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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瓜果飘香、稻黍收

成……

在第五个 “中国农民丰收

节” 到来之际，黔中大地农业喜

获丰收。

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贵

阳贵安完成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136 亿元，同比增长 6.5% ，增速

排全省第一； 完成一产增加值

83.61 亿元， 同比增长 5.5%，增

速排全省第一；农村常住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 10463 元， 增幅

6.6%； 完成农产品加工总产值

320 亿元， 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

59%……

农业产业全面发展

在贵安新区高峰镇龙宝村一

片片金黄灿烂的田野间， 一台台

轰鸣的收割机正来回穿梭，收割、

脱粒；

在修文县阳明洞街道马家桥

村，成熟的水稻馨香四溢，一束束

饱满的稻穗压弯了腰， 村民在稻

田里收割；

……

据统计， 截至 9 月 13 日，贵

阳贵安秋粮收获 66.59 万亩，占秋

粮播种面积的 52.8%。 其中，收获

水稻 2.6 万亩， 占播种面积的

7.04%；收获玉米 51.4 万亩，占播

种面积的 70.35%； 收获高粱 0.89

万亩，占播种面积的 17.1%；收获

大豆 11.7 万亩， 占播种面积的

97.1%。

截至 8 月底，全市完成蔬菜

播种 154.88 万亩 （次）、 产量

246.39 万 吨 ，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6.13%、6.38%； 完成集约化育苗

