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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 月 21 日，清镇市

召开基层减负工作会议明确，将

出台 20 条措施，切实为基层松

绑减负。

据了解， 为全面贯彻落实

中央、 省市对基层减负工作的

安排部署， 清镇市将通过规范

村（居）工作职责、工作阵地、

工作机构、工作牌子、工作台账

和工作队伍“6 个规范” ；精简

评比达标、精简考核管理“2 个

精简” ；减少发文、会议、证明、

“留痕” 、陪同“5 个减少” ；深

入开展“相约星期天·民事大联

解” 、 新时代文明实践、“党群

连心” 服务、“大数据进基层” 、

“购买服务” 、“乡亲志愿服

务” 、“人民调解进村（居）” 活

动“7 个深入” ，共 20 条措施，

深入推进为村（居）减负试点

工作，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 主题教育成果，切实为基层

松绑减负， 不断提升基层治理

能力和治理水平。

此外，清镇市还制定加强组

织领导、定期开展调度、强化监

督指导、营造浓厚氛围等一系列

保障机制，保证村（居）减负工

作有序推进。

（通讯员 杨洪金）

清镇市———

出台 20 条措施

为村（居）减负

本报讯 近日， 清镇市市场

监管局组织清镇市 6 家共享电

动自行车经营单位召开集中约

谈会，进一步规范共享电动自行

车经营行为。

据了解， 此次约谈的 6 家

共享电动自行车经营单位中，

有 5 家已在清镇投放 4000 余

辆电动自行车， 另 1 家正在办

理相关手续， 预计近期投放市

场。 会上，该局组织经营单位学

习了《产品质量法》《认证认可

条例》《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

规定》《贵州省电动自行车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并对《电

动 自 行 车 安 全 技 术 规 范 》

（GB17761-2018） 进 行 了 讲

解。 要求各经营单位严格遵守

相关法律法规， 不断完善提升

内部管理，强化企业主体责任，

切实履行经营者义务， 依法维

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下一步，清镇市市场监管局

将会同综合执法局、 环保局、交

通局、交警队等部门，开展联合

整治行动，严厉打击共享电动自

行车经营中的违法违规行为。

（通讯员 杨洪金）

清镇市市场监管局———

集中约谈

共享电动自行车经营单位

本报讯 连日来， 清镇市消

防救援大队联合各乡 （镇）、街

道、派出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小型生产经营性场所消防安全

摸底排查工作。

检查过程中， 联合检查组

重点对辖区小型经营性场所

数量、 消防安全管理情况，以

及各单位（场所）违规使用可

燃 、易燃材料装修 、搭建夹层

用于生产、 经营和人员住宿，

经营场所与人员住宿场所相

互连通， 未采取防火分隔措

施，超量或违规存放液化石油

气、柴油等易燃易爆危险品等

问题进行了摸底排查，并登记

造册。

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隐患和

存在的问题， 联合检查组现场

要求立即整改， 对未依法取得

相关安全手续， 不具备基本消

防安全条件的生产经营场所，

责令其停产停业， 并依法进行

查封、取缔。 对隐患多、条件差、

整改难的区域场所开展 “会

诊” 检查，督促整改，并将所有

小型场所分级纳入监管和网格

化管理范围， 最大限度地预防

和遏制重大灾害事故的发生。

（通讯员 蒋娴）

清镇市消防救援大队———

强化消防安全检查

预防遏制事故发生

本报讯 今年以来，清镇市

卫城镇充分发挥新乡贤、 新能

人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的

重要促进作用，以人才为动能，

全面深入开展 “乡亲志愿服务

团” 工作，为乡村振兴增动力、

添活力。

工作中，卫城镇严格按照相

关标准，在 25 个村（居）广泛吸

纳新乡贤、新能人，将他们吸收

进乡亲志愿服务团队伍，不断培

