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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秋风送爽，黔西南州广袤大地上布
满金黄，兴义市、安龙县等地水稻高产示范
点稻浪滚滚、稻穗飘香。田间地头随处可见
农户们收割稻谷的繁忙场景。

走进兴义市万峰林脚下的“福”字稻
田，一颗颗硕大饱满的稻穗被压弯了腰，现
场机械收割声轰鸣不断，农户们正抢抓晴好
天气，将稻谷颗粒归仓。

“看来又是一个丰收年，政府从栽种初
期就派专家来指导我们科学种植，水稻长得
一年比一年好。”正在埋头割稻的上纳灰村
村民杨连刚用衣袖擦了擦脸上的汗珠，将一
大捆割下来的稻谷放进打谷机里，不一会
儿，专门用来装稻谷的麻袋便装满了饱满的
谷粒。杨连刚告诉记者，自己家种的这些粮
食一家人吃不完，大多是售卖给外地的游
客，甚至有北京游客专门找他订购。

看着眼前沉甸甸的稻穗，杨连刚脸上满是
丰收的喜悦。“以前种地是为了能吃饱饭，现在
种地不比打工收入低。”杨连刚家一共5亩地，
每亩地能产500多公斤稻谷，行情好的时候，杨
连刚家每年出售稻米就有４万元以上收入。

今年以来，黔西南州着力实施“3 个万
亩”（1 万亩水稻、1 万亩薏仁米、1 万亩高粱）
全程机械化试验示范，切实抓好全程农机化
示范，以点带面推进农业产业现代化，提升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目前，全州在兴义、义
龙、安龙实施的 1 万亩水稻全程机械化试验
示范，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53%。
兴义、兴仁、安龙、贞丰 4 个重点县（市、区）
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55%。

同时，黔西南州开展“强化示范攻单
产”行动，落实党政领导齐抓共建粮食示范
点。按照“三级书记抓粮食”要求，建立

州、县、乡 （镇） 党政主要领导领办示范机
制，以领办粮食高产示范田以及高质高效、
高产高效、单产提升、特色粮食、带状复合
种 植 等 项 目 为 依 托 ， 分 级 分 作 物 建 立

“81688”示范点 （8 个州级示范点、16 个县
级示范点、88个乡级示范点），确保水稻百
亩片平均亩产突破 900公斤，核心示范点亩
产力争再创我省水稻单产新高。

兴义市今年种植水稻 10.5万亩，其中全程
机械化种植 5000亩。为了做好全市的水稻种
植工作，兴义市从３月初就开始谋划，从水稻
示范种植点的选择，到后期的育苗、移栽等工
作，兴义市农业农村局农技人员全程参与，农
技人员分成 4个小组，通过推广“两增一调”，
即增加水稻种植密度，增施磷钾肥，调整氮肥
施用量等水稻种植技术，实现水稻的稳产增
收。同时根据各个水稻示范种植点的田间情

况，指导村民采取机械插秧和人工插秧的方
式来开展今年的水稻种植工作。

经过专家全程的科学指导和培训，农户
对水稻种植技术及模式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
和理解，对水稻机械化插秧环节的技术要
点、作业标准、技术优势的掌握了解都得到
了不同程度的加强。

为便于技术推广、实现超高产目标，安
龙县响乐村在前期的水稻移栽过程采用了宽
窄行打点定距、合理密植、人工精细化和农
机标准化作业相结合等方式进行。移栽完成
后，在后续施肥、病虫害防治等田间管理
上，各级农技专家也全程做好技术跟踪服
务，有效确保完成目标产量。

