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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大方县把稳市场主体、稳

经济增长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构建强企

培育体系、援企服务体系、助企纾困体

系、安企保障体系，助推民营经济高质

量发展。目前，全县民营企业 7995 户，

其中规模以上民营企业 23户，占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的 74.19%，一季度民营经济

产值 32.99亿元。

构建强企培育体系，制定
发展路径

集群化发展。制定 《大方县产业大

招商行动方案》，完善“招商地图”，突

出“引上游、接下游、抓龙头、带配

套”，推动企业从“单一项目、单一企

业”向“构建完整产业链、促进产业集

聚发展”转变，解决“两头”在外企业

的发展难题。如，围绕推动富筑电器发

展，引优配强上下游发热管、玻璃面

板、五金、包装等配套企业 5 家，打造

全产业链闭环发展。

绿色化发展。构建绿色化协同发展

新路径，引导企业循环式生产、产业循

环式组合，提高资源产出率和再生资源

回收利用率。立足煤电传统支柱产业，

利用大方电厂粉煤灰、炉渣及煤矸石等

大宗固废物发展新型建材。目前，建成

年产 60 万立方米装配式建筑 ALC 板材

生产基地。同时，充分发挥“中国天麻

之乡”品牌优势，将天麻全产业链、安

格斯牛养殖及后端粮食仓储物流，联合

打造生态循环产业，谋划大方“中国天

麻之乡”农牧业绿色生态发展 EOD 试

点项目。

科技化发展。注重科技支撑，提升

市场竞争力，聚焦经济开发区主阵地，

深入开展校企市、产学研合作，推动更

多企业拥有专有技术和专利。以同威生

物、九龙天麻等公司为载体，积极争取

并获批天麻药食同源试点，通过与院

校、科研院所合作，建立仿野生天麻种

植科研基地，开展育种、种植、产品开

发等研究，推动天麻胶囊、天麻酒保健

食品生产。目前，大方经开区成功申报

为贵州省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构建援企服务体系，畅通
沟通渠道

干部入企沟通。制定 《大方县领导

干部包保服务重点企业工作方案》，明

确县级领导每月深入联系的企业开展走

访帮扶服务、现场办公 1 次以上。完善

网格化服务体系，由乡镇、县直单位主

要负责人任网格长，“一对一”定期主

动上门开展服务，及时为企业协调解决

诉求。今年以来，共走访企业 3754 家，

收集企业合理诉求 44个。

商会联企沟通。建立县级领导联系

服务商会组织制度，完善工商联会员与

县直部门直联机制，实行工商联会员兼

任工商联副主席轮值工作，建立“连心

桥”，主动靠前听取企业反映的实际问

题。目前，工商联 （商会） 会员轮值 7
次。该县工商联连续三次被表彰为年度

全国“五好”县级工商联。

以商招商沟通。结合天河经验创新

服务机制，通过天河驻大方工作队，推

出“东西部协作投资项目服务礼包”，

优选本地企业作为“服务员”，免费为

来大方投资企业提供工商登记、法律咨

询、仓储服务等，让投资方在寻求服务

支持过程中实现“零成本”。本地企业

在服务中拓展潜在客户，建立长期商务

合作关系。目前，广东能源、越秀农牧

等 7 家落户大方的企业已获“服务礼

包”支持，澳门客商通过“服务礼包”

