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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阳县龙岗镇坝子村贫困户

李宪洪高高兴兴地领了茶产业分

红， 又盘算着什么时候把家里养

的猪卖了，早日脱贫致富；

贵州岚宇茶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卢建华谋划着购置抹茶生产设备，

提高产品附加值，助力公司转型；

开阳南贡河富硒茶叶有限公

司总经理李景平盼望着已经封顶

的酒店快些装修好， 为游客提供

更好的住宿条件， 让茶旅一体化

发展更上一层楼；

……

仲秋时节， 筑城大地一片丰

收景象。 在龙岗镇，李宪洪、卢建

华、李景平也获得了各自的丰收，

而这些，都和茶叶密切相关。

去年 8 月， 龙岗镇获批开展

全国农业产业强镇示范建设，开

启了深化农村产业革命的新篇

章。 一年多来，龙岗镇围绕“五

子登科” 深入开展农业产业结

构调整，先后发展起四千余亩蔬

菜基地、万余亩经果林、三万余

亩茶园基地等。 其中，茶产业发

展方面，龙岗镇茶园总面积突破

三万亩，投产一万五千亩，年茶

产业产值达七千余万元，走出了

一条实施农村“三变” 改革、研

发新产品、推动茶旅一体化的茶

产业发展新路。

踏上龙岗的土地， 循着茶

香，一路走一路看，感受和见证

了那些因茶产业发展而获得的

喜悦和期盼。

茶产业有分红

贫困户收获新希望

9 月 6 日，走在镇里刚为他硬

化好的进户路和晒坝上， 李宪洪

很高兴，他刚从银行取来了 1500

元茶产业分红， 村干部又给他带

来了生猪价格看涨的好消息。

2017 年， 龙岗镇将 740 万

元扶贫资金入股当地茶企， 当年

按 8%的比例进行分红， 到今年，

比例增至 9%，分红全部用于助力

贫困户脱贫致富和发展村集体经

济。 李宪洪领到的分红，正是来源

于此。

因为贫困，已经 53 岁的李

宪洪没有娶上媳妇 ， 一直跟八

十多岁的母亲和哥哥一家住在

一所老房子里。 几年前，李宪洪

外出时出车祸伤了左手 ， 劳动

能力大不如前 ， 在去年被识别

为贫困户。

李宪洪家房子门口张贴的

“脱贫攻坚清零行动公示牌” 上，

清楚地记录着镇里对他采取的帮

扶措施———补助生猪 8 头、 饲料

8 件，发放茶产业分红，硬化进户

路 15 米、晒坝 70 平方米。

“去年就得了 1400 元茶产

业分红， 这次领了分红之后，我

买了点饲料，等政府补助的猪仔

出了栏， 纯利润至少有一万多

元，到时候我就脱贫咯。 ” 李宪

洪说。

“全国农业产业强镇示范

建设的内在要求之一， 就是建

立完善农民利益联结机制 ，积

极 探 索 财 政 奖 补 资 金 股 权 量

化、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 、

农民变股东等多种易操作 、可

持续的方式 ， 促进农民增收致

富。 ” 龙岗镇三变办主任曾明

说，今年，龙岗镇计划实施三变

项目 10 个， 现已实施 8 个，其

中，资金入股项目 5 个 ，涉及资

金 850 万元， 土地入股项目 3

个 ，涉及土地 1200 亩，目前已

有 3 个项目实现分红。

深加工谋转型

老茶企找到新风口

这几天， 卢建华正为购置抹

