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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家国内外金融机构携手亮相2021服贸会金融专题展

●规范临床用药！《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调整

工作规程》发布

●上海深化“河长+检察长”依法治河：建立村居级公益检察

观察站

奋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

数字经济助推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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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是葡萄
采摘旺季，务川仡佬
族苗族自治县丰乐镇
田村村大棚葡萄园
里，晶莹剔透的葡萄
挂满枝藤，游客纷纷
前往体验采摘。

近年来，随着农
业产业结构调整，当
地农户依托二级公路
和“田村·故事里”文
化村寨区位优势，因
地制宜发展特色体验
产业，打造集生态、体
验、观光为一体的现
代乡村产业，带动了
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助推乡村振兴。

图为9月4日，游
客在该葡萄园内采摘
葡萄。

（田东 摄）

葡萄飘香

本报讯 （记者 金枭枭 李
培松）“有了物联网、大数据，种茶
有了更科学的指导和强力的支
撑。”近日，贵州兰馨茶叶有限公司
董事长金循说，茶叶生长环境可实
时监控，茶叶品质一码追溯。

茶产业和大数据、物联网的深
度融合，小茶叶插上了“数字翅
膀”，这是湄潭县强化互联网思维，
深入推进大数据战略，用数据指导
生产，推动茶叶提质增效的缩影。

近年来，该县围绕农业现代化
建设要求，大力实施“互联网+三农
服务”，推出湄潭县祥农智惠农业
云平台 2.0，利用大数据、物联网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在茶园、鲜叶市
场、企业加工车间布设茶园环境监
测设施、物联网传感设备等，采集

信息数据在云端进行运算，对生
产、加工行为进行识别监控，即时
读取各项数据，实现茶叶生长环境
数据的实时监控。

此外，结合消费者关注的茶产
品品质关键信息，建立完整的绿色
供应链档案，以二维码作为信息载
体，融合区块链技术，以共建、共
享、专享等多种模式快速实现质量
信用企业接入质量链，建立产品数
字身份证，推进产品各个环节数据
的全程可视化和可追溯，为不同消
费模式下的消费者提供产区基地
的质量安全追溯与透明供应数据
支撑，实现茶叶质量安全可追溯。

“打开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
就能知晓茶叶生产过程；轻点鼠
标，就能分析茶叶产品在市场的走

向趋势。”贵州湄潭祥农现代农业
有限责任公司物联部负责人杨翛
涵说，公司还着力搭建农业信息服
务系统，将新闻资讯、市场动态、视
频讲座、产品库及知识库等信息模
块向外发布，为农户和企业提供便
捷的个性化服务。

正是依托大数据、物联网，专
家利用手机可在线指导生产，茶农
能可视化管理茶园，用信息化手段
赋能，打破了农民与农技专家之间
的空间距离。

“茶叶好不好，以前是靠经验，
现在是靠数据说话。”该县经济贸
易局有关负责人说，“大数据+茶
叶”，实现“云”上种茶，带来从田间
到指尖的深刻变革。

数字赋能茶产业，让湄潭茶有
量更有质。据统计，目前，全县建
设标准化生态茶园 60万亩，2020
年，全县茶叶总产量 7.66万吨，产
值 60.66 亿 元 ，茶 业 综 合 收 入
150.13亿元。

湄潭县：“云”上种茶 量质并重

在播州区鸭溪镇金钟坝区，2000多亩
的茄子已进入收获的中后期，村民们忙着
采收、分拣、装车；另一旁的基地技术管理
员正在育苗大棚里增湿降温，呵护着绿油
油的蔬菜苗。

据悉，大棚里蔬菜苗是金钟坝区的秋
冬季主要种植品种，不久后就进行移栽。
近年来，金钟坝区按照“四新一高”发展思
路，深入推进农业“321”工程，积极培育经
营主体，以“龙头公司+合作社+农户”发展
模式，大力发展蔬菜产业，年亩均产值超 3
万元。

今年以来，全市始终围绕“四新”抓“四
化”，按照“四新一高”“一县一业”“一业一
龙头”的产业发展理念，深入持续推动农业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农业农村经济运行势头
良好。上半年，全市夏粮实收面积 279.62
万亩，夏粮总产量 54.01万吨。辣椒、茶叶
种植规模居全国地级市第一位、第二位，红
粱、中药材规模位居全省第一位。农产品加
工总值314亿元（不含烟酒），农产品加工转
化率达58.2%，位居全省第一位。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播撒希望的
季节。”市农业农村局局长邹家文说，全市
要按照抓秋种定来年明方向、抓秋种促明
春接茬口、抓秋种调结构增收入的思路，扎
实做好秋冬种工作，为全年农业生产打好
基础、定好调。