远程注册落户大方。

构建助企纾困体系，推动
政策落地

金融贷款支助。推动银行金融机构

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推广“一次授

信、随借随还”信贷模式。鼓励银行业

金融机构按照小微企业发展阶段、经营

周期、资金需求特点创设期限灵活、本

金偿还方式多样的贷款产品。与全县六

家金融机构签订为民营企业融资服务协

议，开展组团式贷款服务。常态化召开

银企座谈会、联谊会、金融风险防范培

训，全力推进银企合作，截至目前，驻

方银行为该县民营企业授信贷款 3亿元。

退税减税扶助。实施退税减税组合

拳，释放助企纾困政策红利，对全县企

业进行摸排调查，分别确定可享受退免

减缓政策的企业数量，规模大小，计算

出准确的退税金额，同步加大宣传，推

动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精准落实。今年

以来，小规模纳税人享受增值税减免

5800 万元，大方惠田置业公司等 4 家企

业享受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

调解纠纷帮助。组建由该县司法

局、法院、公安局等部门成立的工商联

（商会） 人民调解委员会，遵循“行内

人管行内事，商人纠纷商会解”原则，

积极吸纳企业家、商协会法律顾问、工

会代表等担任调解员，及时受理并开展

调解工作，致力将涉企纠纷化解在诉前

阶段。目前，共调解纠纷 260 余起。并

由县检察院联合工商联，健全企业合规

第三方监督评估体系，促进企业守法合

规经营。

构建安企保障体系，强化
监督落实

专班监督。成立服务民营经济高质

量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由县委、县政府

主要领导牵头抓。同步建立“县委常委

直接跟踪+督促部门督查落实”机制，

成立优化营商环境专班，整合督查部门

力量，对服务企业服务项目和优化营商

环境实行月调度、季通报。

社会监督。创新聘请政协委员、人

大代表、律师、新闻记者作为义务监督

员，明确义务监督员职能职责，充分利

用贴近企业的优势，掌握真实信息，倾

听真实声音，建言献策，强化营商环境

的监督工作，促进全县营商环境不断优

化提升。目前，已聘任 8 名义务监督员

参与营商环境日常监督工作。

热线监督。设立营商环境投诉热

线，畅通企业投诉渠道，建立企业诉求

台账，按照“行业分类，属地管理”原

则，将合理诉求反馈到相关部门逐项化

解。适时组织实地回访热线，反馈问题

办理实效，同步组织受访企业参与全国

工商联“万家民企评营商环境”问卷调

查，不断提升企业满意度。目前，实地

回访热线投诉办理 300 余户次，组织

“万家民企评营商环境”问卷调查 200余

户次。

大方县

构建“四体系”助推民营经济发展
□ 喻常进 邓 嚷

本报讯（范俊岑 报道）“发展香葱种植以来，我们

就在基地务工，现在收入比以前高，一天有 100 多元的

工资。”夏日炎炎，在七星关区层台镇向阳村香葱种植基

地，农户陈会邦正忙着栽种葱苗，其他农户也在浇水、

打理葱苗，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近年来，向阳村因地制宜，围绕农业特色产业，发

展香葱种植业，带动农户增收。2019 年以来，该基地采

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的运营模式，共发展了 500 亩

香葱种植。公司负责投入资金、设备、技术和销售，该

村合作社负责土地流转和组织群众务工。“为让百姓获得

更多利益，今年 4月，我们向公司返租 200多亩土地，由

公司提供技术和销售，我们进行管理和维护。”向阳村党

支部书记何雄说，农户到基地务工，不仅工资在原来的

基础上有所增加，还能入股合作社，年底参与分红。

香葱产业的发展，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增收，

因此村民积极性高涨，共有 123 户 621 人参与入股，基地

每天吸纳 20 多人务工，“因为我们村交通方便，土壤肥

