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月 17 日， 在长顺县广顺镇核

子村百亩茭白种植示范基地， 村民正

喜滋滋地采摘茭白。

该基地采用“合作社 + 公司 + 农

户” 模式，发展茭白种植 200 亩，年产

量达 30 万吨， 年产值近 100 万元，带

动附近 210余户群众年户均增收 5000

余元，16个贫困户脱贫。 陈波 张仁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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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贵阳市国家高新区阳关大

道 28 号西部研发基地西裙楼 （共三

层）， 长岭南路与阳关大道交界处，宜

银行、金融机构等租用。 面积：4420平

方 米 。 联 系 电 话 ： 杨 小 姐

18285129721、刘小姐 13985479105。

贵州中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8年 11月 19日

银行营业大厅及办公楼（独栋裙楼）

招 租

家有 1953--2018 年茅台酒及各种国内外名酒的 注意啦！

北京茅台收藏馆高价收购各类茅台酒

“给我开一瓶 82年的拉菲” 正如在电影《赌神》中

的这句经典台词一样， 年份酒是不少经典红酒价值提

现。 现如今，陈年白酒的价格几乎已经到了顶峰，短期

内很难再有上升的趋势， 家有老酒的朋友此时出手是

一个难得的好时机。

优惠活动很多 总有一款适合您

家有老酒的市民请把握机会， 这里有专业的老酒

收藏知识可学，有更高的收购价格支撑，有实惠的礼品

相送，还有现金红包等您拿回家，您还犹豫什么呢！ 家

有老酒要出手先到北京茅台收藏馆看一看已经成为贵

阳市民卖酒的习惯。 把老酒带到现场，真假、年份、品相

让专家为您全面解析，价值如何更是做到心里有底。

到收藏馆来变现 价格有保障

北京茅台收藏馆是一家老酒收藏机构， 在传播和

弘扬中国酒文化发展的同时， 近年来收藏馆花重金在

全国各地巡回举办了数百场 “老酒免费鉴定回购活

动” 受到了各界朋友的支持与好评。 为了进一步加大

老酒收藏力度， 收藏馆开出重金， 全面征集各类茅台

酒，五粮液，董酒，习酒，鸭溪窖，平坝窖酒等各类国内

外名酒，其目的就是更好的惠及于民。

温馨提示:老酒保存难大，保存不当封口破损，少

酒将会成为废品。

地址：枣山路 95号天怡豪生大酒店七层黄杨厅。

乘车路线：1、10、33、41、51、53、71、72、209 路黔

灵山公园站下车就到。

咨询电话：13765833586��

广告

据新华社电 在秋天这个收获

的季节，杨志远驻点帮扶的沿坪村，

迎来了新建幼儿园开园。 随之他又

感觉到，这一深度贫困村还有不少

难关要过。

“目前看来有‘三关’ 比较难，

产业发展关、 群众思想关、 资金

关。 ” 杨志远最近正盘算着。

地处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深处的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大路