茶生产设备的事情而奔忙， 为公

司转型发展做准备。

今年上半年， 落户龙岗镇的

老茶企贵州岚宇茶业有限公司的

新生产线投用， 研发出新产品碾

茶，这是抹茶的原材料。

“2008 年，公司开始在高寨

乡种植茶叶， 目前已发展 3500

亩。过去，公司一直在发展传统茶

产业。 如今，随着市场的变化，新

产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 ” 卢建

华说，正因为如此，他动了转型的

念头。

经过多次考察， 卢建华最终

选择抹茶作为转型方向。 卢建华

认为，传统茶叶用来泡着喝，而抹

茶是打成粉来吃，且用途广泛，可

掺入多种食品里， 价格约是碾茶

的四到五倍，市场前景更广阔，是

茶产业发展的新风口。

转型的第一步， 就是改造茶

园基地、增设遮阴网。

“抹茶要求茶叶具有‘两高

两低’ 的特点，即氨基酸含量和叶

绿素含量高， 茶多酚和茶碱含量

低。 遮阴网可有效降低对茶叶的

光照，从而达到‘两高两低’ 的要

求， 让茶叶的颜色更绿、 口感更

佳。 ” 卢建华说。

目前， 卢建华已在龙岗镇建

起新厂房，购进价值 600 万元的

新生产设备， 投产两条生产线。

卢建华说 ， 茶青进入生产车间

后，经过摊晾、杀青、烘干等工序

后，就成了碾茶。 按照春茶碾茶

每斤 60 元至 80 元、夏秋茶碾茶

每斤 20 元至 25 元的价格估算，

公司的碾茶年产值可达 300 余

万元。

新产品的出现 ， 带动了群

众增收。 卢建华说，生产碾茶需

要大量茶青。 按照计划，公司每

年能做三季碾茶， 每季的采茶

时间约 25 天，这改变了以往大

多数茶企只做春茶的传统 ，让

茶 青 的 下 树 率 从 以 前 的 不 到

15%增长到 80%以上， 有效延

长了采茶期 ， 增加了茶农的采

茶收入。

转观念探新路

回头客催生新业态

虽已是仲秋时节， 但南贡河

茶园依然一片翠绿，每到周末，都

有五六百名游客到访， 而夏天的

时候， 前来避暑体验的游客就更

多了。 这是开阳南贡河富硒茶叶

有限公司探索茶旅一体化发展带

来的新变化。目前，公司自种茶叶

4800 亩， 带动周边农户种茶超

万亩。

对于茶旅一体化发展的开

端， 李景平记忆犹新。 2017 年，

30 多位北方游客自驾经过南贡

河茶园时， 被浓郁的炒茶香气吸

引， 一路循着茶香来到公司的制

茶车间， 体验了从采茶到制茶的

全过程， 游玩之余还买了几万块

钱茶叶。 现在，这些游客每年还会

通过快递的方式在公司买茶叶，

成了忠实的回头客。

经过这件事情， 李景平下定

决心发展茶旅一体化。 之后，公司

先后投入七千余万元，修建酒店、

停车场、接待中心等，完善基础设

施。 目前，公司占地 2000 多平方

米、有 60 多个房间的酒店已经封

顶，正在进行装修，投用后将大幅

提升接待能力和质量。

（下转 2 版）

秋上龙岗觅茶香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陈宁 李春明

新华社贵阳 9 月 14 日电

（记者 刘智强） 为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稳步推进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 建设美丽宜居乡村，贵

