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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忠雄会见部分融资
租赁企业负责人一行
本报讯 11 月 23 日， 省委常
委、市委书记、贵安新区党工委书
记胡忠雄在筑会见上实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董事长林振、 中交融资
租赁公司董事长张剑兴一行， 双
方就谋划合作、 巩固合作进行深
入交流。
市委常委、 市委秘书长刘本

立， 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王嶒
参加。
胡忠雄代表贵阳市、贵安新区
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欢迎，对上实融
资租赁有限公司、中交融资租赁公
司给予贵阳贵安的支持和帮助表
示感谢。 他说，当前，贵阳贵安正深
入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 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
局，按照“四主四市” 工作思路，充
分发挥“金融活水” 作用，全力做
大做强做优“
1+7+1” 重点产业，坚
定不移发展壮大实体经济。 融资租
赁对贵阳贵安实体经济发展具有
积极意义，双方合作正当其时。 希
望双方依托具体项目，创新开发金

融产品，加快推动金融资本、产业
资本融合， 真正做到共谋发展、共
享机遇，更好实现互利共赢。
林振、张剑兴对贵阳贵安给予
企业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他们表
示， 对贵阳贵安未来发展充满信
心， 期待与贵阳贵安一起共同前
进、共同成长。 企业将发挥优势、主

动作为，找准结合点、着力点，积极
参与“强省会” 行动，为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上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中交
融资租赁公司、 浦发银行贵阳分
行，双龙航空港经济区，市有关部
门和企业负责人参加。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代晓龙）

“
后进村”闯出产业致富路

智能制造提质效、及时堵漏
降能耗、 物尽其用“
废变宝”

—清镇市红枫湖镇民乐村加快推进乡村振兴见闻
——

打造绿色工厂
汉方药业施“
妙方”

清镇市红枫湖镇民乐村周边的
芦荻哨、大冲、右二、右七等村寨，曾
纷纷凭借红枫湖“
大水缸” 的生态优
势和景观优势， 发展起乡村旅游、高
端民宿或生态农业，在“保湖” 中变
得富裕。 但不临湖不靠江、无厂无矿
无作坊的民乐村，在各项发展指标的
横向对比中， 一时处于全镇下游水
平。
不愿“
躺平” 的民乐村人，在推进
乡村振兴过程中积极寻找出路， 悄然
—村
让村子发生一连串可喜的变化——
内不起眼的“
路边店” 正在形成特色
餐饮产业，民乐牛肉的品牌逐渐打响；
杂乱无章的农家小院修葺一新， 变成
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致， 破损不堪总是
让路人灰头土脸的马路变成平整舒适
的柏油路，村容寨貌焕然一新；在“
企
业 + 合作社 + 村集体 + 农户” 合作
机制催化下，葡萄、辣椒、羊肚菌、茶叶
等高效农业方兴未艾， 带动越来越多
农民增收。

从一家馆子到一个产
业——
—民乐牛肉打响知名度
冬日到来， 民乐村牛肉馆经营户
余林生起火炉， 让食客随时进屋都感
觉暖烘烘的。余林家现在的日子，过得
就像火炉上的烧水壶一样，热气腾腾。
翻开泛黄的老照片，余林想起一
家人在外漂泊的时光。 那时因为缺土
少地， 余林和妻子不得不进城打工，
但收入仅够维持日常开销，一家人只
得租住在孩子学校附近的破旧民房
里，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很多年。 直
到孩子大学毕业，夫妻俩攒下一笔钱
后，才决定回村开牛肉馆。
由于在城里牛肉餐馆有多年的
打工经验，余林和妻子已成为“牛专
家” ，知道如何挑选肉质鲜美的好牛，
对牛肉的加工烹饪也十分娴熟。 再加
上余林家诚信经营， 从不缺斤少两，
豌豆尖、茼蒿等食材都是从地里现采
摘的“
鲜货” ，所以开业不久，生意就
火爆起来，吸引越来越多的食客慕名
而来， 年净收入 30 多万元。 开牛肉
馆，让余林家不但脱了贫，还致了富。
如今， 在民乐村已发展起 9 家牛
肉馆， 每年接待食客 10 万人次以上，
带来的经济效益超 400 万元。 不少食
客品尝过牛肉后， 特意让老板邮寄
“
牛干巴” 给远方的亲朋，民乐牛肉卖
到全国各地，美食餐饮产业初具规模。
民乐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王达志说，村里正在制定特色餐饮发
展规划，想要在牛肉馆最集中的彭家
寨打造美食餐饮一条街。 同时，牛肉
馆主们正在自发筹备成立美食餐饮
协会，以便更好地管理、运营和壮大

