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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家富带队到 2017 年全省第二次项目建设现场观摩会
义龙观摩点踩点查看项目推进情况强调

被坚执锐 确保观摩有看点有亮点有成效
本报讯 为迎接 2017 年全省第二次项目建
设现场观摩会，筹备好黔西南州以“千企改造”
“千企引进”工程及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发展项目现场观摩活动，11 月 8 日，州委常委、
州政府常务副州长邓家富一行到义龙新区检查
观摩项目筹备工作情况并进行线路踩点，州政府
秘书长詹丹志，州政府副秘书长张鸿，州发改委
副主任陈建林，州工信委常务副主任林荣俊，州
投促局副局长樊荣，义龙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
会副主任孙国夫参加调研。
邓家富一行先后到义龙大数据产业园和位
于兴龙新材料产业园的振华锂离子动力电池三
元生产线（一期）查看了项目筹备情况、现场观摩
路线以及了解相关筹备情况。
在大数据产业园，邓家富查看了华为云计算

数据中心和双创园，询问了企业入驻情况以及各
企业如何现场办公等相关情况后，他要求，此次
观摩会要重点突出大数据催生产业的发展，要把
通过华为大数据产业服务+工业项目+实体经济
推动大发展的优势展现出来，展现好如何促进实
体产业发展、
规划、落户、以及如何保障以大数据
为依托推动产业发展及就业的方方面面，要抓好
时间节点，尽快完成各项筹备工作。
据了解，义龙大数据产业园总体规划面积
1311 亩，项目分四期建设，
包括数据中心、研发教
育中心、双创孵化中心、仓储物流中心、展示会议
中心、指挥中心和端产品智能制造基地。依托数
据云计算平台，目前已经有大数据企业有华为集
团、必爱旅行网、优晟网络、讯猫软件等云计算和
大数据企业入驻。

在义龙振华新材料项目，邓家富查看了配电
房以及生产车间，详细询问了目前该项目推进情
况。义龙振华新材料项目，
主要采用自主知识产权
的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结合大单晶、
耐高温、耐高电压三元正极材料的专有生产技术，
建设高性能、
低成本锂离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生产
线，
总规划占地面积 1083 亩，
分三期进行建设。其
中一期总投资约 8.89 亿元（88975 万元），
全部建成
后可年产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 6 万吨，
产值 100 亿
元，
年创利税 6 亿元以上，
解决就业 1500 人以上。
邓家富对义龙的项目推进情况给予肯定的
同时要求，要抓好时间节点，努力打造项目观摩
亮点，合理规划观摩路线，全力做好准备，让义龙
在全省项目观摩会中有看点、有亮点、有成效。
（屠国红 韦 荣）

义龙新区今年公开招聘雇员 177 名
本报讯
11 月 9 日，义龙新区 2017 年面
向社会公开招聘雇员制人员考试报名开始举行，
各地考生纷纷赶到现场报名。
“听说义龙新区招聘雇员，我今天就和朋友
一起过来报名，早上就来了，现在才报完，报名的
人有点多，感觉竞争很大，回去后好好准备考试，
争取考个好成绩。”云南省曲靖市考生徐攀如是
说。

据悉，义龙新区此次招聘劳务派遣雇员制人
员共 177 名（雇员制人员将派遣至义龙新区各机
关事业单位工作），其中，管理雇员 110 名，专业
技术雇员 67 名，招聘报名时间为 11 月 9 日至 11
日，坚持公平、公正、公开、择优原则，以优化队伍
结构、提高工作效能为目标，采取笔试的方式，实
行条件公开、报名公开、考试公开、择优雇用，接
受社会和纪检监察机关监督。

义龙新区工委政治部副主任罗定立介绍，
“义龙新区这次招聘雇员是第三次，今天报名的
岗位涉及区直各部门、各镇。招聘要求的是全日
制本科以上学历，有两个公安的专业和综合执法
局的岗位要有中级职称，退伍军人可以放宽到全
日制专科以上。义龙新区这次招聘按高要求、高
起点来引进人才，以利于吸纳人才精英，投身义
龙发展。”
（韦堂敏 韦 荣）

我州明确第四季度同步小康驻村工作十大任务
本报讯 为认真学习贯彻好党的十九大精
神，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要求和省委、
州委的决策部署上来，
坚持抓党建促脱贫攻坚，
扎
实推进同步小康驻村工作，根据省委党建办的相
关要求，
州委党建办于 10 月 30 日下发有关通知，
明确全州第四季度同步小康驻村工作十大任务。
一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广大第
一书记和驻村干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十
九大报告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认
认真真研读，原原本本学习，把深入学习好、宣传
好、贯彻好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
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要开展好
“三会一课”
，
组织
所在村党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充
分利用各种宣传形式和手段，采取人民群众喜闻
乐见的形式，及时到村村寨寨、家家户户，把党的