育乡风文明风尚。服务团围绕文

化发展、创新创业、精准扶贫、乡

村治理、乡风文明和社会公益等

领域明确日常工作职责。在帮扶

过程中拟定具体、实际的工作措

施，提升服务实效，以村民的笑

脸为工作目标，脚踏实地为村民

办好事实事，着力解决好群众关

心关注的问题，不断提升群众的

幸福感。

截至目前，乡亲志愿服务团

为群众解决 “五小问题” 153

个，协调资金 10 万余元助力家

乡建设。

（通讯员 赵凯）

卫城镇———

建乡亲志愿服务团

为乡村振兴添活力

连日来，清镇市交警大队在城区重点路段开展文明劝导活动，

减少行人乱穿马路、人车混行等行为。

图为交警对不走斑马线的市民进行劝导。

通讯员 张红梅 刘璐 摄

在清镇市王庄乡，从王庄街

到塘寨村， 有两条路。 其中一

条， 是村民以前的必经之路，路

窄弯急坡陡，两边长满杂草，就

算开车都需要 20 分钟， 现在走

的人已经不多了。 另一条，则是

贵州华电塘寨发电有限公司的

进厂路， 两车道， 路宽也平坦，

轻踩一脚油门，不用 10 分钟就

能直抵村办公室， 现在村民常

走这条路。

道路的变化， 不只是塘寨村

3000 多村民出行方式的改变，更

是塘寨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见证。

这一切改变，源于 2007 年贵

州华电塘寨发电有限公司“退湖

进园” 入驻王庄乡塘寨村。“记忆

太深了，几千人来到这里搞建设，

那热火朝天的场景， 村民没见

过。 ” 塘寨村党支书、村主任李连

富说，项目的入驻，也标志着塘寨

村甚至是王庄乡的经济社会发展

打破了原有的“独一（产）无二

（产）” 的状况。

塘寨电厂入驻以后 ， 以其

“厂电直供、厂汽直供 ” 的“双

直供” 优势，推动塘寨村的工业

发展步入 “快车道” 。 随后，贵

州金心洁洗涤有限公司、 贵州

源于诚石膏建材有限公司、贵州

益佰制药女子大药厂等下游企

业先后入驻塘寨村， 形成了以

“电力生产 + 厂汽直供” 的热

能循环产业园，同时还带动了贵

州金贝矿业、 清镇博信达煤业、

贵州永丰能源等上游煤电供应

物流企业入驻王庄乡。“塘寨电

厂可以说是王庄工业化发展的

关键性和战略性支柱项目，带来

的不只是上下游配套企业的发

展，更是在贵州华锦氧化铝项目

和贵州华仁新材料电解铝项目

等入驻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

用。 ” 王庄乡经济发展办公室负

责人罗斌说。

塘寨电厂项目的入驻， 改变

的不只是工业化道路进程， 更改

变着全村人致富发展的思想观

念。

过去，与新店镇、暗流镇接壤

的塘寨村由于地理位置偏僻，交

通不便，且全是山地，村里的人基

本都是靠种植玉米过着自给自足

的传统农耕生活， 始终迈不出发

展的关键一步， 贵州华电塘寨电

厂的入驻， 无疑成为了村民走向

变革的“敲砖石” 和“试金石” 。

企业的入驻还拓宽了群众的

发展思路，他们有的选择“走出

去” ，即到企业打工实现增收，有

的选择“留下来” ，通过调整农业

产业结构勤劳致富。 让塘寨村实

现了从“独一无二” 到“接二连

三” 的蝶变。

“仅仅是我们合作社种植的

140 亩蜂糖李，36 户群众就能获

得土地入股分红， 还能在基地上

务工参与分红， 产业项目带来的

效益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 李连

富说，目前，塘寨村形成了“蜂糖

李 + 西瓜 + 辣椒 + 元宝枫” 的

农业产业业态， 大部分群众都有

了自己的致富产业， 日子也越过

越火红。

通讯员 黄照懂 刘梅 胡建昌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李春明统筹

清镇市王庄乡塘寨村———

从“独一无二” 到“接二连三” 的蝶变

沃野千里土生金

乘势而上又一春

———清镇市以农业产业园区建设为载体推动现代农业发展走笔

良田沃野， 瓜果飘

香； 富美乡村， 产业兴

旺。 如今的湖城大地，一

派丰饶景象。

2015 年以来， 清镇

市围绕“园区生态化、农

业都市化、技术标准化、

产业特色化、 发展融合

化、 投入多元化” 的要

求， 全面推进 “一区十

园” 建设，（一区即国家

现代农业示范区； 十园

即十个省级高效农业示

范园区，分别是红枫、站

街、卫城、新店、犁倭、暗

流、流长、王庄、麦格、乳

品园区），现已完成创建

