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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部举行向中国人民警察警旗宣誓仪式

●国管局：扎实推进节约型机关建设

●高中办学质量评价指南发布：强调克服

“唯分数、唯升学”倾向

1月 6日，位于湄潭县湄江街道
核桃坝村的遵义七味茗香茶业进出
口有限公司加工厂里，最后一批利
用冬季茶园管护修剪下来的嫩枝叶
制作的颗粒红茶已经完成，工人们
正在打扫卫生。

轰鸣多日的生产线安静下来，
公司总经理喻能红的心里却是热乎
乎的。“我们从去年到现在，颗粒红
茶出口了 563 吨，产值 1800 万美
元。马上开始迎接新一年的春茶采
摘。”

“今年计划增加一条生产线，产
量将增加2至3倍，我们将以核桃坝
为核心，辐射延伸到整个县，进一步
扩大产能，提高茶叶利用率，让茶农
的茶叶都能卖得出，务工的人们都
有去处。”谈及新年计划，喻能红信

心满满。
“我是一个幸福的农民”“走！

到湄潭当农民去”，一望无际的茶海
间，一块块标牌格外醒目。这不仅
是湄潭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更反
映出了湄潭新农村的魅力。

位于金花村的“七彩部落”景
区，全力建设生态优质高效茶园，在
茶园套种水果等树种，在观光道旁
栽种景观植物，打造层次分明、色彩
斑斓的四季茶园景观。同时，还建
设了一批高端民宿，让游客有更好
的沉浸式旅游体验。

在这里，茶叶种植和旅游文化
产业融合发展，发挥着走出去引进
来的效应。金花村探索建立了“人
人是股东、户户能分红”模式，实现
了从建设新农村向经营新农村转型

升级。
“没有发展乡村旅游前，全家人

务农或外出务工的收入只能解决温
饱，现在光是开餐馆，一年就能收入
30万元，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了。”在
景区经营餐饮店的徐学良高兴地说。

放眼湄潭全县，诸如核桃坝村、
金花村这般因茶而富、因茶而美的
地方比比皆是。

近年来，湄潭县坚持“优势在
茶、特色在茶、出路在茶、希望在茶、
成败在茶、突破在茶”理念，持续抓
好茶叶首位产业，大力实施“质量安
全、基地提升、品牌打造、市场拓展、
茶旅一体”五大工程，奋力跑出了茶
产业发展加速度。

如今，湄潭县发展优质茶园 60
万亩，培育国家级茶业龙头企业 5

家、省级23家、市级29家，规模以上
工业茶企 10家，打造了“湄潭翠芽”

“遵义红”等品牌。2021年，全县茶
叶产量 7.98万吨、产值 67.43亿元，
同比增长 4%、11%。茶业综合收入
167.09亿元。

作为全省乡村振兴引领示范县
之一，湄潭县还荣获“中国茶旅融合
十强示范县”称号，荣登全国“十三
五”茶业发展十强县榜首，2021年蝉
联中国茶业百强县第一名。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在湄潭，道路硬化、卫生净化、
环境美化、村寨亮化，乡村建成“美
丽宜居家园、观光休闲公园、投资兴
业乐园”，60万亩优质茶园托起乡村
振兴“富、美、新”，成就“贵州最美乡
村”响亮品牌。 （金忠秀）

湄潭县：

60万亩优质茶园托起乡村振兴“富美新”

西柏坡，一个永载党史的精神
地标。

70 多年前，新中国从这里走
来——1948年 5月至 1949年 3月，
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办
公，描绘新中国的宏伟蓝图，这里成
为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
农村指挥所”。

70多年后，“赶考”之路仍在继
续——“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

‘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
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
心为民”，时空回响的西柏坡精神，
激励我们昂首阔步在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

历久弥新的精神力量

1949年 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
会在西柏坡召开。

一座长条形的土坯房，就是当
年七届二中全会的会场。会场虽简
陋，精神却不朽。

面对党的工作重心将由乡村转
移到城市等新的历史条件，毛泽东
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务必
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
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
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两个务必”，永远务必。短短
40字，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
凝练注脚。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毛泽东
同志当年在西柏坡提出“两个务
必”，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
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
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
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
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
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包含着对
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
本宗旨的深刻认识，思想意义和历