11 亿株， 为全省 43 万亩蔬菜基

地提供优质种苗，培育贵州省种

业集团、德隆育苗场等育苗基地

16 个；完成 100 亩以上相对集中

规模化、 生态化栽培示范基地

15.08 万亩； 建成高标准设施蔬

菜基地 4 万亩；培育蔬菜经营主

体 156 家，种植大户 409 家，建成

蔬菜基地 10.3 万亩；全年预计完

成蔬菜播面 190 万亩 （次）、产

量 310 万吨以上、 产值 100 亿元

以上。

另外，根据省厅下达 44.18 万

亩油菜生产计划任务， 贵阳贵安

及时组织各区（市、县）采购油菜

种子，确保油菜用种有保障，各地

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前提下，积

极组织车辆调运油菜种， 确保种

子及时发放到农户手中。目前，各

区（市、县）已采购油菜种达 53.8

吨，可满足 53 万亩大田移栽用种

需求。

在水果产业方面， 截至 8 月

底， 贵阳贵安水果产量累计达

45.6 万吨， 产值累计达 35.63 亿

元， 产量和产值同比分别增长

19.56%，27.65%。 水果产业累计带

动农户 131630 户， 带动农民就业

40177 人。

在茶产业方面， 贵阳贵安坚

持全产业链发展， 全力做大做强

做优茶产业， 目前全市茶园面积

28 万亩，投产茶园 25 万亩，通过

强龙头、创品牌、带农户，发展茶

叶生产企业 112 家、 茶叶专业合

作社 32 家、 茶叶种植大户 110

个。截至 8 月底，贵阳贵安已完成

干茶产量 1.3 万吨。

在生态畜牧产业方面， 贵阳

贵安大力发展生猪产业和家禽产

业，全力稳定生猪和家禽生产，保

障市场有效供给。

在生态渔业产业方面，截至 8

月底，贵阳贵安水产品产量 3638.8

吨，同比增长 19.25%，完成省级目

标任务 4070 吨的 89.41%； 产值

0.99 亿元，同比增长 20.96%，完成

省 级 目 标 任 务 1.21 亿 元 的

81.81%。 发展稻渔综合种养面积

8043 亩， 完成省级目标任务 8000

亩的 100.54%。 鲟鱼产量 694 吨，

同比增长 4.83%，完成省级目标任

务 789 吨的 87.96%。

打造生态宜居乡村

在息烽县石硐镇前丰村 ，

“中国联通数字乡镇示范村石硐

镇前丰村” 的标志格外醒目，整

洁干净的街道上， 每隔 1 至 2 个

路口就能看见设立在路边的高清

摄像头，摄像头与“石硐镇前丰

村联防联控平台” 连接，前丰村

工作人员通过平台就能掌握各主

路干道的实时情况。

这是贵阳贵安数字乡村建

设的一个缩影，该地的数字乡村

建设内容包括联防联控平台、

5G 智慧大喇叭 、 智慧党建等，

“互联网 +” 为综合治理、安防、

创卫等工作提供了数字化解决

方案。

2021 年 9 月 18 日，贵阳贵安

启动数字乡村 “数字工作站” 建

设， 有效推进乡村产业 “数字

化” 、农民生活“数字化” 、乡村

治理“数字化” ，开启了大数据与

农业农村融合发展的新局面。

2021 年 11 月，贵阳贵安启动

农村“五治” 工作，加强村庄规

划、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扎实推进

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

今年以来， 贵阳贵安精准

治房 ，坚持全面清 、集中建、严

格管、盘活用，启动农房风貌整

治 7225 户、完工 5051 户；精准

治水，坚持饮用水、污水、黑臭

水“三水同治 ” ，启动 154 个行

政村农村污水治理 ， 建成农村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2801 套 ，完

成 7 条黑臭水体治理 ； 精准治

垃圾， 坚持分类减量， 完成 33

个乡镇转运站收集间、881 个示

范村可回收物及有害垃圾收集

点建设；精准治厕，坚持高质量

建、全过程管 、系统化治 ，户厕

开工建设 7 .08 万户， 完工 5 .2

万户；精准治风 ，坚持建机制 、

作示范、强宣传 ，劝阻办理其他

酒席 1471 起， 滥办酒席得到有

效遏制。

打造“美丽农村路” 精品路

线 100 公里，推荐乌当区申报“四

好农村路” 全国示范县；完成 164

个 4G 基站建设， 实现全市行政

村广播电视网络 100%全覆盖、重

点乡镇 5G 网络覆盖， 农村发展

条件和生活环境不断改善。

牢牢守住底线防止返贫

“多亏了党和政府的关心 ，

为我们购买了防贫保险 ， 让我

们家的压力减轻了很多。 ” 修文

县龙场街道居民关女士说 ，女

儿治病的医疗费用高达 70 万

元左右 ， 我家通过各项保险一

共报销了 40 多万元。 后面的治

疗费用也可以凭发票报销 ，让

我安心很多。

关女士所说的 “保险 ” 是

市、县两级财政为其购买的“防

贫保” 等防贫保险。 2020 年 12

月起，贵州省、贵阳市针对所有

农户启动了防返贫预警监测工

作，当发现返贫情况时，相关工

作人员会进行走访核实。 针对情

况属实的家庭，工作人员将启动

程序，将其纳入全国防返贫监测

信息系统，并纳入边缘易致贫户

管理。

今年以来， 贵阳贵安持续坚

持“四个不摘” 原则，开展“回头

看” 工作，采取强政策、强监测、

强“两业”（产业和就业）、强增

收四项举措， 牢牢守住防止返贫

致贫底线， 目前贵阳贵安未发生

一例返贫致贫现象。

在政策保障上， 贵阳贵安衔

接期内保持“3+1” 保障政策总体