近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了《关于
扎实抓好 2021年秋冬季农业产业结构调
整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通知》，明确指出
全市将重点围绕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粮食
安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业科技示范带
动、经营主体培育等多方面扎实推进秋冬
季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为此，我市将扎实抓好在田作物田间
管理和防灾减灾工作，强化气象灾害防范，
重点做好草地贪夜蛾、水稻“两迁”害虫监
测防控，确保“虫口夺粮”，全力夺取全年粮
食丰收。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耕地地力提升、冷链物流等项目建设，加
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夯实农业生产基础。抢抓农时提早谋划秋播秋
种，持续开展粮食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粮食作物高产高效技术，确保
完成粮食面积920万亩、产量228万吨以上目标任务。

调结构提质量促增收。紧盯市场需求，按照“稳粮增收调结构、提质
增效转方式”的思路，深入落实“四新一高”要求，持续推动农业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突出发展县域首位产业，着力发展“一县一业”“多镇一特”“数
村一品”，实现产业集群集聚。全面推进坝长制责任落实，突出坝区引
领，以全市241个坝区为主阵地，以30个示范坝区为创建重点，着力抓好
秋冬种试点示范，持续推动坝区产业提质增效。

育主体强带动促增收。围绕“一业一龙头”，引进和培育一批引领型
企业，积极推动国有涉农企业市场化转型，强化职业农民、家庭农场、种
养大户培育力度，扎实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社提质增效。大力推广“龙头
企业+合作社+农户”组织方式，因地制宜探索发展“返租倒包”模式，大力
发展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提升社会化服务水平。抢抓东西部粤遵协作
机遇，持续深化渝遵、沪遵合作。引导流通主体与生产主体、农民间建立
稳定利益联结关系，促进农民增收。

“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视察贵
州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抓好当前秋冬种工作，切实保障粮食安全生产，持
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全力推进巩固拓展脱贫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邹家文说。

（记者 李培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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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的遵义，秋高气爽。
位于新蒲新区的湿地公园，伴

随着知了的声声鸣叫，以及凉爽惬
意的秋风，市民畅游其间，享受秋
日美景，感叹新区的美丽蜕变。

“园在城中，城在园中”的新蒲
新区，是遵义市城镇面貌发展的一
个生动缩影。

当前，遵义市正加快推进以
打造遵义都市圈为牵引的新型城
镇化建设步伐，不断增强城镇人
口承载力、内需带动力、发展竞争
力，引领遵义全域高质量发展，为
建设红色传承引领地、绿色发展
示范区、美丽幸福新遵义提供强
劲动力。

打造生态宜居城市

白天，漫步在遵义老城，湘江河
碧波荡漾，遵义会议会址、毛主席
住居等红色旅游景点人流如织；夜
晚，城市之夜流光溢彩，昆明路唯
一国际综合体、珠海路新国贸等繁
华商圈华灯璀璨，让人切身体会到
了遵义城市化的无限魅力。

“这里环境好，有健身器材、有
步道，吃完饭出来逛逛，走动一下，
对身体也有好处。”家住海尔大道

的张济民，每天都会到附近的南岭
公园散步。

今年75岁的张济民，是一名老
遵义人。在他看来，遵义似乎一下
子就“长大了。”

遵义市始终坚持发展和生态
两条底线，秉承“绿色文明、生态宜
居”的发展理念，优化城市空间布
局，整治河道水系，加强城市管理，
以路网建设为引领，强化供水、供
气、电力、通信等城镇基础设施建
设，加大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
城市功能服务设施的建设力度，积
极推动大生态、大旅游、大健康融
合发展。

城镇品质大提升，是人民的向
往。遵义市为进一步保障和改善
民生，大力推进城市更新，实施了
老旧小区改造、棚户区改造、社会
就业、智慧社区、养老服务、交通出
行、环境治理等一系列民生实事，
全面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数据显示，“十三五”以来，遵
义城镇化率从 2016年的 47%提高
到 2019年的 57.6%，中心城区新增
100平方公里城市新区、100平方
公里产业园区、100平方公里森林

