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之年，贵州省毕节市围绕“四个不摘”，为乡村振兴提供干部人才支持；围
绕“产业兴旺”，统筹推进产业发展；围绕“生态宜居”，建设美丽乡村。 在这片曾经是贵州贫困程度最深、贫困人口最多的土地

上，人才队伍不断加强，产业基础不断夯实，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正逐步实现乡村美起来，群众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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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美民富产业强

贵州毕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开新局

精兵强将下基层

“听说我们村来了新的驻村
干部，是个年轻小伙子！ ”茶余饭
后，七星关区海子街镇二道河村
村民谈论着。 多年来的驻村帮
扶，让村民们把驻村干部当亲人
一样。

村民口中的“小伙子”，是在
2021 年驻村干部轮换中，贵州省
机场集团派驻七星关区二道河
村的第一书记涂琦。 到村工作三
个月，涂琦把整个二道河村走了
个遍。 面对新环境、新起点和新
搭档，他满怀热情和斗志。

同样是选派驻村干部，毕节
高新区（金海湖新区）园区企业
服务中心驻小坝镇公鸡山村第
一书记李华，在今年轮换中主动
向组织申请接续奋战。“乡村振
兴的大幕已开启，我有驻村帮扶
经验， 对村情寨情掌握比较清
楚， 想继续为乡村振兴出一点
力。 ”李华的请愿情真意切。

能否扎实推进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关键看有没有好队伍。 2021
年 3 月以来，毕节市认真按照中
组部、省委组织部关于在乡村振
兴中持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
工作队的要求， 坚持选优配强、
近帮远扶相结合，扎实推进乡村
振兴驻村帮扶工作，为基层党组
织夯实了干部人才基础。

“在今年新一轮驻村干部选
派中， 全市共组建了 2273 个乡
村振兴驻村工作队，选派乡村振
兴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
6819 名。 ”毕节市委组织部综合

科科长谢玉岗说，选派的干部要
求政治素质好、 工作作风实、综
合能力强，都是精兵强将。

到村工作后，广大驻村第一
书记和工作队员一方面要做好
脱贫人口常态化监测，重点监测
收入水平变化和“两不愁三保
障”巩固情况，对低保对象、脱贫
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民政
兜底人员、因病因灾因故困难户
等重点人群全面排查走访，做到
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

另一方面，要帮助所在村找
准产业发展路子，推进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和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发展，健全完善农户利益联结机
制； 围绕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推
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往村覆盖、
往户延伸。

此外， 毕节市还大力实施
“人才强市引才计划”，选派 2735
名农技人员和 357 名科技特派
员， 深入基层开展农技服务，创
建示范点 478 个，服务农业企业
572 家、 农民专业合作社 3095
家、家庭农场 522 个、养殖大户
1261 个。

产业振兴百姓富

“利用闲暇时间剥皂角精到
加工厂换钱，日常的生活开销就
有了着落。 ”在织金县猫场镇黔
织明光皂角米加工基地，新寨村
村民陈霞说。

近年来，毕节市织金县依托
良好的土壤和气候资源，在辖区
内 30 多个乡镇因地制宜发展皂
角树种植、 皂角米加工等产业，
并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户”的

发展方式持续带动当地群众就
业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目前，织
金县共种植皂角 52.07 万亩，建
设示范基地 32 个， 其中规模在
5000 亩以上 5 个。

作为劳动密集型的皂角产
业，有吸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
就业的优势。 皂角米加工过程有
一道工序需要用到大量劳动
力———剥籽，这项手工活成为群
众实现家门口就业的重要途径。
群众串门剥、带娃娃剥、吃喜酒
也剥，放假回来的学生利用假期
剥，实现妇女在家门口“剥着籽、
看着娃、挣着钱、养着家”的美好
愿望。 每年全县皂角米加工企业
付出人工费 6000 万元左右，带
动全县 6120 户 2.5 万余名群众
增收。

在织金县双堰街道花红社
区毛栗坡，一座座生机盎然的茶
山映入眼帘。 这是贵州乌蒙利民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发展的 5000