美食餐饮产业。

从破烂不堪到赏心悦
目——
—村容寨貌焕然一新
如今的民乐村，乡村公路新铺了
沥青， 沿线农房统一成简约的风貌，
院墙成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 “艺
术品” ，院落经过改造更显静谧宜人，
整洁的环境令人神清气爽。
然而，以前的民乐村并不是这番
景致。 那时，民乐村内的道路由于建
成较久和缺少养护，坑坑洼洼，路两
边的民房都被蒙上一层厚厚的尘土。
“民乐村的面子不好看，年轻人都不
好意思带朋友来家中做客，生怕别人
嘲笑脏乱差。 ” 村民杨兴兰说。
民乐村在乡村振兴中抓住机遇，
促使其“
颜值” 发生变化。在贵州省特
色田园乡村·乡村振兴集成示范试点
打造中， 民乐村刘家寨组入选省级试
点，王家寨组、彭家寨组入选贵阳市级
试点。 公路、房屋立面、庭院环境、公共
设施等成为初期打造的重点内容。
如今，杨兴兰家门前新铺了沥青
路，不远处的农贸市场也改造成文化
广场。 每天吃完饭，杨兴兰总会去文
化广场遛弯、跳健身操，累了就在树
荫下的石凳上小憩。
刘家寨、王家寨、彭家寨三个村
一年打基
民组的集成示范打造按照“
础、两年见成效、三年出经验” 的节奏
实施，在村容寨貌改造见效后，产业
布局也将陆续铺开，全面振兴的步伐
正在加快。 “
这三个组是民乐村人口
较为集中的地方， 将引领全村发展，
也为其他地区的乡村振兴探路。 ” 王
达志说。

从“要我发展” 到“我要发
展” —村民思想意识与时俱进
——
民乐村因为不“挨水” ，地理位
置远不如周边的临湖村子，距离清镇
城区的车程也不近，村内也无工矿企
业支撑， 经济发展曾滞后于其他村
寨，村民的发展意愿越来越低，青壮
年劳动力几乎全部外出打工，成为红
枫湖以西的一块“
发展洼地” 。
两年前，在村里一场以“如何把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 为主题的坝坝会上，镇干
部、村干部、驻村干部和全村老少一
起探讨产业发展。
“咱们村的连片土地不少，但大