今年，黔西南州种植水稻面积共 70.39
万亩，预计单产每亩 515.02 公斤，总产量
36.25万吨。

农业科技支撑粮食增产

盘江两岸 稻穗飘香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谭支乐

本报讯 （记者 唐波）近日，来自广东省惠州市各
县（区）、各系统的51名优秀公务员代表来到黔西南州，
开展为期1周的学习研讨，进一步促进东西部交流合作。

此次研讨以现场教学、集体讨论为主，并让学员在
实践中学习，激发党员干部的精气神。研讨活动充分利
用黔西南州红色资源优势，组织学员前往兴义市威舍
镇红军村、兴义市万福村等地进行现场教学，重走长征
路、重温入党誓词等。

本次研讨班是惠州市第一次在黔西南州开设的主
题研讨班，黔西南州委组织部、惠州市工作组、黔西南
州文旅集团多次协商，致力于打造“惠州—黔西南州”
特色培训线路。培训期间组织学员进行实地参观学习，
加深学员对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民族政策等的理解。

学习期间，学员们还结合自己实际工作踊跃发言，
谈感想、提建议，为推进两地深入协作出谋划策。“结合
工作实际和黔西南州劳务输出实际，应进一步提高外
出务工人员的法律意识，增强外出务工人员使用法律
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检
察院一级检察官陈文彬说。

惠州市优秀公务员代表
到黔西南州集中研学

本报讯 （通讯员 张庆庚）“谢谢检察院发放的
司法救助金，帮助我渡过难关，我的情况好很多了。”近
日，晴隆县检察院第三检察部干警来到沙子镇三合社
区，对司法救助对象余家忠进行回访，详细了解其生活
状况、身体情况、司法救助资金使用情况。对检察机关
给予的帮助和关怀，余家忠充满感激。

两年前，家庭困难的余家忠因一件故意伤害刑事案
件造成身体多处伤残，案件判决后却未得到有效赔偿，
且身体恢复治疗需要大量开支。承办检察官收到救助线
索后，立即启动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程序，实施主动救助，
落实了5万元司法救助金，及时帮助他解决实际困难。

坚持“应救尽救”原则，让更多群众享受到司法人文
关怀，传递检察温度。2020年以来，晴隆县检察院通过采
取部门联动、精准救助、公开听证的方式，积极打造“司法
救助+扶困”“司法救助+心理疏导”“司法救助+托管”等工
作模式，共办理司法救助案件18件36人，发放国家司法救
助金45.5万元，司法救助工作成效明显，广受群众好评。

晴隆

司法救助
为民办实事

本报讯 （通讯员 谢红梅）9 月 10 日，在东西部
协作广东省龙门县前方工作组的协调下，惠州市人社
局、龙门县人社局、普安县人社局联合为在惠普安籍务
工人员送去中秋礼物和节日祝福。

此次活动慰问务工人员 30 余人，有大亚湾区敏
华厂、惠城区东江工业园、仲恺区索尼公司务工代
表，慰问组为务工人员精心准备了普安红茶、月饼。
慰问还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进行，除了与务工
人员面对面深入交流外，还通过电话、微信、短信等
方式给务工人员送去家乡祝福。

慰问组认真询问务工人员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困
难和问题，了解在他们的家庭状况和工作情况，对他
们反映的问题进行登记、现场解答。

为做好此次中秋慰问工作，多方人社部门预先制
定方案，包括采购慰问品以及组织慰问活动过程中的
细节都做到提前计划安排，确保慰问工作安全、有序
开展。普安县人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将加大协作站
服务力度，继续做好劳务输出与稳岗就业工作，持续
提升劳务协作服务保障水平，增强务工人员的归属
感、幸福感、安全感。