十九大精神讲清楚、讲明白，让老百姓听得懂、能
领会，引导全州各族群众大力培育和弘扬团结奋
进、
拼搏创新、
苦干实干、
后发赶超的精神，
感恩党
中央的好，
感恩总书记的好，
用实际行动和奋发有
为的状态回报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对
黔西南的关怀厚爱和殷切期望。
二是集中发力打好“秋季攻势”
。广大第一书
记和驻村干部要按照十九大新部署新要求，
把“四
个意识”
体现在行动上，
确保今年脱贫攻坚再战告
捷。要积极发挥自身优势，
主动担责、
主动履职，
坚
决打赢脱贫攻坚“四个硬仗”
，聚焦“组组通”公路
建设、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民生政策落实等重点任
务，
实行时间倒排、
任务倒逼、
责任倒查，一项一项
抓好落实，
确保秋季攻势取得实质性战果。同时，
要协助抓好秋收冬种工作，要积极推动农村产业

结构调整，
发展现代山地高效农业，
协调资源加大
对农户进行培训，
提高他们种养殖技能，
千方百计
增加农民收入，教育引导群众以勤劳的双手创造
美好生活。
三是协助抓好农村劳动力实用技能培训。广
大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要发挥优势、
协调资源，
要
协助乡镇、村对接党校、职业技术培训机构等，加
大对农村劳动力特别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中未就业
人员进行全员技能培训，
明确培训目标，
建立培训
台账和档案，
开展系统培训。要开展有组织的劳务
输出，
组织建立外出务工人员联系服务平台，
要加
强与省外对口帮扶城市、
省内各大工业园区、
国有
企业、民营企业、就业机构等协调对接，摸清岗位
需求，
提高劳务输出的组织化程度，
使外出务工群
众技能得到提升、
收入持续稳定，
（下转 3 版）

党的十九大向世人宣示了我们党在新时代开
启新征程、续写新篇章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全
州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坚持把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
任 务 ，着 力 在学 懂 弄通 做实 上下 功 夫 ，不 忘 初 心 ，
牢记使命，苦干实干加油干，在新时代干出新气象
新作为，奋力实现全州 340 万各族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
进入新时代，要坚定不移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权威。“维护党中央权威，决不是一般
问题和个人的事，而是方向性、原则性问题，是党性，
是大局，关系党、民族、国家前途命运。”十九届一中
全会选举产生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
央，
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全党的选择。全州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牢固树立“四个
意识”，增强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把坚决
祖
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 文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自觉向党中央看齐，把维护党
中央权威体现在贯彻落实州委“1+20”文件上，体现
在贯彻落实“干就是讲政治、不干就是不讲政治”的
纪律要求上，带领全州各族群众决胜脱贫攻坚，齐心
协力建设百姓富、生态美的美好新未来。
开启新征程，要毫不动摇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
根本遵循。党的十九大明晰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时间表、路线图，具有划时代和里程碑的重大
意义。全州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始终把党
的十九大精神作为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切实学懂
弄通，用以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各级党组织要把“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相结合，切实发挥党组织的政治功能，扎实开展“组
织发动学、领导带头学、党员率先学”
“ 立体式宣传、
多层面宣讲、全覆盖培训”
“遍访贫困户、宣讲十九
大、精准再识别”三大主题活动，积极推进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企业、进
农村、进机关、
进校园、进社区、进军营、进网站，把全州上下、方方面面
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实现党的十九大确定的各项任务上来。广大党员干
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切实发挥“关键少数”示范引领作用，始终当
好研究员、
宣传员、战斗员，先学一步，深学一层，以学促干、以干促学，
带动全州上下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不折不
扣推进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和州委要求落细落小落实，奋力决胜脱贫
攻坚、同步全面小康。
谱写新篇章，要坚持不懈把脱贫攻坚作为第一要务。习近平总
书记在参加党的十九大贵州省代表团讨论时，深情嘱托贵州要创新
发展思路，发挥后发优势，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同步小康，续写新时
代贵州发展新篇章。全州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牢记总书记
嘱托，扛起责任担当、勇担历史使命，坚持把脱贫攻坚当作头等大事
和第一民生工程，
“ 干”字当头，感恩奋进，大力弘扬和践行“团结奋
进、拼搏创新、苦干实干、后发赶超”的新 时 代贵州 精 神，全 力打 好
脱贫攻坚硬仗，确保贫困群众脱真贫、真脱贫。要坚持在脱贫攻坚
一线从严管理干部，把推动脱贫攻坚有招数、方法准、效果实的干部
用起来，把政治素质高、工作能力强、熟 悉“三农 ”工 作 的干 部选 出
来，把致富能手、自主创业能人带出来，调动最强的力量形成最强的
火力，坚决打好农村“组组通”公路大决 战、易地 扶 贫 搬迁、产业 扶
贫、教育医疗住房“三保障”这“四场硬仗”，以“四场硬仗”的胜利带
动脱贫攻坚全面战场的胜利。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交汇点，同步小康的奋斗目标指日可待，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催人奋进。黔西南各族干部群
众要牢记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感恩奋进，更加紧密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前
进，
全力决战脱贫攻坚、
决胜同步全面小康，续写新时代黔西南发展新
篇章。

