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 19 日，场边村村民在草莓大棚里除枯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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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9 日，贵安新区马场镇

场边村草莓基地里，游人很多。

“交通方便、草莓品种多，这

一趟来得值。 ” 来自安顺市平坝

区的陈先生说，听朋友介绍得知

这里种有大片草莓，他专程带着

妻儿来采摘。

“近两个多月，每天来采摘

草莓的游客很多。 目前，我家已

经卖了 20 多万元的草莓。 ” 草莓

种植户陈兵说， 自去年 12 月以

来，每天来采摘、购买草莓的游

客络绎不绝， 春节期间达到高

峰，一些草莓品种甚至出现供不

应求的情况。

陈兵是浙江人，2017 年和

家人来场边村种植草莓 。 目

前，他家流转了 10 余亩土地，

修建了 23 个草莓大棚。 据了

解，场边村的草莓种植从 2016

年开始，起初以浙江种植户为

主，之后 ，贵州本地种植户逐

渐增多。

“场边村气候条件好、地势

平坦、土地肥沃，加之在贵安大道

边上，交通也方便。 ” 陈兵说，他

之所以从千里之外来这里种草

莓， 就是看中了场边村独有的交

通、环境、市场等优势，不仅“种

得出来” ，还“卖得出去” 。“我家

种的是反季草莓， 这几年种出来

的草莓几乎都供不应求。去年，我

家卖草莓的纯利润有 20 多万

元。 ” 陈兵说。

近年来，场边村的草莓种植

面积增长迅速，目前已达 300 多

亩。 草莓已成为场边村种植面积

最多的经济作物之一。

当地村民说，因为草莓，他

们获益不少， 不仅可以通过流

转土地获得收益， 还能在草莓

基地务工挣钱。 场边村村民白

女士长期在草莓基地务工。 她

算了一笔账， 一亩地每年的流

转费为 1800 元，比以往自己种

植传统农作物的收入高。 同时，

在草莓基地务工， 每年有上万

元收入。

不仅如此，场边村的“草莓经

济” 还带火了当地的乡村旅游。

“每年 12 月到次年 5 月是

草莓采摘期， 也是乡村旅游的

旺季，吸引了大批来自贵阳、平

坝等地的游客前来采摘游玩。 ”

场边村党支部副书记张云发

说，游客的增多，不仅提高了当

地的知名度， 还为当地村民做

小买卖创造了条件， 增加了村

民收入。

看着种植草莓赚钱， 村民的

想法也逐渐转变，一些村民跟着

种植草莓，一些村民改种折耳根

等经济价值更高的农作物。

张云发说，下一步，场边村

将进一步做好相关的服务管理

工作，进一步扩大当地的草莓种

植规模，壮大“草莓经济” 。 同

时，充分利用当地“草莓经济”

带来的人气发展乡村旅游，为乡

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带动群众

增收致富。

马场镇场边村壮大“草莓经济”

