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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最近一段时间，余
庆县白泥镇明星社区的张阿姨
每天都会拉着满满一车新鲜蔬
菜，一大早就来到新建的农贸
市场土司城农副综合市场摆摊
售卖。

2021年，余庆县把农贸市场
改造提升工程列入“我为群众办
实事”项目清单，12月底，土司城

农副综合市场完工并投入使用。
该市场设计为两层，负一层为果
蔬销售市场，负二层为地下停车
场，还配置有公共卫生间、安全通
道、自动取水点等，给市民采购提
供了极大便利。

走进余庆县城中的土司城农
副综合市场，市场里蔬菜、肉类、
熟食、水产等区域有序分类，菜品

摆放整齐，市场环境如超市一般
整洁、明亮。

“这个市场总面积约1.2万平
方米，有固定摊位 200个，活动摊
位500余个，分9个售卖区。”贵州
恒发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杨
涛介绍道。

据了解，土司城农副综合市
场由贵州恒发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负责运营管理。杨涛说：“市场投
入使用后，不仅能增加就业岗位，
还在满足老商户经营的情况下，
吸引不少流动摊贩、村民进入市
场，进一步加快农副产品流通
速度，增强市场活力，带动周边
人气聚集和经济发展，切实提
高居民生活质量，提升县城品位
和形象。” （刘金梅）

余庆县

关心群众“菜篮子”改造农贸市场

1月12日，遵义市公安交通管理局高速交警六大队来到遵义新舟机
场开展“冬防春运”交通安全主题宣传活动，向乘客、机场大巴车队驾驶
员、营运车驾驶员宣传道路交通安全。 （记者 何骥淯 摄）

本报讯 （记者 杨义霞）
2021年 9月以来，汇川区上海路
街道南京路社区采取“社区公司+
基地+农户”的模式盘活社区资
源，以“市场需求、社会需要、群众
有利”的原则，走出一条党组织主
导、市场化运作、规范化监管发展
集体经济的新路子，实现了社区
集体经济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稳
健发展。

南京路社区成立于 2006年 5
月，原集体经济几乎为零。为改

变这一状况，该社区采取“社区公
司+基地+农户”的模式，以此盘活
社区集体经济。

蜂蜜（小瓶）40元/瓶、习水马
临羊肉 69元/斤、新米 5 元/斤、
腊肉香肠 33 元/斤、腊排骨 43
元/斤……记者在南京路社区党
总支部副书记赵洋的微信朋友圈
看到，各种商品有图片有价格，还
有商品的介绍。

“我们实地走访了山盆镇、毛
石镇、高坪街道仁江村等地，对山

盆脆李、毛石绿壳鸡蛋、高坪蜂
蜜进行实地调研考察，严把产
品进货关。”赵洋告诉记者，社
区发挥“领头雁”效应，班子实
地考察农产品，切实帮助村民
解决农产品销售难的问题，同
时也让居民买到优质、实惠、放
心的农产品。

目前，该社区还充分利用辖
区商业门店多的优势，推出了“居
民点单”服务，居民在小区群里下单
后，社区党员接单，再送货上门，促

成了“农户得市场、社区得发展、居
民企业得实惠”的多赢局面。

“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人人都
成了‘推销员’，除了调研、物色商
品，还要拍照，做好宣传推介，积
极为壮大集体经济出谋划策。”
赵洋告诉记者，通过共谋发展
的方式，从 2021 年 9 月 8 日截
至目前，社区和 28个企业实现了
产销衔接，有客户 10000余人，实
现了集体经济从零到30万余元的
跨越。

南京路社区

盘活社区资源 发展集体经济

母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在
杨朝廷的记忆中依旧清晰。1989
年，他从遵义农业学校（下称遵义农
校）毕业，一转眼，毕业已经 30多
年。杨朝廷说：“遵义农校有我青
春的印记，难忘求学经历和恩师的
谆谆教诲，感恩母校。”

1986年，杨朝廷考入遵义农
校农学专业。为庆贺他考入遵义
农校，父亲特地在习水县回龙区
（现回龙镇）街上给他做了一套涤
卡面料的新衣裳，并请木匠做了一
口装书和衣服的木箱子。开学那
天，他一大早从习水县城坐客车赶
往遵义，夜幕降临时才抵达学校。

杨朝廷说，在现在看来，当时
的遵义农校还是非常简陋的，校
门外大概3米宽的路旁，是一片长
长的、矮矮的瓦房；残垣断壁的围
墙里，有几栋红砖青瓦的校舍；校
园内的运动场里，到了春天，也没
有连片的绿草……

“学习上，我是一名成绩中等
偏上的学生。”杨朝廷说，至今难
忘班主任陈恩谦老师在稻田里、
显微镜旁，像农民般劳作，细心教
导每一个学生；学生科科长申卡辉
老师，幽默风趣的授课方式和富有
哲理的语言，至今记忆犹新。当
时，学校考虑到他们班毕业后不包
分配，为了让他们能更好地就业，
陈恩谦老师和其他老师一道专门
编写了《农业技术推广学》一书。

1989年 7月，杨朝廷从遵义
农校毕业。回家后，他先是在家
帮父母干了两个月的农活，之后
到了当地的烟草站当烤烟辅导
员。同年，适逢习水县磷肥厂招
工，他成为了厂里的一名一线工
人，由于表现好和中专生身份，被
厂里提拔为供销科科长。1995
年，任副厂长。2000年，杨朝廷辞
职，怀揣几千元积蓄，搞运输、干
白酒营销生意……2004年，他向