稳定， 实行从学前教育到义务教

育资助全覆盖政策， 实现控辍保

学；全面落实各项医疗保障政策，

实现应保尽保、应资尽资；通过危

房改造、子女赡养、周转房安置等

方式，实现住房安全有保障；实施

农村供水保障工程， 实现饮水安

全有保障。

在监测预防上， 深入开展防

贫监测排查，推进“防贫保险” 脱

贫户和监测户全覆盖， 累计排查

并核实防贫预警监测线索 34480

人，针对存在问题，及时采取措施

化解风险。

在产业发展和就业方面，贵

阳贵安今年衔接资金安排产业项

目 316 个，投入衔接资金 22962.8

万元，覆盖带动帮扶对象 9550 户

31078 人。 采取公益岗位、以工代

赈等措施， 积极应对疫情对外出

务工人员的影响， 实施以工代赈

项目 3 个，投入资金 430 万元，发

放劳务报酬 103.5 万元， 带动 70

户 97 人就近就地就业；积极开展

脱贫人口务工就业服务， 全市务

工 20244 人，占目标任务 18988 人

的 106.61%。

在促进增收上， 贵阳贵安通

过抓监测帮扶、科技支撑、产业项

目、稳岗就业、政策衔接、以工代

赈、盘活资产七项措施，帮助脱贫

人口增收。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宋子月

喜看稻菽千重浪

———写在第五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之际

本报讯 9 月 20 日以来，由

贵商总会组织会员企业提供的

20000 份爱心礼包， 陆续送到群

众手中。

本次捐赠的爱心礼包由贵商

总会协调首扬水果、 益佰制药等

10多家会员企业提供，物资从省内

各地发送到观山湖区的贵阳好彩

头食品有限公司集中，由工作人员

分拣打包装车后运送到市内的各

个隔离点。 爱心礼包里除了有水

果、乳酸菌、酸辣粉、刺梨汁、糖果

等即食食品外， 还有消毒液、N95

口罩、毛巾、牙膏等的生活医疗物

资和一封慰问信。

“贵阳的疫情防控工作，牵动

着贵商总会和每一家会员企业的

心，大家都想为抗疫尽一份力，用

奉献诠释守望相助、 患难与共的

深厚情谊。 ” 贵商总会党支部书

记、常务副会长、秘书长，天下贵

州人活动主委会秘书长， 诚祥投

资集团董事长孔祥柱说， 得知要

为隔离人员准备爱心物资后，广

大会员企业踊跃响应、积极行动，

在最短的时间内组织人手调集好

了相关物品。

据孔祥柱介绍， 本次捐赠的

20000 份爱心礼包总价值约 200

万元， 从 9 月 20 日开始陆续送

出， 计划于 9 月 22 日晚全部送

完。 为了保证物资能够尽快送达

各隔离点，经有关部门协调，贵阳

公交公司专门调集了 20 多辆大

巴车参与物资的转运工作。

据了解，由于本次捐赠的物资

量较大、时间紧，作为物资集中点

的贵阳好彩头食品有限公司，参与

分拣、打包的人手不足。 得知这一

情况，贵州通源集团组织上百名员

工、贵州铭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组

织近 70 名员工作为志愿者， 前往

支援。 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同时，现

场每天都有 200 名左右志愿者参

与物资的分拣、打包、装车等工作，

确保了爱心物资的及时送达。

“每一份爱心礼包，都深深寄

托着我们对群众的美好祝福。 ”

孔祥柱说， 在后续的疫情防控工

作中， 贵商总会及会员企业将积

极发挥主动性，用爱心回馈社会，

以实际行动践行企业的社会责任

与担当。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彭寻启）

两万份爱心礼包

送到群众手中

本报讯 “谢谢你们，太及

时了，我的药正好吃完了。 ” 9 月

20 日晚，云岩区甜蜜小镇 2 组团

居民左女士收到社区工作人员

送来的药后连连道谢。

独自居住的左女士患有糖尿

病、高血压等慢性病，需要长期服

用药物。 当天，眼看家中备的药吃

完了，自己又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线

上购药，左女士心急如焚。 居住在

白云区的外孙孙小杨知道后就拨

打了 110 求助，并表示自己已经在

线上买了药，但由于云岩区仍在实

行临时静态管理，甜蜜小镇更是在

处于封控中，买了药也无法送至老

人家中，家人十分着急。

孙小杨的诉求第一时间被云

岩公安分局转达给了云岩区水

东路街道。 水东路街道迅速联合

相关部门为左女士送药。 该街道

积极联合交警部门协调白云区、

观山湖区、云岩区警力，由外卖

小哥取药、 交警跨区送药、 社区

工作人员配送到家，当晚，水东

路街道的社区工作人员把药交

到了左女士手上。

“从街道知道这件事情 ，到

社区工作人员把药送到居民家，

这场跨区的 ‘爱心接力’ ， 花了

不到一小时。 ” 水东路

街道相关负责人说。

为 独 居 老 人 送

药，只是水东路街道在疫情防控

期间关心关爱老、弱、病、残、孕

等特殊群体的一个缩影。 在疫情

防控期间， 水东路街道不仅要求

各社区加强对困难群众的关心帮

扶，还通过网格员、楼栋长、志愿

者等， 全面收集居民诉求， 并根

据诉求进行整理后，提供“点对

点” 爱心服务。 同时，该街道还配

备爱心车辆， 为居民提供就医接

送服务。

（刘竹寒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周芸）

多部门“接力”