余亩白茶基地。
每到春茶采摘季节，毛栗坡

上站满了采摘茶叶的群众，他们
靠采摘茶叶增加收入。“在春茶
采摘的时候，公司每天至少需要
800 人以上， 每天采摘的春茶都
经过深加工包装，空运到江浙一
带进行售卖，每年发放春茶采摘
工人的工钱大概在 200 万元左
右。 ”贵州乌蒙利民有限公司董
事长蔡靖介绍道。

威宁县曾是深度贫困县，人
多地少、生态脆弱。 在精准扶贫
战略实施中， 威宁发挥日照强、
温差大、坡地多的优势，大力发
展苹果产业，全县苹果种植面积
常年稳定在 50 万亩以上， 带动
10 多万农户增收。

威宁县雪山镇谢家社区种
植大户谢飞算起了今年的丰收
账：“我种了 50 亩苹果， 今年苹
果品质好， 一斤多重的单果很
多，纯收入有 10 多万元。 ”

“十三五”期间，毕节大力发
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持续
调整优化农业产业布局，调减低
效籽粒玉米种植，实施“一县一
特”“一乡一业”“一村一品”战
略，大力发展蔬菜、茶叶、食用
菌、中药材、经果林等 12 大特色
优势产业。 如今，毕节农业的绿
色化、特色化、高效化、现代化效
应逐步显现，产业发展能力和质
量得到提高，正为毕节乡村振兴
持续增添动力。

美丽乡村绘新卷

随着水、电、路、通信、住房
等基础设施的改善和产业的蓬
勃发展，毕节的许多乡村正变得
越来越美。 金海湖新区梨树镇上
小河村就是许多游客眼中的美
丽乡村，这里青砖黛瓦、粉墙画
壁、田间小道、河畔小屋似一幅
水墨画缓缓展开，让这个小村庄
看上去靓丽别致。

过去上小河村交通不便，产
业不兴，是贫困村。 近些年，上小
河村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逐
年改善，村里依托森林覆盖率超
过 70%的优势，大力发展精品水
果产业，种下杨梅、蜂糖李等果
树近 500 亩，同时，改善村民居
住环境，将美景转化为“钱景”，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让越来越
多的村民吃上了“旅游饭”。

看到越来越多的游客来村
里采摘游玩，村民武秋霞拿出积
蓄在自家房子开起了“田园农
庄”农家乐，集 KTV、民宿、农家
餐馆、烧烤等于一体，每到周末
都有游客前来光顾。“我们村风
景优美，游客来了都不想走。 ”武
秋霞笑着说。

近年来， 在美丽乡村建设
中，毕节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加快农村户用卫生厕所建
设改造，2021 年计划实现农村户
用卫生厕所普及率 78%。 深入推
进村庄清洁和绿化行动，开展美
丽宜居乡村和美丽庭院示范创
建活动， 改善村庄公共环境，持
续推进乡村绿化美化，推动村容
村貌整体提升。

此外， 毕节还因地制宜将
275 个乡（镇、街道）划分为引领
示范乡镇 66 个， 重点推进乡镇
158 个， 夯实基础乡镇 51 个，并
规划建设省级特色田园乡村·乡
村振兴集成示范试点村 6 个，市
级试点村 30 个。

黔西市新仁乡化屋村，是省
级特色田园乡村·乡村振兴集成
示范试点，风景美、人气旺、产业
兴。 从昔日的藏在深山人不知，
到今朝的美丽乡村旅游村，化屋
脱胎换骨。 与化屋村隔着一座大
山的丘林村，在乡村振兴中积极
发展红色乡村旅游。 地处乌江上
游鸭池河畔的丘林村， 气候宜
人、风景优美，依托红色文化底
蕴深厚， 启动沿河一带民居改
造、高档民宿打造和林下发展金
丝皇菊等项目，一批红色景点正
在紧锣密鼓地筹建。

黔西北大地上，一座座村庄
的蝶变凝聚了毕节因地制宜，牢
牢守住绿水青山和民族传统文
化，高质量推动乡村振兴的决心
和信心。 （据新华网）织金县双堰街道花红社区毛栗坡白茶基地

黔西市新仁乡化屋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