史意义十分深远。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百年前，我们党诞生于内忧外

患的旧中国。谦虚谨慎、艰苦奋斗，
我们党一路走来，团结带领人民战
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艰难
险阻，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时代在变换，精神的力量永远
激荡人心。孕育于红色沃土上的西
柏坡精神，如警钟、似重鼓，不断引
领、激励着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永
葆光荣传统、秉持理想信念，砥砺奋
斗、永远向前。

“生在解放区，长在新中国，奋
斗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安享晚年
在新时代。”今年76岁的老党员闫青
海是西柏坡有名的义务讲解员。闫
青海说，他经历了中国人民迎来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
程。虽然年纪大了，但他“一辈子都
不想犯懒”，还要发挥一名老党员的
余热，坚持宣传西柏坡精神。

革命精神，观照当下，启迪未来。
今后，无论我们的事业发展到

哪一步，取得多大的成就，重温西柏
坡精神，总能为我们提供精神的支
撑、信仰的坚守、理想的执着，让我
们不断迈向胜利。

永不褪色的人民情怀

在西柏坡纪念馆，几张黑白图
片记录着历史。

1947年，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
在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
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耕者有
其田”，点燃了中国人民“翻身立家”
的热望。大纲公布后，解放区迅速
形成土地改革热潮，这为我们党领
导人民夺取解放战争胜利提供了坚
实物质力量和群众基础。

早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就

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一切为
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
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
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
去上战场……”在纪念馆里的一辆
手推独轮车前，讲解员唱起这首战
争年代广为传唱的民谣。

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
用小车推出来的；渡江战役的胜利，
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热火
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是老百姓撸
起袖子干出来的；改革开放的历史
伟业，是亿万人民满怀热血与激情
创造出来的……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站稳
人民立场，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
衷心支持；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始
终以初心使命的担当，不断密切和
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2013年 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西柏坡九月会议旧址召开县乡村干
部、老党员和群众代表座谈会时表
示，每来一次，都能受到一次党的性
质和宗旨的生动教育，就更加坚定
了我们的公仆意识和为民情怀。

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到“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从“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到党史学习
教育，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是一以
贯之的传承。

脱贫攻坚，1800多名党员牺牲
在扶贫第一线；抗击疫情，4.2万余
名医护人员逆行出征，牺牲医护人
员中党员占70%以上……为人民而
生，因人民而兴，始终同人民在一
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我们党立
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
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凝聚起战
胜一切艰难险阻的磅礴伟力。

新征程上再“赶考”

1949年 3月 23日，毛泽东率领
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
临行前，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
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
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
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
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
望考个好成绩。

历史证明：在进京“赶考”后 70
多年时间里，我们党在大考中取得
了优异成绩。今天，我们实现了第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但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
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
今天，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继续走
在“赶考”路上。

“中国共产党百年史是一部团
结带领人民为美好生活共同奋斗的
历史，西柏坡的干部群众对此体会
更深。”今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
回信勉励平山县西柏坡镇北庄村全
体党员，把乡亲们更好团结凝聚起
来，让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这些年，我们改善了村容村
貌，实现了脱贫摘帽，但要实现乡村
振兴，还要加快融入西柏坡红色旅
游和发展山地特色生态农业观光旅
游。”说起今后村子的发展计划，西
柏坡镇北庄村党支部书记封红卷思
路清晰。如今，西柏坡广大干部群
众正立足当下、奋发有为，以“赶考”
的精神书写新时代答卷。

“赶考”不止步，奋斗不停歇。
曾经，从这里出发，一个崭新的

中国向着世界昂首走来；如今，从这
里再出发，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前进，
赓续西柏坡精神，踌躇满志谱写新
篇章。 （新华社）

艰苦奋斗 一心为民
——西柏坡精神述评

深冬时节，走进位于仁怀市长岗镇
茅坡村的蔬菜基地，成片的蔬菜绿意盎
然，长势喜人，合作社正组织务工人员开
展管护作业，确保蔬菜如期上市。

“我们今年用土地空闲期种植萝卜、
大葱、香菜等蔬菜，长势较好，销路也不
错，我们越干越有劲。”仁怀市垄川田种
植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社员杨智润说。