为独居老人送上“救急药”

本报讯 本轮疫情发生后，

为 保 障 好 困 难 群 众 的 基 本 生

活 ， 清镇市站街镇开展集中入

户走访行动，为辖区低保户、特

困人员及孤儿等困难群众送去

温暖。

走访中，站街镇积极为困难

群众协调解决粮食蔬菜、 医疗

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前几天发

给大家的白菜、 面条和米都收

到了吗？ 如果遇到困难要及时

联系村干部 ， 我们会尽力帮助

大家渡过难关。 ” 在站街镇小河

村村民陈胤恺家里，

该镇副镇长刘俊反

复叮嘱。

站街镇党委政府始终牵挂

着低保家庭、独居老人、孤儿等

困难群众， 积极组织各村 （社

区）开展走访帮扶工作，为群众

送去白菜、 米面等基本生活物

资 ， 并及时宣传防疫知识及防

疫措施。

截至目前， 站街镇已及时向

辖区内 424 户低保户、70 户特困

户、29 名实事无人抚养儿童和 8

名孤儿送去生活物资。

（邓昌荣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许发顺）

清镇市站街镇———

走访困难群众 送上生活物资

白衣执甲勇战“疫” 向险而行显担当

———贵阳市医务工作者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疫情就是命令， 白衣就是战

袍。贵阳本轮疫情发生以来，广大

医务工作者白衣执甲、向险而行，

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放在首位， 全力以赴奋战在

抗击疫情前线。

闻令而动

火速集结在抗疫一线

疫情发生以来， 白云区卫健

系统吹响打赢打好疫情防控攻坚

战的总号角。 9 月 3 日，按照全区

统筹调度， 贵阳市白云友爱医院

迅速行动，派出 50 多名医护人员

前往辖区 16 个点位，开展核酸检

测采样工作。

当天接到医院号召后， 白云

友爱医院党支部组织委员覃露主

动请缨，向院党支部递交请战书，

承担起雷锋广场核酸检测采样点

组长的重任。

覃露每天凌晨两点出发 ，

到达党员先锋岗后 ， 全程不离

岗，直至完成当天的采样工作 。

其他时候 ， 覃露还主动上门为

行动不便的老年群众开展核酸

采样，由于辖区老旧楼栋较多 ，

多是步梯房 。 “穿起防护服爬

楼，经常会感觉喘不上气来，但

我们必须坚持，不能停下来。 ”

覃露说。

接到上级关于抽调核酸检

测采样人员的通知 ， 南明区人

民医院迅速集结了一支由年轻

医护人员组成的队伍 ， 进入花

果园片区开展核酸检测采样工

作。

“从 9 月 14 日开始，我们基

本每天都要前往花果园片区中、

高风险区开展采样工作， 每次大

约抽调 70 到 80 名医护人员参与

采样，他们大多是‘80 后’ 和‘00

后’ 。 队伍虽然年轻，但大家不惧

风险、不怕辛苦，一直坚守在岗位

上。 ” 南明区人民医院供应室护

士长唐旋说。

据统计，9 月 14 日至目前，南

明区人民医院的这支采样队伍在

花果园片区共计采样近 8 万人

次。

不畏危险

抗疫战场的“幕后英雄”