目标， 并形成产业特色

明显、地域风格鲜明、资

源优势互补的农业园区

发展体系。

■企业示范 强化产业结构调整

7 月 21 日， 走进位于红枫

湖镇芦荻哨村的贵州民远华慧

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蔬菜基地 ,

水肥一体喷灌设备、育苗大棚、

冷库等农业设施一应俱全，大

棚里养心菜、紫背天葵、富贵菜

等各类蔬菜长势喜人， 吸引不

少商家前 来签 订蔬 菜收 购 合

同。

作为蔬菜基地创始人， 公司

董事长龙超华已有长达十几年的

种菜经验， 基地选择落户芦荻哨

村， 正是看中了这里良好的生态

环境。“现在，大众越来越重视食

品安全和健康养生， 基地主要种

植药食同源的功能性蔬菜， 这对

于种植环境的要求就更高。 ” 龙

超华说。

与饮用水源地红枫湖相邻，

芦荻哨村水源丰富,土地平整,生

态环境好, 是发展蔬菜种植的风

水宝地。 2015 年，几番考察过后，

龙超华在此流转约 260 余亩土地

建起蔬菜基地。

落地芦荻哨村后， 龙超华决

定在当地优良的生态环境基础上

“转型发展” ———由原来种植普

通蔬菜转为种植药食同源高品质

有机蔬菜。

同时，为保证蔬菜品质，华慧

蔬菜基地积极申请有机认证。

“与绿色无公害标准相比， 有机

标准更高，要求绝对不能使用化

学农药，必须使用农家肥。 这样

严格的标准，不仅能保证蔬菜品

质，也能保护当地环境。 ” 龙超华

介绍。

经过第一年基础设施建设

后， 基地于第二年开始申请有机

认证，第三年通过认证，产出的蔬

菜广获市场认可， 每年蔬菜产值

可达 500 余万元。

相比普通群众“单打独斗” ，

企业通过集聚各种资源， 综合运

用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能够

高起点、高标准建设一批规模化、

标准化和产业化程度较高的生产

示范基地， 有利于推动优势特色

产业上规模、上水平，从而促进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

发展至今， 清镇市园区注册

入驻农业龙头企业 85 家、农民专

业合作社 102 家， 它们正在产业

结构调整中发挥着典型引路、以

点带面的积极作用。

■坝区效应 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眼下，芦荻哨坝区里 ，贵州

智联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种

植的葡萄颜色已经转紫， 即将

上市。“相比当地以前种植的水

晶葡萄， 新品种葡萄价格可卖

到几十块钱一斤， 单价翻了好

几倍，保守估算，每亩葡萄产值

至少达到两三万元。 ” 公司法人

唐泓十分 看好 坝区 未 来的 发

展。

清镇市目前已有 21 个坝区，

芦荻哨坝区是其中的样板坝区。

“样板坝区与达标坝区相比，在

土地流转率、保险率、生态、经济

等多个考核指标上有更高要求，

其中， 亩产是最为重要的一项差

异 ， 样板 坝区 亩 产必 须达 到

12000 元以上。 ” 清镇市都市现

代农业示范园区管理委员会办公

室主任龙文巧说。

一亩地年产 12000 元以上，

这是芦荻哨人以前想也不敢想的

事情。

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芦

荻哨村人就开始尝试种植葡萄。

全村有一半以上人家都种有葡

萄。 如今在公司负责技术管理的

王中平是个中好手， 家里曾种过

十多亩水晶葡萄。

“过去村里家家户户种的

都是水晶葡萄， 这种葡萄产量

不错 ，每亩约产 3000 斤 ，好的

能收到 4000 斤 ， 但是价格不

高，算下来，一亩地一年有三四

千块钱的收入。 ” 王中平说。

随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步

伐加快， 葡萄等水果产业规模

扩大，葡萄产量提升、水晶葡萄

的价格逐渐下跌， 一亩地的产

值远远不能达到预期。

调整葡萄品种迫在眉睫 ，

可如何调? 正当群众一筹莫展

时， 政府引进了贵州大界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 由该公司和清

镇市城投公司共同组建贵州智

联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在

