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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发布

■延伸阅读

本报讯 8 月 10 日， 贵州省政

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2018 中

国·贵州·遵义国际辣椒博览会暨

第二届“一带一路” 中国火锅产业

峰会将于 8月 17日至 20日在遵义

市举行。 届时将启动《遵义辣椒指

数》、授牌“遵义市辣椒院士工作

站”等活动。

本次活动以 “生态黔椒·香辣

天下” 为主题，有来自美国、英国、

德国、埃及、韩国、日本、阿联酋、越

南、马来西亚等 20多个国家和香港

地区的知名涉辣企业、行业协会负

责人共计 1200余人齐聚遵义。

本次辣博会上将举行大会和

论坛活动，包括建设世界辣椒加工

贸易基地高峰论坛、辣椒产销对接

暨招商引资签约大会，国际火锅原

材料采购商大会，以及第二届“一

带一路”中国火锅产业峰会。

其中，辣椒产销对接暨招商引

资签约大会上将举行贵州省辣椒

产业招商引资签约仪式。 截至目

前，确认参会的国内采购商 1000余

人；确定签约项目 18 个，签约资金

42.8亿元。

而在国际火锅原材料采购商

大会上将举行辣椒及相关制品采

购协议签约仪式。 截至目前，已确

认参加的企业有 700 余家、行业组

织 37个；确定签约项目 15个，签约

资金 20亿元。

本次辣博会还安排了参观考

察活动，开展辣椒全产业链观摩以

及火锅加工园观摩。 此外还为参会

嘉宾准备了丰富的文化活动，包括

辣椒产业扶贫成果展示、5D 实景全

息剧、千人火锅宴等。

早在 7月 8日，网上“辣博会”

已经开启，其中“砍价赢辣椒大礼

包” 活动，砍价人次已超过 166 万

人次；辣椒产品电商销售大赛已有

626 家企业报名参加， 累计销售额

已达 1436万元。

“辣博会”召开期间，还将同步

举办辣椒及辣椒产品、辣椒生产加

工机械、辣椒生产加工上下游商品、

优质绿色农特产品展示展销活动。

截至目前，已有韩国三星种苗公司、

瑞士布勒集团、贵州省农科院辣椒

研究所等 270 余家国内外企业、科

研院所报名参展。

（本报记者 周然）

20多国来宾齐聚遵义“吃辣”

