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手机上点开 “防控管家”

APP，作为息烽县石硐镇的一名村级

动物防疫人员， 袁邦喜输入自己的

用户名和密码， 便可以在手机上了

解他负责的石硐村 1200 多户养有

猪牛羊犬禽的农户动物防疫情况。

“以前去给农户打疫苗，每次

都要填纸质档案，回来还要填汇总

表， 现在有了这个 APP， 现场在

APP 上填好就直接传到系统上，不

会担心档案、数据丢失。 而且哪家

需要进行二次免疫系统还会自动发

信息提醒你，真的方便多了。 ” 做了

7 年多的动物防疫员， 袁邦喜对这

个应用十分认可。

袁邦喜使用的这个 “防控管

家” APP， 正是贵阳市发挥大数据

优势，用大数据创新动物防疫模式

的成功探索。

生猪、肉鸡、牛羊等养殖业是贵

阳市着力发展的农业产业之一。

“很多动物传染病是人畜共患的，

比如高致病性禽流感、 狂犬病、布

病、结核病等，所以做好动物疫病防

控对保护养殖业健康发展和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防止发生区域性

重大动物疫情和公共卫生安全事件

具有重要意义。 ” 贵阳市动物疫病

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徐春志说。

然而，贵阳除了大型养殖场是

规模化养殖外，绝大多数都是“千

家万户” 的传统散养模式，饲养点

多、面广，以往的动物防疫管理主要

依靠动物防疫人员走村串户进行服

务和纸质的数据采集， 防疫覆盖完

不完整、 数据采集真不真实等都是

基层农业行政管理面临的难题。

徐春志介绍说：“外地利用互联

网、大数据构建现代化动物疫情防控

体系的做法为我们提供了思路，贵阳

也开始尝试开发自己的系统平台。 ”

