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里县特色黔货

开辟对外新窗口

农特产品与旅游服务

入展南沙粤港澳推广平台

本报讯 近日， 龙里县农特

产品与旅游服务入展南沙粤港澳

推广平台签约活动， 在广州市南

沙区举办。

据悉， 此次签约进一步推动

了龙里与南沙两地合作， 龙里县

将借助广州市南沙区粤港澳推广

平台，推动产业布局优化进度，拓

展对内对外开放空间布局， 让龙

里县优质绿色的农特产品、 丰富

多彩的旅游资源走出家门、 走向

世界，为决战脱贫攻坚作出贡献。

下一步， 龙里县将进一步加

快推进黔货出山“走出去” 项目

落地， 扩宽农特产品与旅游服务

的营销推广渠道。

（罗应好 本报记者 许发顺）

南明区法院———

“数字化庭审” 实现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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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百姓富生态美

实施

买吊瓜籽赠送小夹钳、辣子鸡“拆开” 来卖、牛肉粉“自加热” ———

息烽特产抓细节拓宽“电商快车道”

吊瓜籽每天的订

单 达 到 70-80 单 、

“私人定制” 辣子鸡

受到追捧、“方便牛肉

粉” 让远方的游子品

尝到家乡的味道……

当下，息烽的一些

农特产品以小创新抓好

细节， 搭乘电子商务信

息化快车， 从地上到线

上、从车间到舌尖，让人

们享用独特地方美味变

得迅速而便捷。

把推进农村电子

商务作为实施 “大数

据” 的有力抓手，让本

土产品走出深山。正在

创建省级电子商务进

农村综合示范县的息

烽，闯出一条农村电商

引领产业发展和农民

脱贫新路。

注册“禅意” 和“白雾” 两

个商标， 设计手抓包、 袋装、罐

装、 礼盒装等包装。 更细心的

是，为方便用户特别是老年人食

用吊瓜籽，在购买一定数量的前

提下，产自息烽的吊瓜籽还赠送

独家定制的小夹钳。

去年 9 月 中 旬 ，“息 烽

产” 休闲零食吊瓜籽正式上

线销售， 从口味到包装设计

再到细节服务， 息烽吊瓜籽

搭乘互联网“快车” 悄然走出

大山，走向全国。 “现在平均

每天的订单有 70 至 80 单，收

入 3000 元至 5000 元 。 ” 息烽

“知味美” 电商公司经理李龙

益说 ，下一步，公司将借助网

络视频直播、开设“天猫 ” 店

等，整合线下 、线上渠道拓展

市场。

据介绍 ， 吊瓜极具食用 、

药用 、观赏价值 。 目前，息烽

种植吊瓜近 3000 亩 ， 覆盖九

庄、鹿窝 2 个镇 8 个村 ，吸纳

1100 余名农户通过土地入股

或就近务工增加收入。 去年 2

月，以吊瓜为主打产业的息烽

康源田园园区荣膺省级现代

高效农业示范园区。息烽还计

划 到 2020 年 扩 种 吊 瓜 5 万

亩 ，带动 3 万人增收 ，打造全

国“吊瓜之乡” 。

单独包装的鸡腿、鸡翅、鸡

翘……把一只鸡“拆开” 来卖，

结合旅游休闲食品开发，一直

是“大而全” 的息烽“阳朗 ”

辣子鸡拥有了全新的 “打开

方式” 。

去年 8 月以来 ， 共投入

7000 万元的息烽 “叶老大” 和

“黄南武” 两家辣子鸡企业新厂

房和生产线相继建成并投入试

生产，结束了息烽“阳朗” 辣子

鸡作坊式的生产历史，开启工厂

规模化生产新时代。

值得一提的是，“叶老大”