州近日发布 《农村生活污水处

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确

定基本指标为 pH 值、化学需氧

量、氨氮和悬浮物。

根据排放标准，出水排入封

闭、半封闭水体或地方生态环境

行政主管部门认为需要进行富

营养化控制的水域，控制指标除

基本指标外， 增加总氮和总磷，

针对含提供餐饮服务的农村旅

游项目生活污水的处理设施增

加动植物油。

本次排放标准根据贵州农

村不同区位条件、 村庄人口聚

集程度、污水产生规模、排放去

向和人居环境改善需求， 按照

分区分级、 宽严相济、 回用优

先、 注重实效、 便于维护的原

则， 分类确定控制指标和排放

限值。 相对于城镇排放标准，标

准限值和范围更加符合农村生

活污水实际。

排放标准由设市（州、区）

及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行政

主管部门及其派出机构负责监

督实施，各地还可根据实际情况

由县级人民政府确定执行各级

标准的地域管理范围。

贵州出台农村生活污水

处理排放标准

和谐中国

———70 年中国面貌变迁述评之六

“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

发展全局是 ‘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 的集中体现，是贵阳必须担负

起的历史使命， 是贵阳发展难得

的历史性机遇。 ” 近日，贵阳市科

学技术局局长付涛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 市科技局将围绕市委

十届七次全会精神， 守初心担使

命， 强攻坚打硬仗， 以高标准要

求、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助

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全会指出， 在农业产业结构

调整中，既要抓好“八要素” 的各

个环节，纵深推进农村产业革命，

又要发挥贵阳“大市场” 的独特

作用， 抓好产销精准对接这个关

键环节，实现上连生产端、下接利

益链。

“‘八要素’ 中涉及到市科技

局的主要是培训和提供技术服务

两大方面。 在培训科技型农民方

面， 市科技局将主要以实施科技

特派员制度和科技项目为载体，

组织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及其科

研人员到贫困地区从事农业科技

成果推广转化和实用技术培训，

促使农民的传统农业生产观念得

到根本改变， 培养出更多懂技术

的新型职业农民。 ” 付涛说，市科

技局还将以组织实施农业科技项

目为支撑， 结合富美乡村示范及

500 亩以上坝区建设的科技需

求， 组织实施一批产业发展科技

支撑项目。

今年， 贵阳市已安排市级科

技资金 122 万元，对“开阳嘉年

华辐射区现代农业技术集成应用

与示范———精品葡萄引种栽培试

验及示范推广”“美国蜜李种苗

推广及种植示范园建设”“修文

县李子、 猕猴桃采后贮运关键技

术研究、应用” 等一批科技计划项

目进行立项支持。

“下一步，市科技局将认真贯

彻落实市委十届七次全会精神，

围绕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产业扶

贫科技示范工程和科技人才扶贫

示范工程，推进农村产业革命，为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提供科技保

障。 ” 付涛说。

全会强调， 要支持企业开展

科技创新、资本运作、并购重组，

强化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 推动企业规模和竞争力快速

提升， 让贵阳拥有更多的 “小巨

人”“独角兽” 企业。

“总的来说，市科技局作为全

市的科技管理部门， 将主要从做

好科技创新顶层设计、 兑现创新

激励扶持政策、 组织实施科技攻

关项目、推进科技对外交流合作、

推进服务效能提升等方面支持企

业开展科技创新， 扎实服务好科

研机构、科研人员、科技型企业，

推动每项工作落小落细落实。 ”