“辣博会”将于本月17日至20日举行———

记者了解到， 遵义种植和食用

辣椒已有 400 多年的历史， 不但是

我国最早以食用为目的种植辣椒的

地区，也是我国最大的辣椒主产区。

遵义辣椒常年种植面积 200 万

亩以上，目前已收集到 3000 多个地

方特色种植材料， 遵义朝天椒获

“全国七大名椒”称号。

据国内多个部门检测结果显

示，遵义辣椒因其蛋白质、粗纤维、

维生素 C、干物质、脂肪等含量在同

类型辣椒中均名列前茅。

目前遵义生产加工了油辣椒、

泡椒、豆瓣酱、剁椒、糟辣椒、辣椒

酱、 煳辣椒、 干辣椒等十大系列共

200余个品种， 年加工辣椒制品 32

万吨以上、 加工产值 35 亿元以上。

产品畅销全国及日本、尼泊尔、墨西

哥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不仅如此， 遵义辣椒文化底蕴

也很深厚。 从康熙年间 “用以代

盐” ，到乾隆年间“种以为蔬” ，再

到道光《遵义府志》，都有“番椒丛

生...郡人通呼海椒，亦称辣角，园蔬

要品，每味不离...” 的记载。

同时还有 “小米姑娘”“辣椒

退匪” 等民间故事以及“菜当三分

粮， 辣椒当衣裳”“辣椒怕菜豆腐，

女婿惧丈母娘”“运来扁担开花，倒

霉海椒不辣” 等民间谚语。 这些深

厚的辣椒文化， 形成了遵义多彩的

种辣食辣文化。 本报记者 周然

贵州辣椒产销规模全国第一

辣椒，原产墨西哥，明代传入

中国， 贵州省农业委员会党组成

员、总农艺师黄俊明介绍，贵州是

我国最早食用和种植辣椒的地区。

而 2011 年首届国际辣椒节的成功

举办， 贵州辣椒开始走向全国、走

向世界。

辣椒种植、集散和加工集聚发

展，以大娄山为核心，杭瑞、沪昆为

两带，形成了“一核两带” 两条辣

椒产业带，辣椒产业实现了井喷式

发展。

数据显示，2017 年全省种植面

积 494万亩，产量 543万吨，种植产

值 152亿元，加工企业近 200 家，形

成了 7 大系列 50 多种加工产品，

2017 年贵州辣椒种植面积占全国

六分之一，产销规模全国第一。 今

年上半年辣椒种植已达 512 万亩，

预计全年将突破 550万亩。

目前贵州辣椒和制品已销往

国内主要城市和 40 余个国家和地

区。 享誉全球的“老干妈” 公司已

成为全国辣椒加工业的龙头，闻名

遐迩的虾子辣椒市场已成为国内

最大的辣椒专业批发市场。

辣椒产业已经成为我省农业

产业化水平较高的特色优势产业，

被省委、省政府列为“十三五” 重

点支持发展的产业，农业结构调整

和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的重要产

业。 本报记者 周然

遵义吃辣已有 400年

本报讯 8 月 10 日，贵州省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网站公布了

《贵州省狂犬病疫苗接种单位名

单》。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印发的《接

种长春长生公司狂犬病疫苗续种补

种方案》， 续种补种工作按照尊重

科学、知情公开、自愿免费的原则进

行。 为接种过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狂犬病疫苗且尚未完成

接种程序者， 接种单位免费续种其

他公司合格疫苗。

详细的狂犬病疫苗接种单位名

单可登录贵州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网站（http://www.gzhfpc.gov.

cn/）查看。

（本报记者 张梅）

狂犬病疫苗 接种单位公布

详情登录贵州省卫计委官网 http://www.gzhfpc.gov.cn/查看

本报讯 8 月 10 日上午， 农交

会一号展馆内， 黔西南州的展位上

人头攒动， 因黔西南州贞丰县为

“中国花椒之乡” ，不少人慕名前来

品尝、购买花椒。

记者看到，黔西南州的展位上，

颗粒饱满的贵峰花椒、 金黄色的花

椒油、火龙果、麻山腊肉、粘稠的安

龙藕粉、清香的普安红茶、薏仁米、

芒果等多种特色农产品吸引市民，

尤其是花椒最受人喜爱。

“这个花椒轻轻一咬香味满

嘴， 然后就感觉到麻了， 很正味

的。 ” 现场，一名 50 岁的阿姨拿起

一粒未加工的花椒用嘴巴品尝，因

味道正宗， 品尝过后她采购了 5 斤

花椒。

现场，相关人士向市民介绍，贵

峰花椒是贞丰县的山地特色高效农

产品之一， 生长盛产期每亩产量可

达 3000斤。 据贞丰县副县长介绍，

黔西南州贞丰县花椒全产业链项目

总投资 12.51377亿元,建设种植花

椒 10万亩，苗圃建设 500 亩和占地

200亩的花椒深加工厂。

该项目培训农民工 500 人次，

辐射带动了贞丰县北盘江镇、 鲁容

乡、鲁贡镇、沙坪乡等贫困农户种植

花椒 20000亩。同时，帮扶者相镇旗

上村 966户 5076人脱贫致富。项目

建成后， 带动全县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 13887 人，4627 户脱贫， 脱贫贡