和“黄南武” 两家辣子鸡企业

还按照电商化理念对产品进

行改造、研发，纷纷做足辣子

鸡文章：针对各类消费群体需

求 ，生产不同辣度 、包装不同

重量甚至“私人定制” 辣子鸡

系列产品。 同时，新开发生产

腐乳、烟熏、调味等产品类别，

把企业店铺开设到多个电商

平台上，销售业绩不断提高。

在家花 5 分钟时间就能吃

到一碗地道的牛肉粉； 就连在

户外无火无电加热情况下，通

过“自加热” 包装也能享用热

气腾腾的牛肉粉。 为给消费者

带来方便、 快捷、 美味的味觉

体验， 贵州味美公司 “E 平方

小厨房” 项目拓展思路、大胆

尝试， 让群众过上快捷而舒适

的生活。

落户息烽 10 余年的贵州味

美公司一直以生产调味品为

主。 近 3 年来， 公司以电商转

型为引领，预计投入 5000 万元

全新研发建设 “E 平方小厨

房 ” 项目，确立起“大单品 +

净菜” 的生产格局。 大单品即

“方便牛肉粉” ， 与普通方便

面不同的是， 味美公司的牛肉

粉使用更新鲜的食材， 让消费

者食用到更为安全、 放心的食

品。 目前，“方便牛肉粉” 已开

发出 5 种口味以及

普通加热和 “自加

热 ” 两款包装，市

场 前 景 广 阔 。 而

“净菜” 则采取社

区 O2O 模式销售， 提供干净、

便捷、美味的多款“净菜” ，使

群众的生活更加便捷。

本报通讯员 罗建普

搭乘电子商务快车 美味吊瓜籽“出山”

创新销售模式 辣子鸡“华丽转身”

以电商转型为引领 “味美” 实现“完美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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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城市振兴计划 搭建空间布局“大框架”

云岩区着力推动城市功能

配套向东西北三片区延伸

本报讯 记者从云岩区了

解到，以棚户区改造为核心，云

岩区将全力实施城市振兴计

划，进一步加大城市人口、城市

交通向东西北三片区疏解，推

动城市功能配套向东西北三片

区延伸， 搭建城市空间布局的

“大框架” 。

其中，东片区将以七公里滨

河走廊为主线，着力建设综合性

企业总部基地、 五星级酒店、国

际主题公园，打造集综合性宜居

新城和标志性生态廊道于一体

的城市副中心；西部片区将强化

与观山湖、南明、花溪、清镇等区

域的联动发展，以推动园区建设

为重点， 塑造云岩的制造脊梁，

开辟全区经济发展的 “第二主

战场” ；北部片区将发挥生态优

势，建设聚集创新研发、文化创

意、休闲旅游等业态的创新型产

城融合示范中心，开辟城市永续

发展新空间。

在此基础上， 云岩区中心

城区将以人民大道项目为依

托， 增强城市综合服务功能，

提升现代化国际化水平， 加快

完善都市功能和配套设施，建

成发展服务经济、 传承历史文

脉、 彰显城市魅力的核心承载

区。 在产业布局方面， 人民大

道南部将打造建设金融、保险、

证券、商务、步行街区、总部楼

宇和新型商圈， 中部将布局发

展旅游、传媒、文化、体育等产

业业态 ， 北路将布局现代咨

询、 会展服务产业， 打造形成

文创、出版、律师、会计服务等

楼宇和商圈。

（本报记者 黄秋月）

本报讯 近日， 记者从息

烽县获悉， 该县今年计划完成

12.7 万亩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目前已完成 5.6 万亩， 占全年

目标的 44%， 农业产业结构调

整工作有序推进。

据悉，在今、明两年，息烽

县拟完成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26.2 万亩， 其中今年计划完成

12.7 万亩。 在今年的农业产业

结构调整中， 主要以高产出的

水果、药材等种植业为主，涉及

刺梨 5 万亩、茶叶 2.2 万亩、中

药材 1.6 万亩、葡萄 0.9 万亩，

其它水果 3 万亩。

近来，息烽县通过“3+N”