助力乡村振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鹏 / 文 石照昌 / 图

本报讯 日前， 记者从贵安

新区高峰镇获悉，2021 年， 该镇

将从发展规划、基础设施、产业体

系、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五个方面

着手，找准关键弱项、挖掘自身优

势， 积极争取支持、 主动谋求突

破，把“十四五” 规划与贵阳贵安

高质量发展目标有机结合起来，

将各项政策红利转化为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优化发展规划体系。 结合特

色小城镇建设发展需要， 对镇域

国土空间规划等各类专项规划进

行调整优化；将“高峰特色旅游

镇”“高峰蓝莓和水晶葡萄水果

产业”“高峰镇沿麻线河康养慢

道”“贵安樱花湿地公园”“招果

洞遗址考古公园” 等重点建设内

容，纳入贵阳市“十四五” 规划纲

要，争取得到政策支持。

完善基础设施体系。 加快完

成高峰大道收尾工程，打通全镇

南北区域与市级骨干路网的连

接，融入贵阳贵安“半小时” 通

勤圈；争取市级公租房、棚户区

改造、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设施建

设等项目，推进镇区及沿线村寨

城市公共交通线路开通，加紧完

成市政供水二期改造工程，进一

步改善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开展

“振兴商贸业、 发展新产业、强

化产销对接” 三大攻坚行动计

划，以蓝莓产业园、正大集团生

猪养殖基地、 蔬菜保供基地等

项目为抓手， 借助贵阳市农投

集团的资源优势，打通全市、全

省乃至全国的流通销售渠道，

将高峰镇建设成为特色农产品

核心区和集聚区， 推动高峰镇

传统农业产业向生态特色食品

产业链式发展。

健全公共服务体系。 加快

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公共服务

和政务服务互联互通体系建

设。 争取在镇域范围内布局优

质教育、医疗、文化、体育资源，

主动融入贵阳贵安一体化的应

急管理体系、 安全生产责任体

系以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

系。 逐步开展 “三感社区” 建

设， 与贵阳城区共同开展全国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强化生态环境体系。 开展辖

区内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推

进高峰山生态廊道建设，加强麻

线河综合治理，打造良好河湖水

系生态环境，全力推进“环高峰

山康养示范带” 建设。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谢孟航）

本报讯 近日，贵安新区马场

镇普贡村几名村民给贵安供电局

的电力抢修人员送来了感谢信。原

来，该局电力抢修人员在春节期间

帮他们解了燃眉之急。

2月 13日中午， 贵安供电局接

到电话， 称马场镇普贡村菠萝哨组

富群养牛场的电表烧坏，急需处理。

随后， 贵安供电局抢修人员前往查

看。 经查，养殖场的电能表、闸刀全

部被烧毁。经询问得知，该养牛场发

展迅速， 养牛数量从 80 头增加到

150 头，多功能粉碎机、多功能搅拌

机、捆草压草机、铡草机等用电设备

增加，用电负荷也增加了近一倍，导

致电能表不堪重负。

为迅速帮助养牛场恢复供电，

抢修人员按春节保供电 “绿色通

道” 紧急增容政策，一边安排人员

回单位搬运设备，一边安排人补办

电能表增容手续，并着手进行更换

安装。 经过约两小时的努力，养殖

场的用电设备恢复正常转动。

（刘高才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张鹏）

本报讯 2月 22日， 记者从

贵安新区高峰镇获悉，该镇组织栗

木村重点林区、活龙林场建设了一

条宽 6米至 8米、 长 1.9公里、共

15200平方米的森林防火隔离带。

据介绍，2020 年，高峰镇麻

郎村、 普马村、 活龙村共建设

了 3 条 森 林 防 火 隔 离 带 ， 共

37070 平方米。 2021 年，为统筹

做好森林防火工作， 高峰镇鼓

励各村根据实际情况， 利用公

益林补偿款， 合理安排建设本

村防火隔离带和清理林下易燃

物工作。

森林防火隔离带是为了防

止火灾扩大蔓延和方便灭火救

援，在森林之间，森林与村庄、学

校等之间设置的空旷地带，是一

种重要的森林防火途径，是实现

森林防火 “预防为主、 积极扑

救” 方针的具体体现，是有效控

制大面积森林火灾发生、严防人

员伤亡、减少森林火灾损失的科

学举措。 高峰镇有关负责人介

绍，接下来，该镇将严格控制野

外火源火种， 尽可能减少可燃

物，切断火种，预防火灾。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谢孟航）

本报讯 春节长假期间，贵

安新区公安局交警支队通过高

压整治、全方位路面管控、重点

区域防控等措施， 全力筑牢道

路交通安全防线。

根据有关要求， 贵安交警

支队提前谋划，积极筹备，成立

春运道路交通管理工作领导小

组，制定《贵安新区公安机关

2021 年春运道路交通安全管

理工作方案》， 并多次举行春

节安保动员部署会议， 切实做

好春节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维

稳工作。

为防患于未然，春节前，贵

安交警支队重点排查花安高

速通行环境、 标志标线设置、

行人上路横穿、客运车辆运行

等方面风险隐患；提请政府督

促相关部门提前对隐患路段

进行养护治理，合理安排公路

养护施工作业计划，并督促施

工单位停止路面施工、清理施

工现场，最大限度保障通行。

同时 ， 贵安 交 警 支 队 对

辖区客运场站开展全面安全

检查， 进一步加大对客运车

辆的 进出 站登 记 查验 力度 ，

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安全主体

责任。

春节期间， 贵安交警支队

各大队加强辖区主干道、 花安

高速、 大学城等重点区域道路

的路面巡逻，对超员、超载、闯

红灯、逆行、酒后驾驶、醉酒驾