息烽县是贵阳市的省级创新动

物防疫模式改革试点。 为息烽开展

动物防疫社会化服务的贵州牧林农

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先行先试，基

于国家、省、市、县各级对动物防疫

工作的服务和管理要求， 结合在多

年具体服务过程中的思考， 自主研

发了动物防疫大数据管理服务平

台，即“防控管家” APP系统。

贵州牧林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总经理助理雷坤琴介绍说，2017

年“防控管家” APP 系统开始在息

烽县石硐镇投入使用， 并逐渐覆盖

全县 10个乡镇 160个行政村。

“防控管家” APP 的图标十分

简洁，但是它的功能却并不简单。

进入“防控管家”系统平台，疫

苗统计、免疫统计、防疫管理、犬免

疫管理、物资管理、动态数据管理、

审批管理、农户投保、流行病学分析

等功能板块十分齐全， 可供各级监

管部门、防疫人员、养殖场（户）、宠

物医院等不同对象使用。

“我们通过信息化服务、数字

化管理、平台化调度，为行业管理提

供‘一站式’ 解决方案，有效破解基

层动物防疫‘最后一公里’ 管理与

服务的难题。 ”雷坤琴说。

防疫人员入户到场开展工作

时，用 APP 可以进行无纸化数据采

集户主姓名、电话、详细地址、身份

证等信息， 对饲养的猪牛羊犬禽还

要分类记录总数、老弱病残孕情况、

耳标数、应免疫数和猪瘟、口蹄疫等

疫苗使用和免疫数量等。

通过定位、录音、拍照等功能，

可实现对防疫人员的工作监管，确

保采集信息和数据的真实， 提高入

户率、注射率和抗体合格率等。

息烽县畜牧技术服务中心动物

防检服务科工作人员袁林介绍，从

应用“防控管家”以来，息烽域内应

免疫密度常年保持在 98%以上、免

疫抗体合格率达 95%以上， 实现了

免疫密度和抗体水平的双提升。

截至目前，“防控管家”除 100%

覆盖息烽全县外，还推广应用到省内

其他 15 个县 （区）、271 个乡镇和

2700个行政村， 累计动物防疫社会

化服务猪、牛、羊、禽养殖场户 40 万

户次以上， 动物免疫注射服务记录

猪、牛、羊、禽、犬超 1600万条次。

袁林介绍，使用“防控管家” 动

物防疫密度和免疫合格率提高 20%

以上，动物发病率和死亡率降低 20%

以上，有效降低了养殖风险，提高了

养殖效益。 据不完全统计，向息烽全

县大扶贫产业板块贫困人口 2946户

6526 人和低收入人口 12015 户

33863人提供了全覆盖的防疫保障，

有效减少了贫困户、低收入户饲养的

畜禽因病死亡而致返贫的机率。

“通过 ‘大数据 + 动物防

疫’ ，让防疫人员管理、物资管理

等更加轻松和精准， 而且全面、直

观地掌握数据，为预警预报、快速

响应、快速研判、科学决策提供了

强大的数据支撑。 ” 徐春志说，下

一步将积极争取国家、省、市资金

支持，力争在全市范围推广，做到

全市 70 多个乡镇 800 多个行政村

全覆盖， 促进养殖业健康持续发

展。 贵阳日报融媒记者 樊成琼

创新建设大数据平台

破解动物防疫工作难题

“防控管家” 打通基层动物

防疫管理服务“最后一公里”

争取在全市范围推广

促进养殖业健康持续发展

创业路上，一步一个脚印走来，从

最初的单打独斗， 到如今厂里拥有固

定工人 150 余名， 间接解决了 500 余

人就业问题。 长顺县贵州大成玻璃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陈尚学说：“人

无信不立！ 诚信，是企业成长的基石，

也是做人准则。 ”

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陈尚

学，为减轻贫困的家庭负担，在高中毕业

后便选择外出务工，时年，他才 19岁。

第一份工作是在云南昆明市华夏

煤气公司。从底层的煤气安装做起，由

于勤奋好学， 陈尚学深受公司高层赏

识，很快从普通工人一跃成为组长。

在他看来， 打工只不过是在积累

经验而已，并不是长久之计，终于，在

打工生涯最后一站的上海三菱电梯公

司， 他发现安装行业潜藏着很大的商

机，这让他看到了希望。

1996年，他回到了故乡长顺县，开

启了人生的第一次创业， 创办长顺县

长发装饰装潢中心。包括妻子、妻舅在

内，装潢中心就他们三个人，老板和工

人集一身。凭借多年积累的经验，靠着

诚实守信的处事原则， 装饰中心积累

了良好的口碑。渐渐地，当地市场慢慢

打开，工人也发展到 5 人、8 人、10 人。

随着生意越做越大，2013年，贵州大成

玻璃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应运而生。

优质产品，优质服务，诚信铸就了

陈尚学的成功路。 正是基于上游客户

的支持，下游客户的信任，如今他的公

司本地固定用工 150余人，辐射衍生带

来的就业岗位高达 500余人。

致富不忘家乡人。 据不完全统计，

从返乡创业至今，他在反哺家乡投资公

益事业建设超过 60余万元， 涉及捐资

助学、 公共文化设施、 慰问贫困户等。

2013年至今，缴纳税收合计 310余万。

基于对社会的贡献， 陈尚学的公

司获得了许多荣誉，诸如“优秀民营企

业”“十佳企业” ；于他本人而言，也逐

渐成长为集省政协委员、 黔南州人大

代表、 长顺县工商联合会副会长等诸

多身份于一身的企业家。

面对荣誉， 陈尚学表示将继续努

力把企业做大做强， 吸纳更多的人就

业，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仁东

稳就业 促创业 保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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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 月 13 日至 14 日，由

