树，安锡分高兴地说：“别小看
这个小东西，丰产期一棵可产 50 斤。2015
年,油茶开采,就收果 120 吨，产值 36 万元。
2016年产油茶生果200吨，产值60万元。预
计 2018年进入丰产期后,每年产值可达 200
万元以上。”

“油茶全身是宝！一年下种，百年收

益。”一边忙着带领群众除草的安锡分，一边
向记者介绍说：“油茶属常绿小乔木，它的果
子可榨油，供食用，油茶籽生产的茶油有极
高的食用和医疗保健价值，果皮是提制栲胶
的原料。茶油色清味香，营养丰富，茶油里
面含有亚麻酸，长期吃茶油可以降血压，降
血脂，打通心脑血管病，特别是生小孩了，吃
茶油不长胖，耐贮藏，是优质食用油，也可作
为润滑油、防锈油。茶饼既是农药，又是肥
料，可提高农田蓄水能力和防治稻田害虫。
油茶壳又是很好的燃料，如果用来熏腊肉的
话，腊肉很好吃，油枯渣又是很好的肥料。
油茶苗栽下之后，后期就是管理，绿化生态
环保价值高，耐旱、耐涝、耐瘠薄，生命力极
强，非常适应荒山造林。”

林地巧利用 粗粪自己上山
为了把自己种植的油茶培育成真正的

绿色生态产品，在种下油茶苗后，安锡分采
用了笨办法，每年花 20 万余元买来农家肥
料，并掏大价钱雇人挑到山上，施在油茶树
根部。由于山高路陡，“一担挑到山上，施到
树下，人工费往往是农家肥的10倍。”仅此一
项，人工费投资就超过了20万元。

“创业之初，资金紧张，这样投入也不是

办法呀?”记者替他担心地问道。
“虽然初期这样投资较大，但我从来没

有后悔过。不过这肯定不是长久之计，得想
办法让农家肥自己上山。”

如何让农家肥自己上山？一开始，安锡
分真是没有一点头绪，整天没事就琢磨这个
问题。

油茶树苗茁壮地成长起来了，叶子绿得
泛黑。树下的野草也疯长，只有请人薅草。

“不薅吧，草埋住树。薅吧，人工费太贵。”安
锡分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2014年春季的一天，她正和工人一起薅
草。一个工人给安锡分发牢骚：“昨天忙着
来干活，院里的菜园门没堵上，俺家的鸡跑
进菜园里，才半天，别说菜，连草都被叨了个
干干净净。”安锡分一听，兴奋地一跃而起：

“有门了。”她扔下发愣的工人，转身跑回办
公室。

经过一番比较。2015年，安锡分夫妇
又投入 40万余元，大胆引进 5千只红羽生
态土鸡实行放养，建起牛舍引进 43头西门
塔耳牛和 30多头本地黄牛进行试养。一年
下来，4千只生态鸡和 10头牛就卖了 34万
余元，并成功注册了“平塘茶花鸡”这一
品牌。

“下一步，计划投入 300万元修建占地 8
亩地的油茶全自动加工厂、投入 127万元新
建可养殖 300头牛的标准圈舍，并对油茶基
地附近的机耕道进行硬化、加宽，进一步完
善休闲、娱乐设施，吸引更多游客上山来品
山鸡、看茶园。同时，成立以黑毛猪为主的
大型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带领全村贫困户发
展养殖业，实现双赢增收的目标。”安锡分对
于未来，信心满满。

荒 山 的 诱 惑
——平塘县龙兴村安锡分创业助民增收侧记

本报平塘记者站 石明钢

本报讯 7月 10日，三都水族自治县组织开展 2017年旅店
从业人员技能培训工作。

此次培训邀请了相关专家对旅店从业人员进行礼仪常识、
文明用语、三都县情、服务人员职业与道德、突发事件应对与处
置等培训，以培训增强从业人员综合素质和职业技能，为即将到
来的三都县建县60周年庆祝活动做好服务工作。 （徐健）

三都县组织开展旅店从业人员技能培训

本报讯 近日，龙里县检察院到辖区内龙里县完全民族中
学开展以“青少年犯罪预防及自我保护”为主题的法制进校园宣
传活动。

活动中，该院领导介绍了该院未成年刑事检察科成立，办理
未成年人审查逮捕、起诉案件，开展对中小学生法制教育宣传等
工作开展情况。并对学生们提出殷切期盼，希望他们主动学习
法律，增强自己的法制观念，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用法律约
束自己，真正做到知法守法，并能够懂得正确地运用法律手段，
维护好自身的权益，不仅要做一名能守法、善用法的好学生，也
要做一名对家庭、社会、国家有用的人。

同时，该院主讲检察干警还从什么是犯罪，什么是青少年犯
罪，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如何进行青少年犯罪预防以及青少年如
何运用法律进行保护好自己、维护自身权益等多个方面,通过身
边的案例，用深入浅出、幽默风趣的语言,以案说法,寓教于乐，
生动活泼地引导学生学法、知法、守法。活动过程中，还设置了
有奖竞答环节，学生们热情高涨、积极参与，最后在学生和老师
们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了此次讲座。

活动当天，该院还向全校师生发放了《预防青少年违法犯
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宣传手册300余份。 （舒娅）

龙里县人民检察院开展“法制进校园”活动

本报讯 进一步缓解了当地困难群众看病出行难的问题，
使他们不出远门就能够免费享受到专家的医疗服务，进一步提
高了广大农村居民健康的生活方式，增强了健康意识。近日，省
医专家、龙里县人民医院医务人员联合组成医疗服务队到湾滩
河镇开展“送医、送药、送健康”三下乡活动。

活动中，医务人员通过询问、检查等方法给村民检查治病，
对于病情轻微的，现场开出药方。对于病情较为严重的，指导村
民们及时到上级医院进行进一步检查，同时还免费为义诊村民
赠送家庭常备药品。

此次活动共诊治和咨询达112人次，发放健康宣传资料232
份，开出处方60份。 (董永)

省智力支边办到龙里开展三下乡活动

安锡芬带领群众在油茶基地劳作。

别墅级新房 毛尖镇易地扶贫搬迁大炉镇安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