驶等违法行为开展集中查缉，

且每晚在人口密集区域开展酒

驾专项整治行动， 形成全天候

严查严处交通违法行为的高压

态势。

针对长假期间月亮湖景区

人流急剧增加、 景区停车场饱

和且规划尚不完善的情况 ，贵

安交警支队加大对周边路段违

法停车等交通违法行为的管理

力度， 通过临时增加辅道停车

区域、疏导分流、交通封闭、交

通管制等措施，合理引导车流、

人流， 保障月亮湖景区周边道

路不发生长时间、 大面积交通

拥堵。

同时，贵安交警支队利用春

节期间乡镇开展活动、景区人口

密集的特点，积极开展交通安全

宣传工作，强化群众的交通文明

意识，进一步提高交通参与者的

交通安全意识和遵守交通法规

的自觉性。

据统计， 春节长假期间，贵

安交警支队共出动警力 1200 余

人次、警车 630 余台次，以零死

亡事故的成绩，圆满完成春节期

间的道路交通安全保卫工作，查

处各类道路交通违法行为 718

起，其中，查获酒驾 3 起、醉驾 4

起、重点违法 7 起，发放宣传资

料 2500 余份。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鹏）

贵安交警多举措

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本报讯 2 月 19 日， 记者

从贵安新区湖潮乡获悉，春节期

间，湖潮乡通过不断压紧压实疫

情防控责任， 以强化来访管理、

宣传管理、污染管理、景区管理

四个举措，筑牢防线。

强化来访管理。 针对春节

期间返乡人员较多、 流动性大

等特点，春节期间，湖潮乡在各

片区、村（居）根据实际情况实

行网格责任制， 对返乡人员实

行村支两委班子成员实名包

保，并严格落实“日报告、零报

告” 制度，严格执行返乡人员防

控要求： 省外低风险地区到乡

人员持有健康绿码、 测温正常

且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可有

序流动； 省外中高风险地区来

乡人员持有 7 天内核酸检测阴

性证明的， 在测温正常且做好

个人防护的前提下可有序流

动；无相关证明的返乡人员，需

立即在乡指定医院接受核酸检

测或 14 天隔离医学观察； 境外

入境返乡人员 （含国际航空服

务人员）严格按照“14 天集中

隔离 +7 天居家隔离 +3 次核酸

检测（分别在第 1 天、第 14 天、

第 21 天进行检测）” 的要求进

行严管严控。

强化宣传管理。 春节前，湖

潮乡以各片区为单位开展入户

走访宣传， 发放防疫宣传告知

书，强化防疫宣传。 与此同时，

各村（居）充分利用 LED 屏、横

幅、广播等传播载体，积极倡导

群众就地过节、 网络拜年，减

少非必要出行，提高村民的知

晓率及重视程度，将疫情防控

知识科普宣传工作做到点、做

到位。

强化污染管理。 为避免二

次污染 ，春节期间，湖潮乡严

格要求部门、社区、村（居）将

废弃口罩放入专门配置的垃

圾桶内，由乡综合行政执法大

队及市政环卫公司对废弃口

罩进行统一收集，使用专车运

输至生活垃圾焚烧厂进行无

害化焚烧处理。 同时，每天对

垃圾桶 、垃圾收集点、垃圾中

转站、非医疗单位、公共场所

进行消毒处理。

强化景区管理。 春节期间，

湖潮乡要求车田、 月亮湖等景

区，严格按照“限流、预约 、错

峰” 要求， 实行 “一人一测一

码” 常态化防疫流程化管理。 同

时，各景区按照防疫要求，安排

专人每日对景区景点建筑、卫生

设施等密封场所进行多次全方

位无死角消杀。 另外，该乡成立

以村支两委班子成员为主、村民

积极参与的冬季疫情防控小组

自卫队， 对各村公共卫生间、老

年活动中心、儿童之家、妇女之

家、 退役军人之家等空间小、人

员流动性大的场所开展每日消

杀工作，并要求在各类文化娱乐

场所在出入口备好酒精和免洗

手液，严格做好防护工作。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梁俊鹏）

湖潮乡依托“四个强化”

压实疫情防控责任

本报讯 为做好常态化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特别是

春节假期疫情防控工作，贵州

医科大学大学城医院（以下简

称“大学城医院 ” ）全面落实

“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 的总

体防控策略，进一步抓实抓细

疫情防控措施 ， 完善工作方

案 、应急预案 ，强化防疫物资

储备，压实疫情防控责任。

制定应急预案， 做好平战

结合。 大学城医院强化对疫情

防控的组织领导，强化责任，成

立救治专家组， 负责疑似新冠

肺炎病例会诊、排查、转诊等，

指导医疗救治和医院感染的预

防控制等工作。同时，大学城医

院组织医务人员， 参加相关培

训， 进一步提升医务人员的疫

情防控知识及技能， 并对培训

人员进行考核， 核酸检测人员

考核合格方能上岗； 开展不定

期演练， 确保一旦有新冠肺炎

患者入院， 各科室的各项医疗

救治工作能安全有序开展。

强化防疫物资储备。 大学城

医院严格按照卫生应急防护物

资储备的要求，科学谋划，安排

专班人员负责物资采购。除了保

障日常物资供应外，大学城医院

重点加强外科口罩、N95 口罩、

隔离衣、 防护服等防疫物资储

备，确保满足春节期间疫情防控

的需要。

同时，大学城医院还安排相

关人员每天对门诊及病区门禁、

测温、戴口罩、手卫生、电梯消毒

等各项疫情防控措施的落实情

况进行巡视， 发现问题及时整

改，确保各项疫情防控工作扎实

开展。

大学城医院院长唐学杰说，

医院将严格按照疫情防控的相

关要求抓实抓细，不断完善工作

机制，继续毫不松懈地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筑牢安全屏障，巩固

疫情防控成果。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罗长清）

贵州医科大学大学城医院

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

高峰镇五方面发力融入贵阳贵安高质量发展大局

高峰镇再建一条森林防火隔离带

养牛场用电告急

贵安供电来解围

俯瞰场边村草莓基地（2 月 19 日摄）。

2月 19 日，游客在场边村草莓大棚里体验采摘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