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9 月 18 日，清镇市

红塔社区塔鑫农业农民专业合

作社举行股东分红大会，84 户村

民共分红 30 万元。

2018 年 8 月， 在清镇市

委、市政府的支持下，红塔社区

按照 “社区 + 村委 + 合作社 +

村民” 模式，组建了塔鑫农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利用塔山村、

大星村 84 户村民的 80 余亩闲

散低效土地， 建立塔山村娃娃

桥早市批发市场。 早市批发市

场运行以来， 已入驻商户 320

余家，合作社实现纯收入 87 万

余元。

当天，塔山村、大星村84 户

村民共分红 30 万元， 平均每亩

土地收益达 3750 元。

（龚晓宏）

清镇市红塔社区———

84名村民

分红 30 万元

根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以下事业单位法人

变更有关登记事项已经核准，现予公告。（第 174号）

*贵阳市林泉小学 *公告事项

法定代表人：余婷娟（原：钟金菊）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20103789789490U

贵阳市云岩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公告

匝

、

至

2019年 9月 23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龙震宇 /版式：陈苇

区市县新闻

贵阳日报区县新闻事业部 电话:0851-85846128� � E-mail:qxxw2017@126.com

6

“我当了四年贫困户了，不能

总是靠政府， 要用自己的双手创

造幸福生活。 我申请主动退出建

档立卡贫困户名单……” 回想起

自己在息烽县养龙司镇高硐村去

年初一次民主会议上的讲话，老

邬仍记忆犹新。

今年 66 岁的老邬名叫邬忠

仁，是高硐村元山组村民。 脸庞

黝黑的邬忠仁热心助人，做事稳

重踏实，村里人都叫他老邬。 年

轻时，老邬并不是贫困户，有点

技术活的他农闲时帮村民修房

翻瓦、建沼气池，农忙时打理好

自家的一亩三分地，日子倒也过

得滋润。

可是好景不长，2012 年，老伴

罗其珍患上腰椎骨结核病。 为给

老伴治病，老邬家多次辗转息烽、

遵义等地， 不仅花光了家里的一

万多元积蓄， 还向亲戚朋友借了

20 多万元，从此一家人陷入贫困。

乡亲们担心地说：“老邬脱贫，有

点恼火！ ”

2014 年， 老邬家被村里列为

建档立卡贫困户。 脾气有点“犟”

的老邬并不甘心， 一心想靠自己

的双手摘掉这顶“帽子” 。 “脱贫

不能只靠政府， 自力更生才会有

幸福生活。 ” 老邬语气十分坚定。

为了找到致富路， 老邬决定

到附近的村庄看看。 别人种金银

花、桑树、核桃发展不错，他就跟

着种，但都失败了。 最后，老邬总

结了失败原因：“一是没有技术，

二是不会管理，三是找不到销路，

咋会搞得下去嘛。 ”

虽然屡次失败， 但老邬越挫

越勇。 2016 年，老邬又瞄准了刺

梨产业。 碰巧的是，这一年，养龙

司镇加快脱贫攻坚步伐， 大力发

展农业产业， 通过引进贵州引利

波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采取“公

司 + 村集体 + 农户” 模式，在高

硐村发展刺梨种植。 这与老邬的

想法不谋而合， 于是他第一个报

了名。

回家后， 老邬把这个想法告

诉了老伴， 老伴却有点担心：“种

包谷简单方便， 自家吃不完还可

以拿来喂鸡喂猪。 刺梨种出来你

卖给谁？ 卖不完又不能当饭吃。 ”

