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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党政代表团赴雄安新区考察学习——
—

推动两地实现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2 月 25 日至 26 日，省委
常委、贵阳市委书记赵德明率贵阳市
党政代表团赴雄安新区考察学习，河
北省委常委、副省长，雄安新区党工
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陈刚陪同考察并
出席座谈会。
雄安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
常务副主任， 雄安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田金昌，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晏
分别介绍当地有关情况。 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徐昊介绍数博大道和
2019 年数博会情况。 市领导兰义彤、
刘本立参加相关活动。

陈刚代表雄安新区党工委、管委
会对贵阳市党政代表团一行表示欢
迎。 他说，近年来，贵阳市认真贯彻落
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
绩，我对此由衷的表示祝贺。 设立雄
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对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的
一项重大决策部署， 是千年大计、国
家大事。 雄安新区正在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雄安新区和在京
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紧紧围绕创造“雄安质量” 、建

设“
廉洁雄安” 和打造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全国样板，努力建设贯彻落实新
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感谢贵
阳市在大数据发展、农村“三变” 改
革等工作上对雄安新区的帮助和支
持，希望双方加强交流，深化务实合
作， 既把贵阳市实践中积累的经验、
创新的做法借鉴到雄安新区的规划
建设中来， 也把雄安新区好的理念、
路径、模式用在贵阳市工作中，推动
两地实现高质量发展。
赵德明感谢雄安新区的热情接
待和周到安排。 他说，近年来，贵阳市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经济
社会各项事业实现了大踏步前进，感
谢陈刚同志为贵阳市经济社会发展
所付出的努力。 规划建设雄安新区，
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 亲自部
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雄安
新区是践行新发展理念的示范区，是
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样板，是我们对标
学习的榜样。 我们将认真学习雄安新
区的先进理念、 经验做法和良好作
风，坚持高标准要求、高水平开放、高
质量发展，在历届市委市政府带领全
市人民打下的良好基础上，继续努力

争取更大的成绩。 两地经济社会发展
有很多共同点和契合点，希望双方进
一步加强沟通联系，建立长效合作机
制，聚焦城市规划建设、智能城市打
造、生态环境保护、人才交流培养等
领域开展实质性的合作，携手开创互
利共赢、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在雄安期间，代表团来到“千年
秀林” 大清河片林一区造林项目现
场和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考察雄安新
区生态建设、城市规划等情况。
雄安新区、 贵阳市有关部门负责
人参加会见或陪同考察。 （本报记者）

舞起产业龙头 农业更有奔头
——
—贵州振兴农村经济深刻产业革命一年纪实（下篇）
广袤土地， 涌动着改革的新活
力；万千村庄，演绎着发展的新故事。
在“
来一场振兴农村经济的深刻
的产业革命” 推动下，2018 年贵州农业
经济取得了振奋人心的可喜成绩——
—
全省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9%，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占比明显提
高；蔬菜、水果、中药材、茶叶、食用菌
等五大经济作物由 2017 年的 3016
个增加到 4208 个，增长 39.5%；全年
实现 148 万贫困人口脱贫。

聚焦坝区——
—
推进规模化发展
由于历史、 地理等因素影响，贵
州农村产业小、散、弱的特征较为突
出，农产品“好的不多、多的不好”
“样样都有、样样都不成规模” 的历
史一再延续。
农村产业革命，规模化是开拓市
场的基础。 没有规模化，就没有规模
效应、规模经济。 我省聚焦坝区，推动
规模化发展，着力解决“样样都有、
样样都不成规模” 的问题。
2018 年底全省农业产业结构调
整总结暨 500 亩以上坝区结构调整
现场推进会召开后， 各地因地制宜，
积极开展企业引进、产业选育、土地
流转等工作，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要
素支撑， 引领坝区农业产业规模化、
现代化、标准化发展，建设一批“万
元田” 坝区。
目前，各地“一坝一策” 方案已
编制完成， 基础设施建设已展开，结
构调整工作稳步推进。 坝区土地流转
面积 171 万亩，占全省坝区种植面积

一年的实践证明，农村产业革命
不仅促进了农业结构调整，推动农业
经济高质量发展，还提高了农村居民
家庭收入。
“今年，我省将围绕实现农业增
加值增长 6.8%、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长 10%左右、产业扶贫带动
100 万贫困人口的目标， 牢牢把握
‘八要素’ ，践行‘五步工作法’ ，强
力推进农村产业革命。 ” 省农业农村
厅有关负责人信心满满地说。