镇沿坪村，人均耕地大约 0.8亩。由

于土地破碎且贫瘠，这里产业难上

规模、效益不高。 2017 年驻村帮扶

后，第一书记杨志远深入群众做工

作，各方筹措资金，谋划产业路，因

地制宜发展茶叶、清水养殖。

目前， 沿坪村平均每 100人中

还有 26 人处于贫困状态。 杨志远

说，现在是分秒必争，随着 300亩茶

叶进入盛产期，他打算带着村民再

种 500亩。

“一天接着一天干，只有把产

业干出成效，村民日子才好过。 ” 杨

志远说每一句话，似乎都咬紧牙关。

武陵山区是中国 14 个集中连

片特困地区之一，这里山高谷深，自

然条件恶劣，少数民族人口多，贫困

人口分布广。

山区深处的贵州省德江县合兴

镇船山沟村，交通闭塞、产业薄弱，

村民生活条件差。 2017 年，村民年

人均可支配收入还不到 3000元。到

目前为止，平均每 100 人中就有 14

人处于贫困状态。

自 2016年 4月驻村以来，第一

书记张健几乎天天扎在这个小山

村。“天天拼命干，还是感觉时间不

够用。 ” 他说。

与记者一起到贫困户张金福家

中，张健同他商量，规划搬迁到移民

新区，孩子可以就近务工。 不过，张

金福有些顾虑，因为妻子智力有障

碍，他担心搬出去之后难照料。

“我们一步一步商量，总能想

到解决办法。 ” 张健说。 挨家挨户

跑、反反复复跑，感觉就像跑步比

赛，帮扶干部的心愿是一致的，就是

让山里人过上好日子。

随着 6.5 公里长的通村路拉

通，加上发展天麻、花椒等产业，村

民生活面貌一天天在改变。 张健初

步估算，船山沟村今年人均可支配

收入在 3600元左右。

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淇滩

镇铜鼓村，也是武陵山区深处的一

个贫困村。 驻村帮扶已经满一年，

帮扶干部杜尚会用这样一句话总

结：啃完“硬骨头” ，日子不用愁。

当初，贫困户范梅英对发展肉

牛产业有顾虑，担心土地拿出来建

圈舍，就没地种庄稼。 为消除顾虑，

杜尚会前后三次到家中帮他们算

账：种玉米不划算，每亩土地拿出来

每年有两三百元租金，夫妻两人可

以当饲养员， 每人每月工资大约

2000元。

“我算是明白了，杜书记三番

五次给我们做工作， 真把我们当回

事。 ”范梅英的丈夫杨秀宝笑着说。

过去 5 年里， 中国累计选派

43.5万名干部担任第一书记，277.8

万名干部驻村帮扶。 中国脱贫攻坚

主战场贵州，2760 个深度贫困村都

选派了第一书记。 帮扶干部讲求方

法和技巧，同群众谋增收路、决战贫

困，期盼山里人过上幸福生活。

分秒必争“决战”在连片特困区

船山沟村驻村第一书记张健（左一）同当地村民查看天麻长势

本报讯 11 月 16 日上午，由省

委宣传部组织的“毕节试验区设立

30 年成就” 实地采访走进七星关

区。在碧海阳光城易地扶贫搬迁点，

5000 余套装修精致的楼房里住着

搬来的贫困户。

家住在和美社区的孟从梅和一

家人刚搬来一个月，已经把这里当

成了永远的家。 “苦日子都会熬出

头。 ” 老家在林口镇的孟从梅说起

从前的生活，无奈涌上心头。 原来，

孟从梅一家 5口人，有老人和小孩，

劳动力只有自己和丈夫，不幸的是

婆婆和丈夫的弟弟都患上了重病，

一家人入不敷出。“结婚时房子烂、

路烂，经常借钱过日子……” 孟从

梅说，虽然一家人总在坚持着，但是

婆婆还是不幸离世。

今年 10月，一家人搬来城区的

易地扶贫搬迁点。 新家里面沙发、

餐桌、床椅样样齐全，孟从梅一家人

都特别高兴。 “从来没想过这样的

生活，现在的房子像洋房。 ”孟从梅

说，得到政府资助，从大山搬来 80

平米的精装房里，整个小区风景优

美，配套设施比商品房的小区还漂

亮、齐全，孩子以后也能就近上学。

目前，孟从梅丈夫在小坝经济开发

区上班月入三千，她自己也打算去

找份工作。

据了解，碧海阳光城安置点共

3 个小区，由恒大集团帮扶代建，投

资 19.93 亿 元 拟 安 置 6149 户

27907人，建房 7008套。 目前，该安

置点已建成安置房 5131 套， 共有

4489 户 20521 人 （其中贫困人口

4279户 19513人）搬迁入住。

此外， 为做好搬迁群众后续扶

持工作， 七星关区成立碧海阳光城

党工委和管理服务中心，配套产业、

公益性岗位促进搬迁群众就业。 同

时，为完善就医设施和教学资源，正

在建设智能温室大棚， 让搬迁群众

在家门口就能务工。 自搬迁开始以

来， 七星关区与恒大集团联合组织

开展 6期劳动力就业培训， 培训人

员 3000余人，通过开展宣讲引导就

业 2800余人。 （本报记者 陈玲）

“毕节试验区设立30年成就”实地采访走进七星关区———

易地搬迁户 住上小洋房

■新闻速递

本报讯 近日，一台人工智能餐柜

落户云岩区水东社区第一老年人日间

照料中心， 解决老年人营养膳食搭配

的问题， 标志着云岩区在贵阳市率先

开启了老年人个性化营养智能定制的

新阶段。

据了解， 该智能餐柜设置了内置

智能健康管理平台， 可帮助老年人建

立膳食搭配和健康指标数据， 自动向

他们推荐营养膳食， 科学有效地调理

身体机能。 老人及其亲属每月还能在

微信端或智能餐柜交互大屏实时查询

健康状况，及时调整膳食结构。

日间照料中心工作人员介绍，通

过微信扫码， 还可以在微信上远程订

餐、 远程调阅菜品。 供应商收到订单

后， 会在规定时间内把营养膳食配送

到老人家里。 （本报记者 曾秦）

能为老年人订餐

推荐营养搭配

智能餐柜落户云岩区———

本报讯 11 月 17 日，在台江县方

召镇交汪村食用菌种菌棒生产基地，

贫困户迎来了扶贫产业分红。

据了解， 杭州市余杭区对口帮扶

方召镇食用菌种菌棒生产基地建设项

目，当天对 2018 年生产菌棒收益固定

资产收益部分进行分红， 覆盖贫困户

272户，分红资金 108800元。

今年该项目带动就业贫困户就业

21 人， 就业人均年增收 3.6 万元。

2018 年该基地生产菌棒能力达 100

万棒，2019 年后生产菌棒能力将达

600万棒，将带动更多贫困户就业。

（张强 本报记者 吴如雄）

台江县方召镇交汪村：

帮扶产业结硕果

群众分红笑开颜

长顺县广顺镇核子村：

茭白喜丰收

村民采摘忙

聚焦贵州武陵山深处扶贫攻坚第一线上的驻村干部们

分红现场

村民采摘茭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