清镇市各乡镇规划建设“一个

中心区 、九大种植基地” 种植

新品葡萄。 红枫湖镇芦荻哨村

葡萄基地就是其中之一。

2017 年， 智联农业公司流转

450 余亩土地， 采取大棚和露天

两种方式， 种植品质优良的阳光

玫瑰葡萄。唐泓介绍，阳光玫瑰葡

萄品质优、口感佳，同时不裂果、

不脱粒、 丰产， 更重要的是价格

高， 超市里一斤能卖到几十元甚

至上百元。

“保守估计，每亩地可产葡

萄 1500 公斤， 按每公斤批发价

40 元估算， 除去土地流转费、管

理费、人工费、运输费等，每亩地

可赚 5 万元，是老品种葡萄的 10

倍以上，是传统种粮收入的 50 倍

以上。 ” 唐泓说。

截至目前， 清镇市坝区共引

进企业 26 家，培育合作社 52 家，

发展起蔬菜、中草药、优质油菜等

多个产业项目， 带动近三万人实

现增收致富。

■产业集群 推进乡村振兴进程

现在， 犁倭镇石牛村打铁组

村民陈克琴已经习惯了每天到保

供蔬菜基地大棚里上班的生活。

“每亩土地一年有 700 块的流转

费和相应分红， 在大棚务工一天

一百元，加班还有加班费。 ” 陈克

琴十分满意如今的生活。

陈克琴的一番话道出了石

牛村人的心声。过去，由于石牛村

人多地少，人均土地不足一亩，加

上无产业项目，发展思路闭塞，交

通不便， 增收致富一直是村民们

可望而不可即的梦。

后来， 石牛村获批进行美丽

乡村建设， 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

机遇。为把握机会，村干部召集村

民开会，大家达成共识：凡是基础

设施建设需占用土地， 在二分以

下的， 村民无偿捐出， 二分以上

的， 村民组自行解决。 属于村集

体、农户的荒山、田、土，凡国家征

用，村集体项目建设，无条件将其

交给村委会，由村委会统一流转。

正是凭借这样的胸怀， 让落地石

牛村的项目建设大多进展顺利。

“美丽乡村建设改变了村庄

脏乱差的旧貌， 改变了群众等靠

要的思想， 更开启了产业发展的

大门。 ” 石牛村党支部书记王乾

正说， 在群众的积极支持下，目

前， 村里有贵州智联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 贵阳惠诚天赐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贵阳市扶贫开发有限

公司等多家企业入驻，采取“公

司 + 基地 + 合作社 + 农户” 的

模式， 在村里发展精品蔬菜、草

莓、 元宝枫等产业， 每天都有近

300 人在各产业基地劳作， 让本

村村民实现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目前， 村里产业规模最大的

是贵阳市 2.5 万亩保供蔬菜基

地， 涉及石牛村 680 亩土地。 基

地于去年开始建设， 建成大棚面

积达 300 余亩，建成大棚里主要

种植辣椒，现陆续进入采摘期。

在清镇，通过产业集群推进

乡村振兴并非个例。 按照“因地

制宜、彰显特色” 的基本原则，清

镇市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 紧紧围绕农村产业革命

“八要素 ” ，全力做好“枫 、蔬、

果、茶” 和生态畜牧渔业产业文

章，着力打造“四区” ，纵深推进

农村产业革命。

截至目前， 清镇市已实现新

增元宝枫种植 4 万亩， 蔬菜保供

基地 10.5 万亩， 水果种植面积

17.47 万亩，茶叶种植面积 2.2 万

亩，预计家禽出栏 1649.31 万羽，

禽蛋产量 0.4536 万吨，生猪累计

出栏 15.9 万头， 牛奶 1.9 万吨，

产业发展如火如荼。

一栋栋蔬菜大棚里硕果累

累， 一项项农业产业规划振奋人

心， 一个个园区产业项目加速推

进， 一座座美丽乡村生机勃勃

……行走在清镇的万顷沃野，到

处涌动着现代农业发展的澎湃热

潮，充满了乡村振兴的绿色希望，

一幅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正徐

徐展开。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春

明 文 / 图

石牛村群众在保供蔬菜基地务工。

芦荻哨坝区里的茶园基地。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