近 40%。
松桃苗族自治县组建了 500 亩
以上坝区产业结构调整工作专班，深
入调查摸底，选准坝区产业，制定坝
区产业结构调整实施方案及 53 个
500 亩以上坝区产业结构调整子方
案。 引导企业市场运作，重点围绕 9
个坝区，大力发展蔬果、食用菌、中药
材、优质水稻、绿色粮油等主导产业
和特色产业规模化发展。
毕节市自去年 9 月以来，新引进
和培育农业企业 25 家、 农民专业合
作社 38 个。 目前，坝区年度亩产值达
5000 元和 8000 元的产业面积， 分别
占坝区耕地面积的 32.5%和 12.5%。
黔南州启动实施坝区 262 个 、
33.2 万亩，分别占全州坝区数量和面
积的 72.9%和 45.8%； 坝区农产品订
单 面 积 9.7 万 亩 ， 占 实 施 面 积 的
29.2%。
长顺县将全县 26 个 500 亩以上
坝区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主战场，在
持续巩固绿壳蛋鸡、高钙苹果、优质
核桃、紫王葡萄“长顺四宝” 的基础
上，重点发展蔬菜、中药材种植等短
平快的高效农业。

聚焦优势产业——
—

推动发展方式创新
说起农业产业革命，在全国政协
委员、 黔东南州副州长胡国珍看来,
黔东南州立足资源禀赋、 因地制宜,
找准了“一减四增” 的发展思路,推
动产业结构调整取得突破。
胡国珍说，减少玉米面积,增加
蔬菜、蓝莓、花卉、中药材等优势经济
作物种植面积，2018 年黔东南州调
减玉米面积 57.14 万亩， 粮经比从
2017 年的 36:64 调整到 32:68， 带动
22 万人减贫。
产业革命中， 如何聚焦优势产
业，促进提质增效？
各地坚持目标不变、 靶心不散、
频道不换。 今年，全省将坚持不懈调
减 低 效 籽 粒 玉 米 500 万 亩 ， 推 动
“
菜、茶、果、药、菌” 等特色优势产业
继续稳步扩大规模， 蔬菜、 茶园、水
果、 中药材和食用菌种植分别达到
2000 万亩 (次)、580 万亩、720 万亩、
720 万亩和 30 万亩（亿棒）。
依托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百
香果、石斛、大球盖菇等经济效益好
的作物，加快推进“
一县一业” 发展，
进一步做大做强优势特色产业。
因地制宜发展具有优势的农业
单品，实施农业生产标准化、经营产
业化、产品市场化、形象品牌化、流通
信息化，促进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全国人大代表、铜仁市市长陈少
荣对于优势产业发展， 思路清晰，信
心十足：去年，铜仁以推进农村产业
革命为契机，调减低效玉米种植其他
经济作物 79.61 万亩。 今年，将突出
500 亩以上坝区产业结构调整，紧扣

茶叶、生态畜牧业、中药材、蔬果、食
用菌、油茶六大主导产业，优化产业
结构 147.64 万亩，真正打响“梵净山
珍·健康养生” 公共品牌。
聚焦优势产业，铜仁市大力推进
思南、松桃、德江、印江等的稻 + 鱼
（虾、蟹、蛙）等模式，进行综合种养，
推进优质稻产业发展。
围绕全省优势特色产业的发展，
我省严格对照“八要素” 的要求，找
差距、强弱项、补短板，一个要素一个
要素地设计、部署、检查、考核、推进，
充分发挥好“八要素” 在农村产业革
命中的重要作用，推动产业发展模式
创新。

聚焦农民增收——
—

将产业革命进行到底
刚刚过去的一年，全省农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达 9.6%，农林牧
渔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8%。 沉甸甸的
数据显示，产业革命真真切切为农民
群众带来了真金白银的经济效益。
将产业革命进行到底。 今年，我
省将牢牢把握“八要素” ，用活“五
步工作法” ， 以农民增收为主线，坚
持强龙头、创品牌、带农户，确保农民
持续增收。
增强经营主体带动农户的能力。
开展农业大招商活动， 落实优惠政
策，强化服务支持，引进一批优强企