公园，21个省级城市综合体建成
投用。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晨雾中，大山深处的道真自
治县大磏镇文家坝村依稀可见。
小青瓦、竹栏杆、木窗花……一幢幢
端庄大气的仡佬族民居引人注目。

“我们这里与重庆南川区大有
镇接壤。每年有很多重庆游客来旅
游，村里的旅游收入一年比一年好。”
村民李谷柳的笑容里写满了幸福。

大磏镇自古以来便是川黔咽
喉要道，被誉为道真自治县的北大
门。近年来，在旅游经济带动下，
道真自治县大力推进大磏镇特色
小城镇建设，对供水、排污、绿化、
交通等基础设施进行改造，规划兴
建农贸市场、商住楼等项目，改善
和提升了集镇功能。同时在尊重
历史和自然的基础上，逐步提升乡
村人居环境质量，在辖区各个村落
还原了仡佬族特色民居，完善乡村
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
如今，每年到大磏旅游的重庆市民
有近10万人次。

据了解，遵义市近年来注重城
镇化建设，加快推进全市特色小城

镇建设，把做大做强城镇与做美做
靓乡村相结合，推动“四在农家·美
丽乡村”创建，推动城乡互融并进、
协调发展，夯实城乡融合发展的经
济基础。

不仅如此，遵义市还通过以产兴
业、以业带镇，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
向城镇转移，推进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提升乡村对城镇的发展支撑力。

现在，像大磏镇这样发展日
益红火的特色小城镇不在少
数。仁怀市茅台镇、赤水市丙安
镇、播州区石板镇、习水县土城
镇、湄潭县永兴镇、桐梓县新站
镇等一批功能较为完善、特色较
为明显、品位较高的小城镇，有
效增强了城镇对农村的辐射带
动作用和影响力。

做大做强遵义都市圈

毋庸置疑，这些年来遵义市的
城镇发展可以说是有目共睹，民生
事业不断改善，人居环境得到优
化，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相继
建成新舟机场、茅台机场和渝贵铁
路，开启“双机场”模式，迎来“高铁
时代”。

（下转三版）

以打造都市圈为牵引

遵义新型城镇化建设乘势而上

9月1日，在凤冈县禾悦现代农民农业专业合作社百亩水稻基地，机
器轰鸣，收割机正忙着作业。“我的水稻基地不仅实现了从播种到收割全
过程机械化，而且还是‘智慧管护’。”合作社负责人唐龙辉说。

唐龙辉是凤冈县何坝街道水河村人。2013年，外出打工多年的他决
定回乡发展，利用当地水源充足、田地集中的优势，发展有机稻谷产业。

2014年，在水河村村支两委的帮助下，唐龙辉以每年每亩600元的价
格租了100亩田，并成立凤冈县禾悦现代农民农业专业合作社，与凤冈县
精米加工厂神农米业签订协议，以“支部+合作社+企业”组织方式发展有
机稻谷。

随后几年，唐龙辉先后投入100余万元，将现代化机器引进稻田。
如今，在唐龙辉的稻田基地，通过利用铧田机，每天铧田20亩，5天将

100亩稻田铧完；利用无人小飞机喷洒生物农药，2个小时完成稻田的病
虫害防控；利用收割机，2天完成稻谷收割；利用全自动谷物烘干机，1天
烘干稻谷20吨。

“采用传统方法，一人一年最多只能种上 10亩的田地，通过机器种
地，效率至少提高10倍，而且相当轻松。”唐龙辉说。

不仅如此，唐龙辉还在基地安装了20多个摄像头，通过电脑和手机，
随时查看水稻生长情况。形成了“生产有记录、信息可查询、流向可追
踪、责任可追究、产品可召回”的产品可追溯体系。

2019年，在凤冈县农业部门的技术支持下，唐龙辉通过“稻鸭共生”
种养方式，再次升级产业。

“鸭子不仅可以吃掉田内的杂草、害虫，其粪便还有肥田的效果，提
高水稻产量。”唐龙辉说。

唐龙辉算了一笔账：稻田里，一年能养 5批鸭子，收入有 5万元。而
通过“稻鸭共生”种养方式，田里的水稻由原来的亩产 600公斤增加至现
在的700公斤，按每公斤6元订单价计算，每亩增收600元。

目前，唐龙辉的100亩稻田，每年综合产值近50万元，除去10多万元
的成本，每年的利润达30万元左右。 (据《贵州日报》)

“慧”种田，他是乡村“新农人”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在基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