老邬却信心十足地解释道， 公司

免费提供刺梨苗和技术指导，种

出来后公司负责收购。

老邬又给老伴简单地算了一

笔账： 一亩地种包谷产量最多

1000 斤，按市场价每斤 1 元计算，

除去成本，就只剩几百元；一亩地

可以栽 80 株刺梨，每株产 20 斤，

总共就是 1600 斤，按照每斤 2 元

算，除去成本也有一两千元。 “先

拿几亩地试试看， 不成功就当做

个实验。” 老邬的一番话彻底打消

了老伴的疑虑。

“种植刺梨前， 公司会组织村

民到龙里、贵定、安顺等地考察，帮

助他们学习刺梨种植技术和经

验。 ” 贵州引利波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总经理洪玉波说，在利益联结机

制方面，刺梨基地按照 7:2:1 的比

例分红，农户用土地入股并负责栽

种和管理，占收益的 70%；公司负

责基地建设、 苗种投入和市场销

售，占收益的 20%；村集体负责生

产组织协调，占收益的 10%。

刺梨种下后，老邬天天往地

里跑，查看苗木长势，认真除草、

剪枝。2017 年，见刺梨长势不错，

老邬又种了五六亩。 2018 年，老

邬的 15 亩刺梨初挂果， 摘得鲜

果 2000 多斤， 收入 5000 余元，

加上土地分红 4500 余元和在刺

梨 基 地 当 管 护 员 的 收 入 3600

元 ， 老 邬 当 年 的 总 收 入 达 到

13000 余元， 这还不算上家里养

的两头价值 6000 余元的猪。 也

就是在这一年，老邬主动申请退

出贫困户名单。

如今， 高硐村参与刺梨种植

的农户达 358 户 1400 余人，实现

了 11 个村民组产业全覆盖，共计

入股土地 3100 余亩，刺梨已成为

高硐村重点打造的 “一村一品”

产业。

“刺梨富含维生素 C、胡萝卜

素等多种营养物质， 鲜果可制成

浓缩汁、原料药、刺梨酒、护肤类

产品，市场前景非常好……” 一说

起刺梨，老邬就收不住。 三年来，

老邬积累了丰富经验， 成为村民

公认的“刺梨专家” 。 上个月，永

靖镇几个村的种植户还邀请他去

指导刺梨种植。

金秋时节， 又到了刺梨收获

的季节。 看着 30 亩金灿灿的刺

梨，老邬眼里闪着光，他说：“后年

到了盛果期， 就算一株刺梨产果

25 斤，一亩地也可以产 2000 斤鲜

果，30 亩刺梨就有 6 万斤鲜果，保

底算两块钱一斤卖给公司， 一年

就有 12 万元收入。 ”

“等加看等于落空，想加干等

于成功。 ” 说起种刺梨脱贫的经

验，老邬这样总结道。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刘健

彭刚刚

“刺梨专家” 老邬脱贫记

本报讯 9 月 19 日 ，在

2019 华为全联接大会上， 云岩

区政府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举

行全面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双

方将就数智云岩建设进行全方

位合作。 这是记者日前从云岩

区获悉的。

根据协议， 云岩区将在政

策、综合投融资解决方案、产业

资源整合能力等方面发挥优

势，华为公司则提供“数智云岩

及大数据” 技术、服务、品牌等

方面的支持， 共同合作把数智

云岩建设成为西部标杆、 全国

示范。 一方面，华为公司将依托

自身强大的研发和综合技术能

力， 聚焦数智云岩 ICT 基础设

施， 通过开放能力聚合合作伙

伴， 推动数智云岩生态圈的良

性发展， 共同为客户提供数智

云岩整体解决方案。 另一方面，

云岩区将全面为华为公司提供

各类应用场景， 让华为公司的

技术与云岩区的民生需求和治

理需求相融合， 共同打造数智

云岩，把信息化、智能化贯穿到

区域经济发展、民生服务、社会

治理等各个领域， 提升城市载

体功能和辐射能力， 提升广大

市民对现代科技的体验感、获

得感和幸福感。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秋月）

云岩区与华为公司达成协议

共同把数智云岩建成

西部标杆和全国示范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

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流出一首赞歌……” 9 月

20 日,由花溪区委宣传部、区

旅管委、区文体广电旅游局、

区总工会组织策划的“2019

花溪祝福祖国” 快闪活动举

行， 上千名群众与游客在青

岩古镇手拿五星红旗， 共同

歌唱《我和我的祖国》，庆祝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孙操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詹燕 文 / 图

花溪区———

快闪活动

祝福祖国

本报讯 9 月 20 日， 清镇

市纪委市监委举办纪检监察开

放日活动，打开大门接受监督，

查找工作中的差距不足， 广泛

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

当天，200 余人走进清镇市

纪委市监委， 参观了解党风廉

政和反腐败工作情况， 与纪检

监察干部“零距离” 沟通交流。

“举办此次活动，既是回应

社会关切， 更是为了广泛征询

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 从中审

视问题、找出差距、整改落实，

推动清镇市纪检监察工作高质

量发展。” 清镇市纪委市监委有

关负责人说。

（李锦明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帅弋）

清镇市纪委市监委———

举办纪检监察开放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