产业发展模式，不断创新“果园

代建” ，目前共落实 13.5 万亩，

占两年总任务的 106%。 针对今

年的调整目标中， 目前已完成

订购各类种苗 360 万株， 完成

种植 5.6 万亩。

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

息烽县以农村“三变” 改革为

抓手，充分发挥平台公司、社会

企业以及合作社的带头作用。

到目前为止， 共有参与农业产

业结构调整的县级平台公司 2

家、社会企业 48 家、合作社 34

家，带动农户 7126 户，其中低

收入困难户 1537 户。

（本报记者 黄菊）

息烽县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助推高质量扶贫

今年拟完成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12.7万亩

本报讯 近日， 乌当区今

年首场“道德讲堂” 总堂活动

在乌当区区委党校 “道德讲

堂” 总堂开讲，活动邀请到贵阳

市身边好人、乌当区第三届“最

美乌当人” 吴国柱作宣讲报告。

来自乌当区委组织部、 区委宣

传部等部门的 40 余名干部职

工参加了活动。

此次“道德讲堂” 总堂活

动围绕“自我反省、念劝善词、

行崇德礼、唱歌曲、学模范、诵

经典、发善心、送吉祥、一堂一

善事” 九个环节依次展开。活动

中， 大家观看了道德模范朱建

华 《用孝谱写大爱的人生》的

感人事迹短片。 在学模范环节，

身边好人吴国柱以 “大爱无

疆” 为主题，讲述自己多年来不

离不弃， 悉心照顾身患帕金森

综合症的妻子与病魔作斗争的

一件件感人故事， 让在场听众

为之敬佩、为之感叹，现场不时

响起阵阵热烈的掌声。 大家纷

纷表示， 要以朱建华和吴国柱

两位模范为榜样， 兢兢业业干

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孝老爱亲，

积德行善。

据了解， 自 2014 年以来，

乌当区充分发挥 “道德讲堂”