新
时
代
就
要
干
出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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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蒸蒸日上的“甜蜜事业”
——
—万屯镇冯德祥养蜂 30 余载的那些事儿
宋国娟
走进万屯镇万屯村山脚下的冯德祥养蜂场，
几百箱的蜜蜂不规则的摆放在空地上，蜜蜂围绕
着蜂箱发出“嗡嗡嗡……”声响。此时，冯德祥正
在自家养蜂场里忙碌着，从蜂箱中取出蜂巢、割
蜜摇蜜，从事着他的“甜蜜事业”。
家住万屯镇的冯德祥今年 58 岁，从事养蜂
事业 30 余载，依靠养蜂实现了从贫穷到富裕再
到带富乡邻的人生转换。
1983 年，冯德祥在亲友的帮助下，开启了他
的“甜蜜事业”。冯德祥自知缺乏养蜂经验，每天
认真观察蜜蜂的生活规律，他还多次外出学习，
一点一滴积累养蜂技术。
养蜂辛苦，但冯德祥已下定坚守一生的决
心。为了让蜜蜂采到好的花粉，每年春季，冯德祥
就带着几百箱蜜蜂找寻合适的‘家’，一年下来，
至少要搬 10 次家，
辗转 10 余个省份。如今，冯德
祥的养蜂事业做得顺风顺水，蜜蜂养殖从开始的
1 箱到现在近 400 箱，近几年每年都有 3 吨多蜂
蜜的可观销量，收入达 30 至 50 万元。久而久之，
冯德祥渐渐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养蜂经验，并引起
了远近村民关注，经过长期观察，村民发现养蜂
事业确实“甜蜜”，很有“钱途”，都纷纷来找冯德
祥学习养蜂。
“我从去年 3 月份开始养蜂，觉得效果不错，
目前养了 100 多箱，现在正在跟冯师傅多学习养

韦堂敏

毕节市七星关区到我区观摩农村“危改”
“三改”

曹明金

蜂经验，准备把自己的蜂场扩大一些。”学徒许正
云说。
“我是冯师傅的徒弟，虽然刚学养蜂不久，但
师傅的成功让我看到了美好的前景，下一步准备
自己养蜂。”学徒王家森说道。
“喜欢学的都可以来学，现在我的徒弟已经
有 10 多个了，加起来养了近 2000 箱蜜蜂了。”冯
德祥诚恳地说道，对慕名而来的学习者，只要是
真心肯学、踏实肯干，冯德祥都把看家本领倾囊
传授，希望带动更多的群众养蜂致富奔小康，把
养蜂这甜蜜的事业发展得越来越好。
养蜂事业的发展不仅实现了冯德祥个人成
就，还收获了幸福美满的家庭。年轻时冯德祥因
贫穷娶不起媳妇，如今的他在家乡盖起了楼房，
家里妻贤子孝，寨邻羡慕不已。冯德祥逐渐年老，
这份事业得传承，于是他的儿子冯海航辞掉工
作，回家做起了蜂蜜销售。
“我辞职后就一直帮我父亲推销蜂蜜，准备
把蜂蜜向保健市场推荐，因为蜂蜜对皮肤保养、
美白这些效果很好，美容院用的人比较多，有很
多人喜欢。”冯海航如是说。
冯德祥介绍，蜂蜜市场经常存在鱼目混珠
现象，消费者很难识别真假蜂蜜。好的蜂蜜卖
不了高价，花了高价却不一定买到好蜜。为了
解决这个难题，冯德祥大胆提出让消费者到养

蜂场参观，亲眼见证蜂蜜的制作的全过程，让
消费 者能 够买 到 放 心、称心 的 蜂 蜜 ，实 现 互 利
共赢。
“现在很多人知道我是养蜂人，纷纷来到我
的蜂场来买蜂蜜，现摇现卖，看中哪一箱我就摇
哪一箱。”冯德祥开心地告诉笔者。
除此之外，淳朴的冯德祥还分享了一些鉴定
真假蜂蜜的小诀窍，把蜂蜜抹一点在手臂上，假
蜜干了会起白灰，真的蜂蜜干了随时都是黏的，
不会起白灰；还有一个办法，用半瓶矿泉水，舀一
勺子蜂蜜进去，真蜜会起泡泡不会散，假蜜的泡
泡会快速消失。希望能帮助广大消费者辨别蜂蜜
真伪。
冯德祥的养蜂场从产销分离到产销一条龙，
从一个人到一个团队，他的养蜂事业越做越壮
大，今年还成立了加工车间，加工车间整齐地摆
放着刚装罐的各类新鲜蜂蜜，有茴香蜜、菜花蜜、
九龙藤蜜、百花蜜和洋槐蜜等，蜂蜜散发着阵阵
清香，带着冯德祥的“甜蜜事业”
蒸蒸日上。

2017 年 11 月 9 日毕节市七星关区全面小康建设办公室、实施农村危
房改造工作的 30 个乡镇分管领导、业务人员一行 70 人到我区进行农村危
房“危改”
“三改”现场观摩，实地查看房屋、
厕所、厨房、畜圈等改造成果，了
解我区因地制宜于危房改造，并结合生态资源发展生态旅游、壮大村集体
经济等方式方法。图为观摩团在雨樟镇并嘎村观摩“危改”
“三改”情况。
赵 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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