茅坡村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石
漠化严重，过去，村里岩石遍布，抗旱能
力弱，种庄稼收成不好。好地才能产好
粮，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关键。为此，
从2017年开始，茅坡村开始集中整治土
地，将零散的土地整理成田成块、路相
连、渠相通的高标准农田，土地活力得到
释放，让村民获得实实在在的效益。
2019年，茅坡村再次开展土地整治，整
治面积3000余亩。土地整治后，建设成
为“标准化、规范化、组织化、信息化、科
技化”的有机高粱示范基地。

村民冯文霞家的土地通过整治，开
展机械化种植，土地效益得到提升。“我
自家地里忙完后，还能去合作社务工，一
年下来务工收入约1万元。”冯文霞说。

茅坡村是仁怀市贯彻新发展理念，
着力“调结构、转方式、促改革”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仁怀市大力发展以高粱为
主导产业的农业现代化和以白酒为核心
的新型工业化，实现了一产向优，二产变
强，推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2021
年，仁怀市农业总产值预计达56.5亿元，
同比增长8%；预计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16250元，同比增长4%。

在大力提升土地效益的同时，仁怀
市全力推动白酒配套包装材料产业发
展。在位于贵州仁怀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仁怀市国大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大包装”）智能化生产车间里，占地不足
30平方米的德国海德堡 UV7+1L印刷
机，每小时可以完成1.7万张包装材料印
刷。该公司生产部负责人林伟表示，相
比过去使用的老旧设备，现在生产效率
大幅提高，同时有效降低人工加工造成
的次品和损失。

2020年，国大包装开始启动智能化
改造，先后投入资金 1.5亿元，引进国内
外11套机械生产设备，同时使用雅马哈
定位系统，打造智能化生产车间，与过去
相比，企业运营成本降低10%、单位生产
能耗降低 8.5%、生产效率提高 20%，企
业产值由2019年的4000万元左右，增长到2021年的1亿余元，日产
纸质卡盒20余万支、礼盒5万只。2022年，国大包装将继续扩产，新
建2万平方米厂房，力争进一步提升产值。

初步统计显示，贵州仁怀经济技术开发区现有入园企业182家，
2021年前 10月实现工业总产值 860亿元。“十四五”期间，贵州仁怀
经济技术开发区将以创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为目标，围绕服务
型，实体型发展方向，打造产业发展集聚区，深化改革试验区，外开放
先行区和营商环境示范区，推动开发区经济总量再上新台阶。

（孟铭 施元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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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7日，记者从贵州省发展改
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
发《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建设实
施方案》，对“十四五”时期国家骨干
冷链物流基地布局建设作出系统安
排。贵阳市、遵义市和六盘水市列
入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承载城
市。

据了解，《方案》提出打造“四横
四纵”8条国家冷链物流骨干通道，
重点面向肉类、果蔬、水产品、乳品
等农产品优势产区、重要集散地和
大型消费市场。贵阳、遵义、六盘水
凭借良好的区位、交通、农产品生产
加工等优势被列入“四纵”大通道中
西部大通道承载城市。

“纳入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
布局，为我省物流发展带来更多机
遇，将进一步带动我省冷链物流规
模化、集约化、组织化、网络化运行
水平，在产业发展、促进消费和改善
民生等方面产生积极影响。”省发展
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省
发展改革委将会同相关部门加强国

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的谋划和培育
工作，建立重大项目储备库，优化政
策环境，在项目用地、审批、融资、车
辆通行、集疏运体系建设等方面加
大对承载城市推进国家骨干冷链物
流基地建设的支持力度，高质量推
进贵州国家骨干物流基地建设。

（据《贵州日报》）

我省三市被列入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承载城市

日前，一名小读者在遵义市钟书阁书店阅读。
进入冬季以来，不少市民的业余休闲活动从室外转到了室

内，大家纷纷走进图书馆、书屋和书店，静享缕缕书香。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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