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10 月 17 日是我国第 5

个“扶贫日” ，我省将以“脱贫攻坚

‘贵’ 在行动” 为主题， 组织开展

“六个一” 活动，推动我省脱贫攻坚

保持持续良好态势发展。

昨日，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18

年，贵州 14 个贫困县通过国家组

织的第三方评估， 顺利实现脱贫

摘帽。 今年上半年，我省农村常住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147 元，同

比增长 9.7%，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0.9 个百分点；贫困县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幅一直高于全省

平均水平。

在今年扶贫日期间，我省将组

织开展“六个一” 活动，分别开展

一次 “脱贫攻坚·志愿黔行” ———

全省脱贫攻坚志愿服务接力活动，

发起一次“邀您一起：为贫困家庭

残疾儿童捐出一份爱心，奉献一片

真情” 扶贫捐募活动， 开展一次

“走进深度贫困地区、与贫困群众

共度扶贫日” 主题扶贫活动，举行

一次脱贫攻坚先进典型巡回宣讲

活动，举办一次“1017 电商消费扶

贫节” 活动，开展一次“中国社会

扶贫网” 在对口帮扶城市应用推

广活动。

在活动中，将通过志愿服务、扶

贫募捐、宣讲先进典型经验、电商扶

贫黔货出山、对口帮扶、走进深度贫

困地区等方式助推全省的脱贫攻

坚。 （陈玲 陈佳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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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妇女特色手工技能暨创新产品大赛在筑举行———