普安

慰问在惠务工人员
9 月 8 日上午 7 时，作为望谟

县第三批援筑医疗队队员的杨俊威
早早起床，简单收拾行李后便来到
望谟县卫健局门前，准备赴贵阳贵
安抗疫一线。

“到第三批才出发，既遗憾又
兴奋。”杨俊威说，遗憾在贵阳战
疫开始之际，没能第一时间奔赴前
线，兴奋的是在自己的坚持申请
下，能为抗疫贡献一份力。

杨俊威原为广东省惠东县人
民医院超声医学科副主任、副主
任医师，现挂职望谟县人民医院
党委委员、副院长。

今年以来，新一轮东西部协作
工作满一年，望谟根据需求提出产
前筛查超声专家驻点帮扶的请求，
望谟当地医院开展系统性产筛的时
间较晚，基础相对薄弱。

“刚好在产筛这块是我比较擅
长的。”杨俊威说，得知情况后，
他毅然申请到望谟帮助县医院培养
产筛人才。

今年4月，杨俊威成为第二批东
西部协作惠东望谟结对帮扶的医疗
专家团团长，到望谟县正式挂职。

“来之前也算做足了准备，气候、饮
食等方面都做了了解。”杨俊威说，
来到望谟县后发现，生活方式不尽
相同，“但还是得一一克服”。

来到望谟后，杨俊威一边完成工
作岗位的任务，一边调研望谟县人民
医院的运作模式和医疗条件。“医疗
专业人才匮乏，专业技术基础相对比
较薄弱，群众卫生意识相对较差，一
部分群众对县医院的医疗水平信任
度不够。”杨俊威深感任重而道远。

为此，杨俊威制定两项计划：
一是就本身专长，对超声科定期开
展理论授课、疑难病例讨论、病例
分享、业务培训、带教、会诊等；
二是结合医疗协作积极与医疗专家
团队开展协作策划。

在惠东驻望谟帮扶专家团队的
共同策划下，结合中组部“组团式”帮

扶工作，6月8日，望谟县人民医院帮扶专家工作室正式揭牌，
来自贵州省人民医院、兴义市人民医院及惠东县人民医院的
帮扶专家采取不同时段坐诊的方式，有效缓解了望谟群众看
病难、看病远的忧虑，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的医
疗服务。同时，杨俊威还带领科室开展包括上肢血管检查、
PICC管检查和小儿髋关节、小儿头颅超声检查等新项目，填补
了望谟县人民医院的技术空白，推动相关科室的发展。

“现在，我们科室也联通了省、州等众多专家，大家
也多了许多学习的机会，整体团队的水平也在逐步增
强。”望谟县人民医院超声科工作人员岑丹说，不仅是业
务知识有提升，对医院建设也有很大帮助。

据了解，自赴望谟县挂职以来，杨俊威共开展培训、理
论授课、疑难病例讨论、会诊等共计 80余次，惠及医生和群
众600余人次。

杨俊威说，虽然才短短几个月，却已经将望谟、贵州这片
土地当成了第二故乡。“一次望谟行，一生望谟情。我作为一
名共产党员，无论是选择投身到西部地区的帮扶建设，还是
选择前往贵阳抗疫，都理应冲锋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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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段源兴）近日，由兴仁市道路交通
安全联席会议办公室、兴仁市道路交通安全专班牵头，联
合市公安局、应急管理局、交通运输局等部门，在兴仁市东
湖街道笔峰大道中段开展道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演练。

本次演练，制定了道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演练方
案，各参演单位按照演练方案要求，模拟设置交通事故
现场，有序开展现场秩序维护、伤员救治救援、现场勘查
等工作。各部门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圆满完成了演练。

此次演练旨在提升全市道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能
力，减少事故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确保道路交通事故
快速处置，及时恢复道路畅通，维护社会稳定。同时通
过演练查找应急预案、部门联勤联动中存在的不足，进
而完善应急预案，提高应急预案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兴仁

开展交通安全
应急处置演练

从 1 条生产线到 8 条生产线，从年产值
百万元到几千万元，从厂房占地不足 1000平
方米到 5000 平方米。一组组数据增长，反
映了贵州舌尖尖食品加工有限公司在疫情之
下开足马力快速成长的步伐。