银行贷款 10万元，开始涉足建筑
行业。2014年，创建了贵州鑫威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后，杨朝廷坚持以
“以人为本、质量第一、安全第一、
速度第一”的发展理念，在习水县
政务中心项目建设中，以 93天的
惊人速度完成从平场、主体、室内
外装修装饰及附属工程，并交付
使用，在该县建筑业中创造了“习
水速度”。同时，杨朝廷还在该县
建筑行业内，第一个推行农民工
资实名制、第一个实行建筑行业
工人工伤保险。

作为时代的幸运儿，杨朝廷
没有忘记遵义农校老师学以致
用、反哺社会的教诲。在习水县
脱贫攻坚工作中，公司主动加入
贵州厚德公益基金会并任理事单
位，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
2010年以来，公司累计资助 50余
名贫困学生圆了大学梦；捐资200
余万元，在家乡回龙镇青杠林村
民组建起了文化广场。

杨朝廷说，在今后的发展道
路上，我仍将牢记遵义农校老师
的教诲，努力谱写人生华章。

（记者 黄立飞）

朝乾夕惕 春华秋实
——记原遵义农业学校86级校友杨朝廷

近日，遵义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红花岗大队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
方式，对辖区24家“两客一危一货”企业和1家网约车平台进行提醒约
谈，要求企业做足做实应对低温恶劣天气及春节等重要节点的风险隐患
把控，确保运输安全。 （记者 张婷 摄）

红花岗区深溪镇中心学校是该区2021年秋季学期区幼小衔接试点
学校之一，该校与红花岗区第九幼儿园开展结对活动，全面推进幼小衔
接工作开展，积极引导幼儿园老师、幼儿家长的教育观，让幼儿顺利完成
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过渡。图为该校教师指导第九幼儿园老师进行室外
环境布置。 （记者 一丁 摄）

新闻集装箱

本报讯 （记者 罗洋 徐茂豪）日前，记者从遵义
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获悉，中国创伤救治联盟“遵义医科
大学附属医院高级创伤中心”评估会议在遵义医科大学
附属医院举行，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正式成立中国创
伤救治联盟“高级创伤中心”。

该附属医院于2018年7月15日全面启动“高级创伤
中心”建设工作，经过三年建设周期，建立了以急诊科为
主导、多学科联动的多发伤救治模式，打造了一支高水
平的急诊创伤救治团队。

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高级创伤中心”正式成立，
标志着该院在创伤建设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果，在省内发
挥了模范带头作用。

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成立中国创伤救治联盟“高级创伤中心”
本报讯 （记者 吴杰 徐茂豪）

近日，记者从贵州航天医院获悉，该
院获遵义市卫生健康局批准，正式成
立遵义市呼吸疾病临床医学中心。

据了解，贵州航天医院呼吸与
危重症医学科是贵州省临床医学重
点专科建设单位和遵义市首批呼吸
重点学科建设单位，该学科擅长于
呼吸系统（肺）疑难病的诊断及危重
病的救治，尤其是肺癌、肺癌综合靶
向治疗、肺部疾病的介入诊疗在省
内处于前沿水平。

在学科带头人廖江荣带领下，团
队在贵州省率先开展多项新技术、新
疗法，如CT引导下及纤支镜下 I125
粒子植入及CT引导下微波、射频消
融介入治疗肺癌等多项新技术，进一
步提高了贵州省肺部疾病的介入治
疗水平。同时，科室与省内外 50余
家医院建立呼吸与危重症专科联
盟，为基层医院呼吸学科建设提供
技术帮助，推动了呼吸疾病介入诊
疗技术在贵州省基层医院的发展，
培养了大批基层医院骨干。

贵州航天医院

成立遵义市呼吸疾病临床医学中心

本报讯 近年来，正安县庙塘
镇通过支部引领、党员带头、政策扶
持等方式，在全镇发展花椒产业，花
椒成为村民的“致富密码”。

隆冬时节，椒农们在花椒基地
里，忙碌着压枝、除草、施肥……“冬
季花椒管护的好坏，关系到明年挂
果的好坏。”村民向发生一边为花椒
修枝，一边向笔者介绍花椒管护小
技巧。作为一名培训合格的“护椒
小能手”，他把自家 5亩花椒基地打
理得井井有条。

“我家 5亩花椒今年刚开始挂
果，就采了 30多斤。”花椒带来的收
益，让向发生很满意。

“基地坚持党建引领，采用‘支
部+合作社+农户’模式发展花椒产

业，农户流转土地给合作社入股，使
农户土地生‘三金’：流转有租金、入
股分红股金，就近务工有酬金，今年
人均可增收 1933元。”该镇教良居
党总支部书记叶龙介绍。

如今，教良居已实现 14个村民
组花椒产业全覆盖，480 余户散户
种植花椒面积已达 3200 余亩，建
成长达 40 里的花椒产业长廊，既
守住了绿水青山，也成为村民的致
富“靠山”。

截至目前，庙塘镇共发展花椒 2
万亩，形成了从走马村至新场村长
达 40里的花椒产业长廊，惠及全镇
2320户群众。

（陈小娄）

庙塘镇

花椒铺起致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