业， 力争省级重点龙头达到 1000 家
以上；建立合作社示范体系，引导合
作社规范发展，大力推广“公司 + 合
作社 + 农户” 模式，提高经营主体带
动能力。
道真县引进福建、湖北、重庆等
地 33 家龙头企业驻县发展商品蔬菜
和食用菌产业，带动贫困群众增收脱
贫。 其中，贵州同辉食用菌发展有限
公司实行 “
企业 + 合作社 + 产业园
+ 贫困户” 的模式，年制棒规模可达
6000 万棒，可带动 1800 余户 7000 余
人稳定脱贫。
拓展销售渠道。 我省积极打通绿
色农产品销售通道,充分利用好对口
帮扶城市资源，组织开展农产品展示
推介活动，重点面向珠三角、长三角
等发达地区开展“黔货出山” 活动。
主动对接全国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
引导一批有实力的企业共建农产品
直供基地，建立稳定的产销关系。
深入推进 “
三变” 改革。 力争
“
三变” 试点村覆盖行政村 50%、覆
盖贫困村 80%，完善紧密型利益联结
机制，增强农民参与融合能力，创新
收益分享模式，促进农民增收。
将产业革命进行到底！ 让农业在
产业革命中越来越强，让农村在产业
革命中越来越美，让农民群众在产业
革命中越来越富。
春光无限，风景正好。 贵州一路
探索，一路奋起，奔向乡村振兴路！
赵勇军

贵阳孔学堂传统文化公益讲座公告
尊敬的市民朋友们：
本周六， 我们将邀请汪先生聊
“
跟阳明先生学做事” ，从更深的维
度去探索阳明心学的当代价值。
此外，本周日，我们与曹树堃先
生相约，听他讲述“从二胡和提琴
的新旧角色看提琴在中国的发展”
这一话题，讲座过程中，还将请到羿
之光室内乐团廖昊月音乐工作室的
演奏家们现场演绎。
时 间： 3 月 2 日（周六）09:
30-12:00
主 题：阳明文化系列讲座（三
十一）——
—当代人如何 “
跟阳明先
生学做事” ？
主讲人： 汪建初，1980 年考入

浙江大学热物理系内燃动力专业学
习。 1984 年大学毕业，投笔从戎，赴
云南麻栗坡前线参加对越自卫还击
战。 2000 年转业到贵州省 委 组 织
部，先后担任干部监督处处长、干部
教育处处长。 2012 年任中共贵州省
委党校副校长。 曾挂职贞丰县委副
书记、中国社科院党校副校长，曾担
任兼职律师和企业法律顾问。 目前
兼任贵州省社科联副主席、 贵州省
阳明心学传习社社长、 孔学堂阳明
心学 与 当 代 社 会 心 态 研 究 院 副 院
长、 浙江文史馆和贵州文史馆阳明
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等。 主编出版了
《重塑贵州干部集体人格》、《阳明
心学丛书》、《儒商文化丛书》、《贵
州党风廉政建设实践与探索》、《未

来贵州文化旅游新范式》 等作品。
2017 年，汪建初主讲的《阳明心学
的当代价值》入选中组部“全国干
部教育培训好课程推荐目录” 。
2018 年曾两次应邀到中央党校（国
家行政学院）讲授阳明心学。
时 间：3 月 3 日 （周日 ）09:
30-12:00
主 题： 从二胡和提琴的新旧
角色看提琴在中国的发展
主讲人：曹树堃（美籍华人，当
代世界最著名提琴制作师之一，师
从徐弗、 陈锦农、 梁国辉、Roland
Feller luiz Bellini Hans Weisshaar
诸多国内外制琴名师， 美国加州金
山诗艺会会长）

演奏团队： 羿之光室内乐团廖
昊月音乐工作室
报名方式：
1. 微信报名：用户需要在微信
搜索 “
孔学堂” ， 或手动输入微信
号：gyconfucianism，添加并关注“孔
学堂” 微信公众号， 点击底部菜单
“
讲座报名” 即可进入报名系统（适
用于高校学生听课修学分及市民网
络报名）；2.现场报名：市民可前往
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推广部活
动科进行现场报名；3. 市民电话报
名：0851-83617687；4.微信报名后台
咨询电话：0851-86699033。
报 名 时 间 ：2019 年 2 月 26 日
-3 月 1 日 （上午:09:30-12:00 下
午:13:30-16:30）

温馨提示：1. 更多详情可登录
孔学堂官网、多彩贵州网、贵阳新闻
网、贵阳文明网、爽爽的贵阳网、贵
州都市网查询， 或通过搜索贵阳孔
学堂公众微信进行了解。2.活动当天
请报名成功的听众持本人有效证件
提前 30 分钟入场。 3.报名成功的听
众如遇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参与，请
及时电话取消报名。 4.讲座结束后，
市民可将自己听完讲座的感悟和对
国学的独到见解发送至孔学堂邮箱
（gykxt928@163.com） 或贵州名博
（blog.gog.com.cn）。

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
2019 年 2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