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织金县熊家场镇，是一个深锁于大山深处的乡镇。仲春时节，漫步在熊
家场镇各个村（社区）干净整洁的乡间小道上，目之所及皆是盎然的春意和
繁忙的耕作景象。

熊家场镇虽然地处偏远，但在各级干部群众的共同奋斗下，2020年11
月与全市一起脱贫，2021年7月荣获“国家卫生镇”荣誉称号，该镇白马村
先后获得“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荣誉称号。这些成绩的背
后，离不开贵州省总工会的关心支持及其帮扶干部的努力。

2016年以来，贵州省总工会先后派出两批驻村帮扶工作队深入熊家场镇
白马、宝山、群潮、化作等地开展驻村帮扶。期间，省总工会领导班子成员
多次率队到熊家场镇开展调研指导、挂牌督战，带领驻村工作队对脱贫攻坚
“把脉问诊、对症下药”，想方设法齐攻坚、真帮实扶促脱贫。

2021年4月，省总工会再次派出第三批乡村振兴工作队到熊家场镇开展
驻村工作。自开展驻村工作以来，工作队紧紧围绕派驻联系的白马村、群潮
社区、宝山村、化作村实际情况，重点以“党建引领、产业发展、为民办
事”为抓手，不断深化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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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尚显江 报 道） 今年以来，毕节

市乡村振兴局紧紧围绕建设“一区三高地、五

个新毕节”的战略定位和建设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样板区“毕节核心区”要求，以高质量

发展统揽全局，按照“12345”的工作思路，制

定了 1 个工作要点、6 个专项行动方案、1 个过

程评估方案、1 个责任清单，狠抓巩固拓展脱

贫成果，助推乡村振兴开新局，实现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开门稳”

“开门红”。

抓防贫监测，促消除风险。聚焦脱贫不稳

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等重点

人群，紧盯饮水安全、医疗保障、易地扶贫搬

迁等问题，强化防贫监测和帮扶，落实早发

现、早干预、早帮扶。全市累计消除返贫致贫

风险 9 万余人，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

底线。

抓产业就业，促稳定增收。紧盯产业就

业，一季度投入产业帮扶资金 11 亿元，实施产

业项目 1010 个。截至 3 月初，实现稳岗就业

84.89 万人，就业率 95.9%，实现有劳动力家庭

“一户一人”以上稳定就业。2022 年度脱贫劳

动力、边缘易致贫劳动力、突发严重困难劳动

力“三类劳动力”培训和乡村振兴致富带头人

培训工作有序推进。

抓资金项目，促内生动力。今年，中央提

前下达财政衔接资金 19.38亿元，安排项目 1859
个，开工率 100%。累计摸排 2013年以来扶贫项

目资产项目 95158 个，形成资产原值 757 亿元，

已开展确权资产 695亿元，确权进度 91.8%。

抓帮扶协作，促共同发展。制定了 《广州

市对口帮扶毕节市东西部协作资金项目初步分

配方案》《毕节市东西部协作项目库建设方

案》，争取东西部协作帮扶资金 4.1 亿元，积极

谋划项目 87 个。劳务协作、人才交流、消费协

作等工作有序推进。6 个中央定点帮扶单位选

派 11 名挂职干部，其中 7 人为第一书记。举办

培训班 2 期，培训党政干部 40 人次。实现社会

捐赠 830万元，帮助销售农特产品 528万元。

抓问题整改，促巩固提升。认真落实“四

个不摘”要求，常态化开展巩固脱贫成果情况

“回头看”大排查，用好“双责任”“双台账”

“双销号”“双问责”工作机制，以高质量整改

推动高质量巩固成果。

抓示范试点，促乡村振兴。36 个省市级特

色田园乡村·乡村振兴集成示范试点已完成村

庄规划和“一图一表”编制。一季度 6 个省级

试点村投入资金 600 万元，实施项目 12 个。30
个市级试点村整合投入资金 3900 万元，启动实

施项目 47 个。正在制定完善毕节市特色田园乡

村·乡村振兴集成示范试点工作方案和财政资

金投入乡村振兴示范试点建设管理规定，防止

使用财政资金“垒典型”“造盆景”。

毕节市乡村振兴局

“六抓六促”实现“开门红”

工作队以拓展延伸帮扶效果为己任，全

心全意为群众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倾情

倾力为群众谋福祉。

接续做好帮扶项目运行的同时，启动群

潮社区广场污水管网改造、群潮广场配套设

施建设等项目。完成群潮社区“工会巷”路

面硬化工程；为白马村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

购置皮卡车 1 辆，解决蚕桑运送难题，并帮

助该合作社拓宽项目融资渠道，推动白马种

桑养蚕项目可持续发展；通过努力争取，宝

山村获得世界银行贷款资金 432 万元，解决

了种桑养蚕及深加工项目融资难题；完成宝

山村高石坎组通村道路挡墙加固修缮；积极

协调、主动对接市、县乡村振兴局，成功落

实 175 万元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为化作

村二上、二下、小坝组修筑水泥硬化机耕道

4 公里，为下一步发展种桑养蚕产业提供交

通保障；完成化作村通村主干道路面硬化及

配套工程，为化作小学学生及周边村民出行

提供便利。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省总工会累计为

熊家场镇争取帮扶资金 1.6 亿余元，先后帮

助熊家场镇改造校园校舍 10 余处，修建中

型水库 1 座，为白马村蚕桑产业园、群潮社

区油辣椒产业园和宝山村、化作村种桑养蚕

项目提供大力支持。自乡村振兴工作队驻村

以来，已争取各类项目和帮扶资金支持累计

达 1000余万元。

下一步，工作队将紧紧围绕“一宣六

帮”职能职责，重点紧盯党建引领、项目

建设、产业发展和为民服务等工作内容，

加强调查研究，针对薄弱环节提出解决措

施，推动乡村振兴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取

得实效。

■ ■初心不改为乡村振兴注动力 》》》

宝山村在建中的蚕房宝山村在建中的蚕房

白马村群众正在采桑叶白马村群众正在采桑叶

白马村蚕房里的蚕正在结茧白马村蚕房里的蚕正在结茧

驻村帮扶不断档 乡村振兴有活力
—— 贵州省总工会助推织金县熊家场镇乡村振兴开新局

□ 本报记者 杨 贵 刘 燎 李 玲

乡村要发展，环境是底色。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是群众的深切期盼，也是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重点任务。