建设阵地作用，利用区委党校、

羊昌豫章书院 “道德讲堂” 总

堂阵地，每年开展 20 场“道德

讲堂” 活动，在活动中宣讲可亲

可敬、 可信可学的模范人物先

进事迹，弘扬社会主旋律，传播

道德正能量，使道德观念入脑、

入心， 在全区上下营造了明礼

知耻，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良

好氛围， 推动了市民文明素质

的大提升。

（宋移波 本报记者 樊荣）

乌当区今年首场

“道德讲堂”总堂活动开讲

本报讯 近日， 记者从经

开区生态促进局发布的信息了

解到，过去一年，经开区空气质

量持续改善， 主要污染物浓度

较 2016 年同期下降 6.7%－

15.0%。

去年， 经开区生态促进局

紧紧围绕改善环境空气质量的

目标，创新治污机制，分解落实

责任，加大治理力度，以工地道

路扬尘整治、 垃圾秸秆焚烧整

治、机动车尾气污染治理、工业

废气治理、饮食油烟治理、非煤

矿山治理、环境绿化等“七大工

程” 为抓手，全力加强空气污染

源管控和治理。

经开区大气办通过采取宣

传与管制相结合的方式， 加强

大气环境改善力度。 在宣传方

面， 通过建立空气质量联络微

信群、QQ 群，及时发现并解决

相关大气污染问题。 同时，开展

空气质量调度上千次， 协调相

关部门发放各类宣传资料上万

份，悬挂宣传横幅 100 多幅，设

置禁止焚烧垃圾提示牌 20 多

块，宣传标语 60 多条，更新宣

传专栏 60 多期，喷绘宣传墙 10

多张。

在整治方面， 全区投入大

气污染防治资金 9.1 亿元，完

成 7 家企业 VOCs （挥发性有

机物）的治理验收备案，取缔关

停非法打砂场 10 家，处理工地

路面污染约 8.98 万米，冲洗人

行道及道牙约 40 万米，巡查发

现处置露天焚烧垃圾 、 秸秆

1000 多起，建立珠江路“夜市

摊点油烟治理示范一条街” 。

通过努力，2017 年，经开区

主要污染物浓度较上一年大幅

降低，空气质量显著改善。 大气

优良率为 95.6%，PM10、PM2.5、

NO

2

、O

3

、SO

2

、CO 六种主要污

染物浓度全部呈下降趋势。

（本报记者 黄菊）

经开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去年主要大气污染物浓度全面走低

城市环境卫生不仅是城市文

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更是直接关

系到百姓的幸福感。 为进一步改

善市容市貌，提高城市的颜值、气

质和品位，近年来，花溪区通过创

新机制、强化管理等举措，全力推

进街道市容环境卫生精细化、制

度化、规范化管理，全面提升和改

善人居环境。

扮靓“百姓家门口”

群众居住更舒心

“政府为我们老百姓办了件

大好事， 这条路现在好走多了，遇

到下雨天再不用担心那些讨厌的

‘眨眼石’ 了。 ” 日前，家住花溪区

学士路的退休职工段齐伟说起家

门口这条路发生的变化时，赞不绝

口，“之前，这条路可用‘脏乱差’

来形容，区里实施背街小巷改造工

程后，这里完全变了个样。 ”

背街小巷是城市之窗、 百姓

之路。 为了扮靓百姓“家门口” 的

小街小巷，一年来，花溪区把彻底

解决辖区老旧小区和背街小巷存

在的道路破损、排水不畅、环卫设

施缺失等问题列入“十件实事” ，

先后投入了 820 余万元资金，对

花谷路、学士路、霞晖路、青青巷

等 29 条背街小巷进行整治。 经过

提升改造后，如今一条条平整、干

净的小街小巷正不断刷新着花溪

城区的“颜值” ，获得群众的纷纷

“点赞” 。

在提升改造过程中， 花溪区

城管局以“为民服务” 作为出发

点和落脚点，按照“水通、路平、灯

亮、线齐、墙美” 目标要求，严把质

量关， 让昔日破旧的背街小巷换

了新颜。 截止到目前，已全部完成

车行道整治 37592 平方米、 人行

道整治 16136 平方米、 排水管网

维修改造 5325 米、疏通改造化粪

池 23 座、新增（更新）环卫设施

439 个。

实行“环卫一体化”

城市面貌更洁净

无论是大街还是小巷， 连着

的都是大民生。 为全力打造让群

众满意的民生工程， 花溪区注重

从“细微之处” 做好环境治理工

作。 自 2015 年以来，通过向贵阳

京溪生态城市综合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购买公共服务， 花溪区成为

全市首家“大环卫一体化” 改革

试点，搭建了“扫、收、转、运、处”

大环卫一体化的全链条。 对主城

区、青岩镇、孟关乡、石板镇等面

积约 700 万平方米的道路实行综

合清扫保洁， 改变了过去传统的

保洁、清扫模式，使环境质量得到

了进一步改善。

“这条长约 700 米的路上落

叶特多， 如果是靠过去的人工清

扫， 那 4 名环卫工人扫上两小时

都整不干净。 现在，我们用扫地车

10 分钟就能搞定。 ” 正在花溪区

迎宾路指挥作业的彭利说，“目

前， 花溪区主干道的机扫率已经

达到 100%。 ”

为创造更加优美整洁的生活

环境， 花溪区城管局还结合全域

文化旅游创新区建设， 将环境综

合服务向社区、学校、公园、机关

单位、商业场所等前端延伸，开展

了微环境服务和道路清扫保洁作

业，对生活垃圾、废旧物资、园林

垃圾等多种固体废物进行齐收共

管。 去年 11 月，花溪区城管部门

再次与贵阳京溪生态城市综合管

理服务有限公司达成协议， 在原

有作业面积上新增了清溪路、思

杨路、天河潭大道、龙燕路、谷槐

路等 70 余万平方米的服务面积。

实施“厕所革命”