多用来种苞谷红薯，产生的经济效益
并不高。 ”
那就将连片土地集中起来，由
“
村集体引入企业打造高效农业。 ”
“要集中的话，就得流转大家的
土地，可是我们都很担心流转后企业
亏本付不起钱。 ”
“那不用担心，企业会预付流转
费，还优先聘用流转土地的群众进场
务工。 ”
在你一言我一语中，大家的热情
越来越高，纷纷表示想把土地流转出
去，一起抱团发展。
就这样，在村“
两委” 带领下，将
民乐村地势较为平坦的 2000 余亩土
地整合起来，通过招商引资，以“
企业
+ 合作社 + 村集体 + 农户” 形式，逐
步发展起葡萄、辣椒、羊肚菌等果蔬
种植产业以及茶产业， 发展得以加
速。 同时，上百位群众以务工形式直
接参与到产业发展中。 产业遍地开花
后，民乐村这个后进村的发展活力得
到释放，到 2021 年，集体经济收入超
100 万元，人均收入达 2.6 万元。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 王
达志介绍， 民乐村瞄准产业振兴，接
下来将继续深入挖掘和放大自身的
—刘家寨周末的赶集延
产业优势——
续得很好， 就在集市经济上做文章，
将其做成品牌和特色，打通农民买卖
的渠道和平台；王家寨原有的茶叶种
植初具规模，就倾注更多精力去发展
农事体验和精品果蔬种植；彭家寨牛
肉产业很红火，就全力打造以特色餐
饮为主导产业、以绿色农业和乡村旅
游为辅助产业的“
1+2” 产业体系。
从民乐村加快推进乡村振兴的事
例中可以看到， 这里的致富产业红火
了， 村容寨貌美丽了， 发展思路转变
了，群众的生活翻开了全新的篇章。
“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 全力推进乡村振兴，打
造民宿、农家乐产业聚集区，挖掘农
村‘土专家’ 、‘田秀才’ 、致富能手
等乡土人才， 保护和传承彝族二胡、
苗族蜡染等非遗文化，像保护眼睛一
样保护红枫湖，推动环湖党建示范带
建设走深走实， 奋力谱写 ‘
民富、景
美、产业强’ 的生态红枫新篇章，让广
大农民过上更好的日子。 ” 红枫湖镇
党委副书记、镇长祁开鑫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许发顺 姚方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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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盒盒检测 合 格 的 药 品 陆
续下线，经过工作人员打包装箱
后，发往全国各地……厂区绿树
成荫、安静美丽，生产车间里却
一派火热生产场景，11 月 22 日，
记者在位于贵阳沙文科技园的
贵州汉方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汉方药业” ），看到了这样一
道别致的风景线。
近年来，汉方药业积极推进绿
色工厂体系建设，使绿色生产成为
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成 立 于 1996 年 的 汉 方 药
业， 是一家主营现代中成药研
发、生产、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
该公司探索建设大数据 + 智能
制造生产基地，引入多条全自动
化生产线， 并搭建起集智能生
产、设备自动控制、数据自动采
集分析等为一体的企业大数据
平台。
“大数据和智能制造技术的
运用，让以前很多依靠人工费时
费力完成的工序得到解放。 ” 汉
方药业创新中心项目部负责人
董秀说，新技术和设备不仅保证
了产品质量和药品的安全性、有
效性、均一性，也让某些原来需
要 20 到 30 个人的工序，只需十
几人就能完成，达到了提质增效
的目的。
据了解，药材从生产基地运
到工厂后，需要经历蒸煮、提取、
浓缩等过程，生产程序复杂。 在
制药过程中，蒸汽锅炉起着重要
作用， 它提供的蒸汽用于浓缩、
干燥以及器械设备的高温灭菌
消毒等环节。 虽然锅炉早就用上
了更清洁的天然气，但围绕如何
节约水气资源，汉方药业在绿色
生产的道路上不断探索。
“蒸汽锅炉使用过程中，会
有大量高温低压的蒸汽凝结水
产生，这部分冷凝水以往多是作
为废水排放。 ” 汉方药业工厂厂
长张寿学说，冷凝水实际温度都
在 80℃左右，直接排放白白浪费
了热量。 针对该“痛点” ，2016 年
开始，公司采用蒸汽冷凝水回收
利用系统，将排放的冷凝水重新

收集到锅炉使用。 实践证明，这
样不仅回收了热量，也节约了锅
炉的补给水量，每年还可节约四
分之一的用气量。
尝到了绿色生产的甜头，
2021 年， 汉方药业又紧盯 “锅
炉” ，引入便携式烟气检测仪，继
续推进节能降耗。“供能过程中，
由于多种原因，可能导致天然气
没有充分燃烧，以前我们只能通
过锅炉厂家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数据，才能知晓这个问题，后期
再调整就浪费了这个时间差。 ”
张寿学说， 有了烟气检测仪，工
作人员可随时对锅炉排气进行
检测，如果发现其中的含氧量超
标， 就立即采取相关措施调整，
让天然气燃烧更充分，发挥出最
大的能量。
“以前‘烧锅炉’ 是凭感觉
烧，现在是科学地烧。” 张寿学感
慨地说，按照公司每日平均用气
量 15000 立方米计算，有了烟气
检测仪， 每天能节约 2000 立方
米用气量，这个数据再乘以每年
几百天的工作量，省下的能耗费
用非常可观。
除了在节 能 降 耗 等 方 面 出
新招，对药渣的处理，也是汉方
药业绿色生产的重要一环。 药渣
在提纯后失去药效，既是未被充
分利用的资源，又可能是潜在的
环境污染源。 近年来，汉方药业
与贵州明威肥业有限公司等展
开合作，让每年平均产生的 3000
吨 药 渣 转 化 为 肥 料 ，“变 废 为
宝” 重新应用到田间地头。
正是在绿色生产的引领下，
汉方药业生产经营方面发展良
好，2021 年被工信部评为“国家
级 绿 色 工 厂 ” 。 “今 年 1 至 10
月， 我们共生产了 2400 多万盒
药品，比去年同期增加 500 万盒
左右； 实现产值 36236 万元，同
比增长 6.19%。 ” 张寿学说，下一
步， 公司将继续在节能降耗、提
质增效等方面下功夫，全力推进
绿色生产， 冲刺完成全年 3000
万盒药品的生产目标。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彭寻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