绣娘飞针走线 展示民族魅力

本报讯 昨日上午，由贵州省妇

女联合会、 贵州省妇女手工协会主

办的“圆梦锦绣·巧手脱贫” 贵州省

妇女特色手工技能暨创新产品大赛

在贵阳举行。 来自全省 12 个市州

区、以及苗族、侗族、彝族、汉族等 11

个民族的 100 名绣娘和 30 名染娘

参加了比赛。

本次大赛现场， 来自全省各地

区的 100 名刺绣类和 30 名蜡染类

参赛选手飞针走线、巧手绘图，向观

众展示着贵州妇女精湛的手工技艺

和巧思妙慧。黔东南的蜡染绚丽、张

扬，多以蝴蝶等具象为主，黔西南的

蜡染就细腻、含蓄，走线笔直近似打

印；黔南的马尾绣颜色深沉和谐，织

金的马尾绣多用反差……

据介绍， 本次盛会的主题是创

新产品大赛， 特意设置了配饰类奖

项、杂件类奖项。 在绣娘、染娘参赛

之外，还设立了产品参赛。 57 家手

工企业在现场展示了包含服装类、

配饰类、 杂件类 100 件丰富多彩的

创新产品。 现场竞技、精彩纷呈，经

过激烈的比赛， 最后评出贵州省妇

女特色手工技能大赛特等奖 3 名、

一等奖 6 名、二等奖 13 名、三等奖

18 名， 创新产品大赛特等奖 3 名、

一等奖 8 名、二等奖 13 名、三等奖

16 名。

据了解， 全省妇女特色手工技

能大赛已经连续举办了三届。 今年

更是在手工技能大赛的基础上增加

了创新产品赛， 旨在鼓励妇女手工

企业在产品设计中积极引入现代设

计理念， 将民族文化元素与现代生

活、时尚创意相结合，让传统手工技

艺焕发新生机。

另外， 贵州省特色手工产业锦

绣计划实施五周年暨 2018 年工作

推进会在贵阳市召开， 会议总结了

贵州省锦绣计划五年来取得的阶段

性成果和存在的问题， 并对继续推

进锦绣计划实施， 助力巾帼脱贫攻

坚工作做出部署安排。

据了解，五年来，我省 18 家联

席单位共同成立贵州省妇女手工

协会，并在全省成立千余家妇女手

工企业、 绣娘协会和专业合作社。

近五年来，省级财政投入“锦绣计

划” 专项资金近 8500 万元，各级各

部门累计投入近 10 亿元， 全省妇

女特色手工产业产值达到 60 亿

元，从事妇女手工产业及相关辅助

行业近 50 万人。

（本报记者 张晨 李韵 董容语）

■相关新闻

本报讯 10 月 10 日至 11 日，

“布依族传承人与设计师 ‘为生活

创新’ ” ———2018 多彩贵州传统工

艺振兴对话交流活动在贵阳举行。

此次活动将相关领导和专家、

布依族非遗传承人、布依族企业家、

文创设计师等百余人聚在一起，共

话布依族传统工艺在保护中 “为民

族传承，为生活创新” ，探索和推动

贵州传统工艺振兴发展。

在布依族传承人对话设计师

“为生活创新” 环节，镇宁县美的锦

光蜡染厂负责人伍德芬从包里拿出

的一条浅蓝色的围巾进行展示。 这

不是一条普通的真丝围巾或者是棉

围巾， 而是抽取芭蕉树上的丝编织

而成的围巾。

伍德芬告诉记者，2014年，她无

意中发现村里的芭蕉树杆冬天会发

干，随手一抽，竟然可以从中抽取出

最长一米五左右的纤维出来， 她心

想何不试一试把它利用起来， 当作

原材料做成编织品， 没想到一试就

成功了。 记者看到，这块芭蕉丝围巾

看上去跟真丝围巾相似， 手感也十

分柔软， 肉眼看上去根本无法和芭

蕉树结合起来。

伍德芬说， 因为这块围巾的出

产有季节性，并且产量有限，所以售

价也比较高， 这一款经过染色的芭

蕉丝围巾售价达 1600元。 “年产量

只有百余条， 主要销往哈尔滨，上

海，台湾等地。 ”

据了解，1991年，北京某纺织厂

到镇宁县招工，年仅 13 岁的伍德芬

因出色的纺织技艺被选中， 从此正

式开始了她的蜡染事业。 2014 年她

重返家乡创办蜡染厂，到 2015 年来

厂里帮忙做工的人已经达到 80 多

人。

据悉，会议期间，活动主办方还

组织与会人员赴多彩贵州风景眼文

创园参观体验， 重点参观了贵州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馆、 染织绣体

验馆、多彩贵州文创体验馆、传统工

艺贵州工作站等。

（本报记者 陈问菩）

2018多彩贵州传统工艺振兴对话交流活动举行

一条芭蕉丝巾“点亮” 全场

■新闻速递

贵阳市人大常委会

原副主任郭文忠：

涉嫌受贿罪

被提起公诉

本报讯 近日，贵州省贵阳市人

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郭文忠 （副厅

级）涉嫌受贿罪一案，经贵州省人

民检察院指定管辖， 由黔南州人民

检察院向黔南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

告知了被告人郭文忠享有的诉讼权

利，并讯问了被告人郭文忠，听取了

辩护人意见。同时询问了有关证人，

核实了有关证据。 黔南州人民检察

院起诉书指控： 被告人郭文忠利用

担任贵阳市房管局局长、党委书记、

贵阳市乌当区委副书记、区长、区委

书记等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

非法收受和索取他人财物， 数额特

别巨大， 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

责任。

（本报记者 李慧超）

陈晏在调研全市实体经济发展和部分重点企业时强调———

狠抓产业招商 强化服务保障

本报讯 昨日， 贵阳市委副书

记、 市长陈晏率队调研全市实体经

济发展和部分重点企业， 强调要紧

紧围绕高质量发展要求， 始终把发

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狠抓产业招商，强化服务保障，推动

产业集聚，做大做强实体经济，为贵

阳在全省发挥经济重要增长极作用

作出更大贡献。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徐昊，市

政府秘书长刘本立参加。

当天， 陈晏先后来到贵州博凯

医药物流园、 光正医药物流园、康

美药业智慧药房、贵州远程制药有

限责任公司、中科康膳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贵州好山河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贵州航瑞科技有限公司、贵

州雅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贵

州航天林泉电机有限公司、加来众

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贵州达沃斯

光电有限公司、贵州兴达兴建材股

份有限公司、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航发贵州红林航空动

力控制科技有限公司、贵州贵能移

动新能源产业园、玉蝶电器工业生

产基地，每到一处他都走进车间厂

房，看展示、听汇报，与企业负责人

深入交流， 详细了解项目建设、生

产经营、产品工艺及企业规划等情

况， 鼓励企业要坚持创新发展，研

发生产出更多技术含量高、产品质

量优、 经济效益好的优质产品，占

领更大市场、实现更大发展；要求

属地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强化服务

意识，积极为企业排忧解难，帮助

企业发展壮大。

陈晏在调研过程中强调， 实体

经济是经济发展的根基。 全市各级

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 省、

市关于发展实体经济的决策部署，

以深入实施“双千工程” 和“万企

融合” 行动为抓手，以开展“四转”

工程为牵引，大力推动产业转型升

级、新旧动能转换，加快构建具有

贵阳特色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要全

力抓好产业招商，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充分发挥贵阳区位优势、交通

优势、产业配套优势，吸引更多企

业来筑投资兴业。 要全力扶持企业

发展，创新服务模式，加大政策支

持，以优质的政务服务，让企业舒

心创业、安心发展。 要全力提升园

区功能，坚持科学规划，积极整合

资源，加快完善路网、标准厂房、水

电气讯等基础配套设施，助力产业

集聚发展。 要全力加快项目建设，

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大力

度、快速度、高强度推进项目建设，

确保早日建成投产。

高新区、经开区、综保区、双龙

航空港经济区、乌当区、观山湖区，

市直有关部门， 有关企业负责人参

加。

（本报记者）

参赛选手展示刺绣工艺 张晨 摄

芭蕉丝巾 陈问菩 摄

我省迎接全国第5个扶贫日

举办六项活动

助推扶贫攻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