如厕环境更文明

公厕虽小,却是折射一个城市

文明程度的窗口。 近年来，花溪区

结合全域文化旅游创新区的建设，

按照“厕所革命” 要求，将城区公

厕的规划、建设与管理纳入“十件

实事” ， 通过不断加大资金投入，

按照“全面规划、合理布局、改建

并重、卫生适用、方便群众、水厕为

主、有利排运” 的原则，在狠抓城

区现有的 15 座公厕日常保洁和设

施管理的基础上，先后对城区的溪

北路、贵筑路、松涛路等路段上的

9 座公厕的外观、蹲位、排污管、地

砖、换气扇、冲水设施等进行了全

面的升级改造。

去年， 在区城管局的统筹安

排下， 在花溪二桥附近新建了一

座总投资为 135 万元 ， 面积为

129.8 平方米的新概念公厕。这座

内外装修漂亮、 新颖的新概念公

厕， 与传统厕所最大的不同之处

是，增加了 WIFI、缴费

设备、ATM 机、便捷充

电等服务设施，为群众

提供便民服务。 同时，

新增设了环卫工人休

息室，配备有沙发、办公桌、微波

炉、饮水机等生活设施，为环卫工

人提供贴心服务。

“今年，我们将继续对花溪区

现有的公厕实施提升改造， 更加

注重从人性化角度考虑， 进一步

完善功能，擦亮文明窗口，对于有

条件的公厕加装负压除臭设备，

让市民的如厕环境更好。” 花溪区

环卫所相关负责人说。

本报记者 詹燕 文 / 图

精细着手惠泽民生 全力扮靓“大美花溪”

———花溪区强化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工作侧记

图为花溪区环卫清扫车正在作业。

共建共治共创共享

文明就在你我之间

本报讯 2017 年，南明区法

院同步录音录像庭审案件 7076

件，占开庭案件的 90%以上，数字

化庭审实现常态化。

据悉，南明区法院不断加强

法院信息化建设，依托信息技术

提升审判工作质效， 建成了 23

个数字法庭，实现案件庭审同步

录音录像。 庭审结束后，当事人

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对开庭笔录

有异议并申请补正的，书记员可

以回放录音录像进行核对 、补

正，有效避免开庭笔录出现遗漏

和瑕疵，倒逼法官不断提升庭审

驾驭能力，确保公开、公平、公正

审理。 庭审同步录音录像随案生

成电子卷宗，上传至法院大数据

平台系统，便于长期保存和随时

调阅。

为推进庭审同步录音录像工

作， 该院完善了相关工作制度，

并将庭审录音录像工作纳入绩

效考核范围， 实行月通报制度，

作为年终评先选优的依据。

据悉，南明区法院将进一步

推进庭审录音录像工作制度化

常态化， 确保每一件案件的庭

审过程有影像、有声音，让审判

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让人民群

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感受到公

平正义。

（本报通讯员袁娟 王爱 王雯琳）

本报讯 日前， 贵阳市 2018

年实施生育全程基本医疗保健服

务改革现场推进会在开阳县召开。

会前， 与会人员现场参观了

开阳县按标准化进行建设的妇

幼保健院，详细了解全县妇幼保

健工作开展情况。 座谈会上，观

看了开阳县生育全程基本医疗

保健服务改革专题片，开阳县人

民医院、 清镇市妇幼保健院、开

阳县卫计局作交流发言。

会议要求，全市各区(市、县）

卫计系统和各医疗单位要提高认

识，加强组织领导，保障项目推进；

要提升内涵，加强技术指导，保障项

目质量； 要强化管理， 加强绩效考

核，保证资金安全，全面推进生育全

程基本医疗保健服务改革工作，切

实提高服务质量，保障妇幼健康，为

母婴安全提供全方位保障。

当天， 与会人员还到龙岗镇

卫生院、龙岗镇谷坝村卫生室进

行参观。

（本报通讯员 曾武）

贵阳市生育全程基本医疗保健服务改革现场推进会召开

开阳县两家单位作交流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