付涛说。

截至目前， 我市共有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 743 家；156 家科技

型企业获得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认定；科技型企业注册 294 家、备

案 272 家。

“市科技局将认真梳理科技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差距和薄弱

环节，聚焦痛点、焦点、节点，围绕

‘十个紧盯’ 研究推进科技工作

实现突破的具体措施， 紧盯高质

量完成全年的工作目标任务，重

点抓好科技政策体系、 磷系新材

料和铝基新材料产业链发展、推

进对外开放合作、 强化科技企业

培育、 优化创新创业环境等工

作。 ” 付涛说，市科技局还将抓好

产业扶贫，特别是食用菌、蔬菜等

产业，为坚持高标准要求、加快高

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决战

决胜脱贫攻坚做出贡献。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晨

以科技创新助力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访贵阳市科学技术局局长付涛

9 月 14 日是中秋小长

假第二天， 游览青岩古镇的

游客络绎不绝， 游客们在古

镇猜灯谜、品美食、赏美景，

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

图为游客在青岩古镇猜

灯谜。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雄增 摄

游古镇

过佳节

本报讯 魔芋系列香皂、贵

州制造的鱼子酱、茅台果汁果酒

……9 月 14 日， 记者从 2019

中国·贵阳国际特色农产品交易

会组委会获悉，本届农交会将展

销“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以及省

内外各地的绿色、优质、特色农

产品。

每届农交会都是采购农产

品的嘉年华。为更好地服务采购

投资商以及逛展会的市民，本届

农交会设置了近 60000 平方米

展场， 分门别类地展销绿色、优

质、特色农产品。

其中，登录大厅将设置农业

产业专班展示区，在大屏播放我

省 12 个特色产业的宣传片，用

展板展示 12 个产业专班发展概

况， 并设 12 个展台专门展示全

省各地的 12 个专班特色产品。

展区 1 号馆内设有境外

“一带一路” 农产品展区，省外

组团和企业展区，绿色、有机、地

理标志农产品展区，市州政府组

团展区，贵州特色农产品展区五

大展区。在绿色、有机、地理标志

农产品展区内，全省获得有机认

证、绿色认证、地理标志保护授

权的农产品应有尽有；在市州政

府组团展区内，全省 9 个市州以

及贵安新区将主要展示辖区内

“两品一标”（绿色、有机、地理

标志）农产品及特色农产品；贵

州特色农产品展区则有紫苏油、

黑木耳、红茶、刺梨汁、贵州造鱼

子酱等产品。

展区 2 号馆是名特优新农

产品集中展示区，这里将以展示

展销全省 88 个县（市、区）的名

（知名）、 特 （当地特产）、优

（产品质量优质）、新（新引进

或新技术培育的新产品） 农产

品为主。

此外，本届农交会还设有贵

州特色美食区，汇集全省各地的

特色美食，为前来逛展会的市民

提供“后勤服务” 。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肖达钰莎）

魔芋系列香皂、贵州造鱼子酱、茅台果汁果酒……

特色“跨界” 产品

将集中亮相贵阳农交会

本报讯 9 月 14 日， 记者

从 2019 中国·贵阳国际特色农

产品交易会组委会获悉，罗甸县

将组织 5 家企业， 携带火龙果、

金花茶等产品参加本届农交会。

近年来， 罗甸县紧扣省委、

省政府 “来一场振兴农村经济

的深刻的产业革命” 的指示要

求，按照“政府引导、企业带动、

农户参与、示范带动、以点带面、

点面结合” 的原则，规划打造火

龙果、脐橙、精品李、杨梅、百香

果、砂糖橘、红秀柑、澳洲坚果八

大产业带。

目前，罗甸县精品水果面积

已达 19.77 万亩，其中，万亩产

业带 4 个 、 千亩以上基地 17

个、千亩以下 500 亩以上基地 7

个、500 亩以下 100 亩以上基

地 60 个；已建成火龙果、脐橙、

精品李、杨梅 4 个万亩以上产业

带，正在规划建设百香果、砂糖

橘、红秀柑、澳洲坚果 4 个万亩

以上产业带， 水果投产面积达

10 万亩，产量达 6.7 万吨，产值

达 4.67 亿元， 覆盖农户 60632

户 184909 人 ， 其 中 贫 困 户

6686 户 25437 人。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庭静 吴伟剑）

罗甸县将组织五家企业

参加贵阳农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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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14 日电 “和”，中华民族

几千年的古老哲学，人类文

明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

政通人和、 内和外

顺、协和万邦……“和” ，

蕴藏着深刻哲理，从历史

深处走来，在新时代闪耀

光芒。

70 年来， 新中国在

发展中实现和谐。 56 个

民族、亿万中华儿女同心

筑梦， 奏响了百姓和顺、

城乡和美、社会和谐的美

妙乐章。

“和” 的精彩———“个人梦” 融入“中国梦”

� � � � 和谐，是各展其能、各得其所。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每一个梦

想都可以拔节生长， 每个人都能有人生出彩

的机会，和谐中国，就有了最具活力的底色。

“和” 的智慧———“崇德尚法” 推动“共治共享”

� � � � 作为一个有着近 14 亿人口的发展中大

国，世人惊叹，中国如何在深刻变革中实现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长期和谐稳定？

———70 年来，法治与德治相互融合。 社

会在变革中和谐稳定，在和谐中生生不息。

———70 年来，从社会管控到社会管理再

到社会治理，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不

断显现新气象。

“和” 的发展———从“和谐共生” 到“天下一家”

� � � � 立己达人，在实现自身发展同时，推动构

建和谐世界，更是今日中国的责任与担当。

从应对气候变化到促进全球可持续发

展， 从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更好发展到促进

国际反恐合作……在诸多需要担当责任的国

际领域，中国怀着“天下一家” 的情怀，尽己

之力，贡献世界。

详见 2 版

贵阳交响乐团：

民办公助

打造运营交响乐团的“贵阳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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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家“民办公助” 的职业交响乐团———贵阳交响乐团，将

于 2019 年 9 月 19 日迎来成立 10 周年的日子。 作为全国唯一由

民营企业出资创办运营、政府扶持的交响乐团，贵阳交响乐团在国

内率先成功探索了交响乐团经营发展的新机制，在文化旅游产业发

展、对外开放、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以十

年磨一剑的不平凡历程，打造了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