献率 46.96%，让不少曾经只种玉米

的农户尝到了甜头。

（本报记者 谢孟航 文 /图）

黔西南州花椒 市民争相抢购

农交会现场

黔西南州花椒

本报讯 8月 10日，记者从省公务

员局获悉，贵州省 2018 年省直及垂管

系统招录公务员、 人民警察和基层培

养项目体检工作安排在 2018 年 8 月

15日至 17日三天进行。

进入体检环节考生务必认真查阅

《贵州省 2018年省直及垂管系统招录

公务员、 人民警察和基层培养项目体

检及有关事宜的公告》 附件并掌握本

人体检时间， 按所报考职位规定的体

检时间当日上午 6:50前到达贵州省人

民医院内(贵阳市中山东路 83 号)外科

大楼一楼集中。

在体检费用方面，公务员职位 450

元 / 人、人民警察职位 500 元 / 人，由

考生自理并现场交体检医院。体检时，

考生凭面试准考证、 有效《居民身份

证》原件参加体检。证件与本人不符或

考生所持证件不全的，不得参加体检。

请考生务必注意到达时间及路线，提

前做好乘车准备。

体检实行全封闭管理， 考生自体

检当日集中报到起至离开体检区域，

一律禁止以任何理由使用手机及其他

具有通信、上网功能的电子设备，一经

发现， 暂停其后续体检项目并取消该

考生进入下一环节资格。

省公务员主管部门发布的各项招

录重要信息将在 “贵州省公务员局

网” (www.gzrs.gov.cn) 上进行公布，请

考生密切注意网站公布的信息。

另外， 面试准考证遗失的受检人

员可登录 “贵州省人事考试信息网

(www.gzpta.gov.cn)” ，点击“准考证打

印” 栏目，选择“贵州省 2018 年省直

及垂管系统面试准考证打印” 进行打

印。 (本报记者 孙维娜)

■新闻速递

招录公务员

下周三开始体检

本报讯 8 月 10 日，市生态

文明委公布 7月各区（市、县）空

气质量考核结果，全市空气质量

相对较好，其中息烽县更是连续

三个月空气质量考核排名第一。

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 评价，7 月份，

各区（市、县）达标天数比例均为

100%，乌当区首要污染物为细颗

粒物（PM2.5），花溪区、经开区、

双龙区首要污染物为可吸入颗粒

物（PM10），其余各区（市、县）

首要污染物为臭氧（O3），各区

（市、县）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在 1.97-2.87之间。

7 月， 贵阳市环境空气质量

达标率为 100%，轻度及以上污染

天数与去年同期相同。 PM2.5、

PM10、SO2、NO2 月均浓度分别为

20μg/m3、42μg/m3、5μg/m3、

19μg/m3，CO 日均值无超标现

象，O3 日最大 8 小时平均无超

标现象。 与上月相比，达标率持

平；PM2.5、NO2 月均浓度分别

下降 4.8%、17.4%，PM10、SO2 月

均浓度持平，CO 日均值超标率

持平，O3 日最大 8 小时平均超

标率持平。

各区、市、县环境空气质量考

核排名依次为：息烽县、修文县、

开阳县、观山湖区、双龙区、云岩

区、白云区、南明区、花溪区、清镇

市、乌当区、经开区。

（本报记者 杨林国）

本报讯 8 月 11 日至 12 日，本届

“多彩贵州文化艺术节非遗周末聚”

集中展演活动。 将呈现极为精彩的

“期中大考” 。

非遗周末聚每周以地方为单位举

行展演，本周末的节目，由全省 9 个市

（州）、27 个县（市 / 区）共同参与，

近百名国家级、 省级非遗大师现场献

艺。 场面可谓宏大。

侗族大歌、锦鸡舞、布依族八音坐

唱等近 30 项国家级非遗和部分优秀

省级非遗项目，将以优秀节目展演、地

方戏展演、绝技绝活展演、银饰苗绣展

销和“比拼”四大专场表演。

本次周末聚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看得爽：全省近 30 个国家级

非遗项目和部分省级经典非遗项目，

优秀节目层出不穷、地方戏精彩绝伦、

绝技绝活震撼上演， 众多非遗工艺大

师现场献艺。

二、玩得爽：夜郎官窑（泥塑）、染

织绣、傩面具、剪纸等非遗项目深度体

验，让人乐在其中，流连忘返。

三、购得爽：一百多位银饰工匠和

苗绣绣娘， 为游客和市民奉上精致的

银饰、苗绣作品，给大家一场匠心独运

的大展销活动。

四、吃得爽：与此同时，各地主办

方还为大家带来了地方美食和农特产

品。 （本报记者 李韵）

非遗周末聚“期中大考”

四大专场表演

点亮非遗时光

贵阳市 7 月空气质量考

核结果出炉

息烽好空气

连续三个月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