9 月 6 日，在该公司的全封闭无尘生产
车间内，身着防尘服的工人们正在对坚果进
行逐一挑选，将品相大小基本均匀的坚果分
别放入不同的篮子中，再依次进入分装、封
口、检测、装箱等环节。

“食品生产对车间环境要求高，我们每
位工人在进入车间前，都要经过更换防尘
服、全面消毒等程序，大家测量了体温、佩
戴好口罩后方可进入。”公司行政人事主管

王汝曦介绍，为做好食品安全保障和防疫工
作，公司产品对原料检测、生产检测、成品
检测等严格把关，确保产品安全放心。

同时，公司配备专职人员做好常态化
环境消杀，按照两个月的量储备酒精、口
罩等物资，日常查验公司员工健康码、行
程码、做好体温检测，并根据社区防疫措
施及时调整。

贵州舌尖尖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位于兴义
市洒金手工产业园，主要业务是为企业和品
牌供应商提供高端食品、农特产品的深加工
和预包装产品，现有坚果类、果脯类、袋装
茶等 10余种产品，客户遍布广州、深圳、宁
波等地。

目前，该公司有员工 150 余人，一线车
间员工主要来自周边群众。周琴便是其中之
一，“我从车间员工干到了车间副主任，现
在每个月工资能拿4000多元。”

为更好地把控产品品质并保证食品口
感，公司在一些环节采用人工挑选与自动化
设备相结合的方式。“黑芝麻饼选用低聚异
麦芽糖代替传统的蜂蜜、白砂糖，黏合度要
求高，使用机器压饼容易导致烘烤时饼干破
碎，而人工压饼能够避免这个问题，使用标
准的压饼模具，能保证克重均匀、口感酥
脆。”王汝曦说。

作为贵州食源黔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旗下
子公司，贵州舌尖尖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专职

负责生产，依托总公司进行销售，自 2018年
成立到现在，产值从百万元逐年增长至几千
万元，预计今年产值可达5000万元。

“为最大程度降低疫情对公司发展的影
响，我们及时调整市场策略，积极拓展线上
销售业务和线下专属定制业务，裁减低效产
品，并在兴义、贵阳、合肥、惠州设立仓储
中心，完善物流运输体系，减少物流成本及
时间。”贵州食源黔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
理肖欣菲说，公司将重点打造以食源黔为品
牌的“互联网+农产品”供应链体系，整合
兴义农特产种植养殖源头资源，发展电子商
务、自媒体、实体店等多元销售方式，让贵
州好产品走出大山。

投产4年来，产值从百万元增至五千万元

线上线下拓销路 食品企业成长快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杨瑶 杨雯

秋风拂过，稻菽飘香，黔西南州各地一派繁忙的秋收景象。望谟、义龙的稻谷，安龙、晴隆的高
粱，贞丰的砂仁，普安的核桃……群众边收边晒，大地宛若铺上地毯；田野上农机的轰鸣声不断，奏
响了丰收乐章。

安龙县招堤街道海庄村村民晾晒高粱。

五谷丰登秋收忙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唐波 刘朝富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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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张懿） 9月 9日，义龙新区
新桥镇木科村香芋南瓜种植基地，贵州云豪农业有限
公司组织 30多名工人进行采摘、打包、装车，为贵
阳捐赠 11吨香芋南瓜。

为迅速把最新鲜的蔬菜送到贵阳贵安市民手中，
该公司积极联系万峰林公益协会，当日下午就把香芋
南瓜运送到贵阳市观山湖区金华园街道办事处，并派
送到市民手中。

该公司负责人张普清说：“我们作为一家扎根农
村的企业，听说贵阳发生了疫情，想做点自己力所能
及的事情，为贵阳市民捐赠一些需要的物资，贡献一
点绵薄之力。”

义龙新区

企业为筑捐赠
11吨香芋南瓜

安龙县栖凤街道幺塘村村民驾驶收割机收割高粱。 望谟县桑郎镇桑郎村村民晾晒稻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