疫情防控期间， 贵阳市开展

多轮核酸检测， 一份份核酸检测

结果背后， 是数以万计的核酸标

本矩阵， 是一群在核酸检测实验

室里披星戴月奋战的检验人员。

他们白衣执甲，与病毒短兵相接；

他们不分昼夜， 做着平凡而又精

细的工作……他们是疫情防控的

“幕后英雄” 。

9 月 15 日， 已经半个月没有

回家的赵德军， 在等待实验室消

杀的间隙，快速吃了午饭、打了半

个小时的盹，又穿上防护服，走进

了核酸检测实验室。

从样本接收、 登记到试剂制

备、核酸提取、核酸扩增、废弃物

高压消毒等，每一道工序，清镇市

第一人民医院核酸检测实验小组

长赵德军都非常熟练。 在负压条

件下进行核酸提取， 他和其他同

事一样， 防护服内的衣服总是从

干到湿， 又从湿到干。 “虽然很

累，但每个动作、每道程序都需要

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完成。 ” 赵

德军说。

清镇市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

有医务人员 36 名，主要负责临床

日常标本检测和核酸检测。 疫情

防控期间，他们分为 4 个组，日夜

轮岗。

同样在辛勤付出的还有贵阳

市方舱医院的医护人员， 该医院

于 9 月 5 日开舱， 目前有来自全

省的 700 多名医护人员在这里为

患者进行治疗。

为全力做好方舱医院服务

保障工作，清镇市成立了后勤保

障工作专班。 工作专班每日会提

前收集病患、 医护就餐需求，为

特殊人群提供定制服务，根据用

餐时段安排专人负责餐食配送，

为大家提供“暖心礼包” 。 同时，

工作专班还提供定制礼包，根据

患者需求单独配送尿不湿、女性

用品、轮椅、婴幼儿辅食等，还给

方舱内的小朋友们单独配送了

零食包。

截至 9 月 19 日，方舱医院康

复人员累计达到 241 名。

冲锋在前

基层医护人员全力奋战

一处处核酸检测采样点，就

像一道道防疫屏障。 在这些核酸

检测采样点上， 少不了各地基层

医护人员坚守的身影。

“作为一名基层医务人员，我

要对得起身上的白大褂， 不辜负

村民对我的信任。 ” 花溪区政协

委员、 马铃乡卫生院院长韦英经

常把这句话挂在嘴上。

在韦英的带领下， 马铃乡卫

生院干部职工奋勇争先， 积极投

身到抗疫一线， 奋力完成全乡核

酸检测采样工作。

疫情防控期间，韦英除对核

酸检测采样和抗原检测等各项

工 作 进 行 统 筹 安 排

外， 还要开展门诊急

救、孕产妇转诊、群众

就 医 咨 询 等 常 规 工

作。 无论是白天或深夜，她总是

奔忙在各村组、学校以及采样点

之间，与医护人员 、志愿者奋战

在一起，用实际行动践行一名基

层医务工作者的担当。

家住云岩区的郭玲倩是观山

湖区碧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

护人员，从 9 月 2 日以来，她一直

没有回过家，住在酒店里。她的工

作是负责整个金阳街道和云潭街

道的入户核酸检测采样。

“我们卫生服务中心上门做

核酸检测的人员共有 16 人，分

为 4 组，4 人一组，每天早上 8 点

钟出发，主要上门为行动不便或

‘黄码’ 等居民做核酸检测，每

天步数基本上在 3 万步左右。 ”