中宣部组织的“走向我们的小康生

活” 主题采访报道活动在贵阳如期

举行。

在两天的采访中，贵阳的无人

驾驶、刷脸进站、医养结合养老服

务中心等发展亮点，给来自人民日

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

16家媒体的记者们留下深刻印象。

贵阳是国家级大数据产业发

展集聚区、大数据产业技术创新试

验区。 贵阳站主题采访报道活动的

第一站便选择在了全球领先的无

人驾驶初创企业贵州翰凯斯智能

技术有限公司。 刚刚进入生产车

间，金属 3D 打印机、无人驾驶车辆

等一系列高科技产品就赚足记者

们的眼球。

来自中国青年报的视频记者

张诗童，一边采访一边拍摄视频，

并在现场就开始了素材编辑。“虽

然中国数谷早已名声在外， 但这

次来到贵州来到贵阳的采访活

动， 还是极大改变了我原来对西

部地区城市的印象。 ” 她说，无论

是大数据产业发展、城市建设，还

在生态环境贵阳， 都给她留下了

深刻印象， 相信贵阳这座城市的

发展未来可期。

贵阳两条全长 374公里的林带

环绕全城，1000 多个公园分布全

域，形成“山中有城、城中有山，城

在林中、林在城中”的独特气韵。而

这样的自然资源也为养老服务发

展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当主题采访报道团一行来到

观山湖区养老服务中心大门口时，

老人们合唱的一首《最美不过夕阳

红》传了入大家耳中。 看到记者们

拿着“长枪短炮” 来采访自己，老

人们十分高兴，临时决定再次献歌

一首欢迎大家到来。

“爽爽贵阳名不虚传，很适合

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 ” 中国妇女

报山西记者站站长姜军旗说，小康

生活不仅是吃饱穿暖，精神文化生

活和居住环境同样也是重要的组

成部分之一。 从养老服务中心老人

们一张张笑脸上，他已经找到了本

次“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主题采

访报道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在贵阳市不断加快推进大数

据与服务民生深度融合的背景下，

大数据越来越接“地气” ，已逐渐

走进了市民群众的生活。“走向我

们的小康生活” 主题采访报道第

三站来到了轨道交通林城西路站，

在这里记者们对方便快捷的 “刷

脸进站” 进行了体验。 “刷脸进

站” 具体需要哪些操作？ 市民体验

如何？ 采访中，不少记者将关注点

集中在了大数据在服务民生领域

的运用。

人民日报新闻协调部编辑王

洲说，来贵阳的这次采访中，看到

了很多把高科技发展成果与普通

市民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典型案例，

他准备从中寻找新闻线索把多彩

贵州报道好，把“走向我们的小康

生活”这一主题报道好。

贵阳森林覆盖率 53%， 环境空

气质量优良率 98.1%， 负氧离子浓

度每立方厘米 1 万多个，夏季平均

气温仅 22.3℃，有着“爽爽贵阳·中

国避暑之都” 的美誉。 在观山湖区

的城市 “绿肺”———观山湖公园，

主题采访报道团将镜头对准了在

此休闲娱乐的贵阳市民。 谈及贵阳

的生态环境，贵阳市民张先生尤为

自豪，逐一向记者们介绍了贵阳市

内的各个公园，并热情地邀请记者

们多来贵阳做客。

“除了大数据外，生态文明也

是贵州的另一张名片。 ” 中新社编

辑（总社）谈笑说，本次采访中，她

将重点关注生态保护，特别是大数

据在生态保护方面的应用，展现近

年来贵州、贵阳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 理念的实践经验。

据了解，“走向我们的小康生

活” 主题采访报道活动在贵阳的采

访报道共计 2天，由近 60名记者组

成的主题采访报道团还先后前往

时代沃顿科技有限公司、国家大数

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展示中心、

云景文旅科技有限公司开展了采

访报道， 后续还将继续前往遵义

市、毕节市。

“二三年前，我曾经来过一次

贵阳，这次跟随主题采访报道团作

为一名观察者再次踏上贵阳的土

地， 发现这里的变化真的是太大

了。 我对下一步在贵州的采访报道

工作充满期待。 ” 光明日报社记者

章正说，近年来，贵阳市交通越来

越方便、市民生活越来越好，大数

据不仅助推了地方积极发展，同时

也融入了民生、 扶贫等领域落地，

可谓亮点纷呈。 接下来，他会用自

己的文字写好贵阳故事，并挖掘这

些故事背后的感人事迹。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代晓龙）

爽爽贵阳聚人气 中国数谷接地气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主题采访报道贵阳站活动给16家媒体记者留下深刻印象

参与主题采访的记者们

本报讯 6月 14 日是第 17 个世界

献血者日，贵州省红十字会联合贵州

省血液中心在筑城广场举办庆祝“6·

14 世界献血者日” 主题宣传活动，此

次活动采取线上线下活动相结合的

方式，宣传安全用血，鼓励更多的人

无偿献血。

据统计， 当天共有 338 人积极参

加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其中 330 人成

功捐献全血累计 100350 毫升，8 人捐

献机采血小板共 12个治疗量。现场免

费为近 200 人提供血型血压测量服

务， 接受市民无偿献血知识和用血政

策相关咨询 400 余人次， 发放无偿献

血宣传资料 1500余份。

记者在活动现场获悉，截至目前，

累计共有 18 位新冠肺炎康复者成功

捐献恢复期血浆共计 6600 毫升，目前

已使用恢复期血浆 2000 毫升，为 7 位

重型及危重型新冠肺炎患者临床治疗

发挥作用。 （张梅）

世界献血者日

338人参与献血

大数据创新动物防疫管理模式

诚信铺起创业路

致富不忘家乡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