如今的熊家场镇，星罗棋布的特色村

庄、整洁清新的村容村貌，为“乡村必将成

为人们实现田园生活梦想的地方”增添了信

服力。

为了助推熊家场镇人居环境治理，驻村

工作队按照农村“五美”要求，在白马村、

群潮社区、化作村、宝山村先后召开群众

会、院坝会，宣传环境卫生工作，与村“两

委”共同研究，明确保洁员和护路员职责和

工作区，签订有关责任协议，制定考核措

施，组织村“两委”及民生监督员对清理的

各路段进行督查，确保各村环境干净整洁。

工作队还依托宝山村原有环境治理基础，开

展了环境卫生评比活动，通过初步推荐、实

地评分等方式，推选出宝山村 2021 年“五

星卫生清洁户”“四星卫生清洁户”“三星卫

生清洁户”共 21 户并给予奖励，激发了农

户积极参与环境整治的热情，提高了村民的

卫生意识，为进一步美化环境与提升改善村

容村貌打下坚实基础。

此外，工作队协调投入资金实施白马村

“四在农家·美丽乡村”示范村创建一期工

程，实施完成化作村先锋组通组路硬化、群

潮社区月亮洞桥和便民健身步道等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

■ ■整治环境为乡村振兴添色彩 》》》

产业兴则百业兴，发展产业是乡村振兴

的第一要务。采取有效措施发展产业，以产

业巩固拓展脱贫成果，是摆在工作队面前的

首要问题。

为选准产业助农增收，工作队用了 1 个

月的时间走访调研各村产业发展情况，通过

拉家常、座谈会等方式倾听群众对发展产业

的建议和意见，基本掌握了各村的村情、产

业结构、发展基础等情况。

“种桑养蚕在熊家场镇已有一定基础，

扩大桑树种植规模，推进桑蚕产业链建设，

带动更多群众发展种桑养蚕大有可为。”通

过走访调研，这个想法成为工作队队员的共

识。

心里有了底，工作就有了方向。工作队

先后带领白马村、宝山村、化作村干部群众

外出对桑树种植、养蚕模式、蚕种孵化、蚕

茧抽丝以及桑树循环利用等情况进行考察学

习。在工作队的指导和帮助下，宝山村合作

社蚕房建设项目现已基本建设完工，预计今

年 5 月投入使用；化作村合作社养蚕大棚已

建成投入使用，预计今年 4 月底开展养蚕工

作。

“化作村养蚕大棚投入使用后，吸纳群

众务工的同时，还能帮助大家提升种养技

术。”省总工会驻织金县乡村振兴工作队副

队长，织金县委常委、副县长，白马村第一

书记何维介绍，基地由工作队先后投资 95
万余元援建而成，总占地面积 5000 平方

米，建有标准化养蚕棚 1700 平方米。目

前，该村已累计种植桑树 1200 余亩，预计

今年将带动 20 余户脱贫户参与务工或养蚕

实现增收。

据介绍，养蚕大棚还是一个产业“孵化

器”，在促进群众就业增收的同时，还将教

会大家掌握种桑养蚕技术，以便于群众自行

发展养蚕产业。

60岁的车爱兴是一名老党员，刚刚卸任

村委会副主任。在他看来，养蚕是一个好产

业，村民应该抓住这个发展机会，走上增收

致富的道路。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种了几十年

庄稼的车爱兴将自家的 20 亩地种上了桑

树，开始学习养蚕，用实际行动做给村民

看、带着群众赚。

由于勤奋好学，车爱兴很快掌握了技术

要领，加之有工作队的指导，他很快就尝到

了甜头。“每年有 5 个月可以养蚕，每个月

可以养 8 张蚕，算下来月收入就能突破万

元，而且劳动强度低，是一个很不错的

产于。”车爱兴说，看到自己种桑养蚕收益

好，村民们纷纷开始效仿。

工作队还邀请贵州省农科院蚕业研究所

专家到宝山村把脉产业发展，对桑树种植、

蚕棚建设、蚕种选优等技术要领进行细致指

导，并就下一步技术支持达成初步意向；邀

请 3 名省级蚕桑种养殖专家到宝山村就桑树

种植管理、小蚕共育、大蚕饲养、蚕病识别

与防治等开展培训，培训群众 100 余人，为

该镇蚕桑产业振兴提供技术支撑。

为了拓宽产品销售渠道，工作队积极联

系贵州现代物流产业 （集团） 有限责任公

司、工会云普惠商城、省职工之家等单位，

为群潮社区油辣椒、宝山村香菇、化作村猕

猴桃、白马村蚕丝被等产品销售牵线搭桥，

不断拓宽产品销售渠道，为老百姓解决销售

难题。

■ ■发展产业为乡村振兴赋活力 》》》

化作村的养蚕大棚化作村的养蚕大棚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