郭玲倩说， 她会一直坚守岗位，

认认真真地完成疫情防控各项

任务。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

勇于挺身而出的医务工作者还

有很多 。 面对疫情 ，他们，冲锋

“疫 ” 线，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医

者仁心。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蔡婕

帅弋 梁婧 许发顺 李春明 冉婷林

自 9 月 19 日 18 时起， 贵阳

市实施分级分类疫情防控措施，

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不少企

业开始恢复生产经营。

企业在复工复产过程中有何

需求？如何帮助企业解决难题？全

市投资促进系统迅速行动， 在做

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同时， 积极

通过各种方式千方百计帮助企业

解决难题， 部署疫情防控和服务

企业复工生产工作。

“本轮疫情来得突然， 很多

企业措手不及。 随着逐渐复工复

产，部分招商引资企业反馈因疫

情引起的投资建设、生产和生活

困难等问题， 我们将按照市委、

市政府工作部署，配合产业部门

出台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的相关

政策。 ” 贵阳市投资促进局有关

负责人说。

多措并举帮助企业复工复

产。全市投资促进系统通过走访、

座谈、 调研等渠道和方式为企业

提供“一对一” 服务，倾听企业诉

求、 指导疫情防控、 收集意见建

议、协调企业用工等，加大对招商

引资企业复工复产服务力度。

此外，全市投资促进系统认

真执行贵阳市疫情防控工作要

求，利用官方微信公众号 、企业

微信群发布宣传疫情防控常识，

督促重点招商引资企业做好疫

情防控及返岗员工疫情防控工

作，引导有市场、有效益、有订单

的企业快速复工复产，着力推动

企业从“复产” 到“达产” 的转

变，尽快释放产能 ，跑出复工复

产“加速度” 。

“我们从 10 号开始陆续复工

复产， 每天都要对工人进行核酸

检测， 时时监测工作人员健康状

况。 ” 位于贵阳市观山湖区的贵

州中安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厂长

帅志刚说。

走进中安科技公司生产车

间，只见机器轰鸣，工人们戴着口

罩在各自工位上忙碌， 大家争分

夺秒抢时间、赶进度。 帅志刚说，

“目前已有 85%以上的生产一线

员工到岗，公司日生产产值 1000

万元左右，已接销售订单量达 3.7

亿元，现正开足马力保生产。 ”

据帅志刚介绍， 企业前期虽

然准备了足够的原材料， 但因为

部分路段封控，原材料进不来、货

发不出去， 通过相关部门大力协

调，解决了这一问题，基本保证了

企业正常运营。

同样， 贵州易初生物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在有关部门的帮助

下，生产原材料得以顺利运进来，

保障了企业复工复产。

“我们落实企业包保责任制，

各包保责任人主动与企业联系，深

入了解企业生产中遇到的困难，积

极协调解决措施，做好企业复工复

产服务工作。 ”乌当区政府有关负

责人说。 该区先后帮助易初生物、

黔龙医学检测中心、 捷盛科技、和

美云商等 10 余家企业解决物资和

原材料运输等实际困难。

白云区成立调研组走访了中

海印龙泉、华为贵州区域总部、白

云商贸中心项目现场等地， 详细

了解各项目进展、 疫情防控措施

落实、现场人员组成、人员住宿等

情况， 以及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困

难问题，对建筑工地疫情防控、安

全生产等工作进行督导检查。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罗婧

贵阳市投资促进系统———

为企业生产“保驾护航”

有网民在快手平台发布视频：

白云辖区某商家蔬菜标价 7.98 元

/斤，实际收款 9.9元 /斤。

白云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

立即前往视频中提及的超市进行

核查。 经查，该店内蔬菜系列标示

价格牌显示为 9.9元 /斤， 与视频

中显示售卖单价一致。 其现场负责

人杨永自述， 自贵阳疫情发生以

来，该超市从白云区农户刘应会处

直接购进蔬菜系列销售。

经核对，9月 3日至 4日，蔬菜

送货价为 6 元 / 斤，该超市销售价

6.98元 / 斤；9 月 5 日后，蔬菜送货

价为 7.00 元 / 斤， 该超市销售价

7.98 元 / 斤，9 月 6 日至 8 日该超

市按照要求暂停营业， 直至 9 月 9

日开门，蔬菜销售价仍然为 7.98元

/斤。 后因按照 7.98元 /斤的价格

销售蔬菜仅能维持保本，该超市决

定对其销售的蔬菜进行调价，调至

9.9 元 / 斤， 从 9 月 10 日起实施。

但该超市在调价后未及时更换标

签码，直至中午才更换，故导致网

民拍摄的实际销售价高于标示价

的情况发生。

该商户售卖蔬菜销售价与

标示价不一致的行为涉嫌违反

《价格法》有关规定，白云区市

场监管局拟对贵州优益品商贸

有限责任公司涉嫌在标价之外

加价出售商品的违法行为进行

立案调查，正在按程序进行立案

调查。

图为贵商总会组织捐赠的爱心礼包。 邓丽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