沃，水源充足，非常适合种植香葱，再加上种植香葱属

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种植周期短，一年可以种植好几

季，能带动百姓持续增收。”何雄说。

产业做得好，销得出去才是关键。“我们只管种下

去，公司与农商联动和盛丰公司达成了销售合作协议，

所以销路是不愁的，百姓有保障。”何雄看着这片“生态

绿”描绘出的群众幸福生活，脸上乐开了花。

下一步，向阳村将认真谋划全村产业发展，以香葱

种植为着力点，不断扩大种植面积，在拓宽农户增收渠

道上下功夫，带动更多百姓增收。

本报讯（李光明 报道） 时下，黔

西市洪水镇源水村的非洲黑皮李成熟上

市，果农忙着采摘李子供应市场。

2016年，该村村民马华祥调整种植

结构，引种非洲黑皮李，2018年开始挂

果，今年已进入盛产期。

时下，马华祥家的李子渐渐成熟，

果肉细腻厚实，味道香甜可口，深受顾

客青睐。果园里，前来采摘李子的游客

络绎不绝。游客在采摘、品尝李子的同

时，还可以欣赏当地夏日优美的田园风

光。

黔西市洪水镇

源水河畔李子红

群众采摘李子群众采摘李子

夏日，黔西市重新镇桥

边 社 区 ， 蓝 天 、 白 云 、 村

庄、山林相互映衬，一幅美

丽 的 夏 日 乡 村 画 卷 徐 徐 展

开。

近年来，重新镇深入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发展理念，以“党建+N”模

式，加快美丽乡村建设，通

过统筹推进规范农村建房、

村容村貌治理、生态环境保

护、特色产业发展等，绘制

出一幅美丽乡村新画卷。

（张书志 摄）

黔西

夏日乡村
风光美

七星关区层台镇

不负夏日好时光
香葱基地种植忙

本报讯 （杨 飞 报道） 近年来，

织金县委组织部积极整合“新时代学习

大讲堂”“党课开讲啦”等各类培训资

源，聚焦重点人群、行业领域和重点内

容，强化对各工作领域党员干部的教育

培训力度，全面助力乡村振兴。

建机制强队伍，不断配强队伍，强

化组织保障。除党校专职师资外，该县

积极邀请党政领导干部、先进模范人

物、优秀基层党组织书记、专家学者成

为党课讲师队伍的一员，充实师资队伍

力量。目前，全县建立师资队伍库 1
个，有专职教师 19 人，兼职教师 60
人。同时，将党员教育培训经费纳入每

年财政预算，将县管党费重点用于党员

教育，积极整合资金项目，统筹推进新

党校阵地建设。

明主题多方式，营造浓厚氛围。该

县丰富教育方式，充分利用理论学习中

心组学习、部务会、每周干部职工集中

学习、主题党日、“三会一课”等方式

开展集中学习，发放学习资料引导干部

自学。此外，该县积极发动领导干部进

乡镇、驻村干部进村组，向党员群众、

农户宣讲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等，宣

讲覆盖 33 个乡 （镇、街道） 584 村 （社

区） 群众，推动党的理论深入人心。

重培训提素质，扩大覆盖面。今年

以来，该县组织全县副县级以上领导干

部参加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等

专题研讨班，共培训干部 54 人。组织

全县干部参加贵州省党员干部网络学院

学习，培训干部 740 人。该县通过举办

专题培训班提升干部能力，今年已举办

全县新时代乡村振兴干部专题培训班、

织金县新时代基层干部主题培训行动计

划暨到村任职选调生能力提升专题培训

班等，共覆盖党员干部 5000余人。该县

根据 10 个领域党建工作性质，8 类党员

群体培训情况、培训需求针对性开设培

训班。今年，共开展各领域党组织书记

和党务干部培训班 3 期、全县新党员和

青年党员培训班2期、乡村振兴培训班1
期、发展对象培训班1期。

织金县

抓实思想教育培训 赋能乡村振兴

本报讯 （杨 英 陈一仆

郭 喜 报道） 近日，走进纳

雍 县 玉 龙 坝 镇 果 几 盖 田 坝

270 余栋大棚内，一株株圣

女 果 苗 郁 郁 葱 葱 ， 长 势 喜

人，黄色的小花格外醒目。

村民穿梭于大棚间，忙着除

草、拴绳、打芽，一分钟也

不停歇，为圣女果丰收打下

基础。

去年年初，玉龙坝镇盘

活大棚资源，引进贵州南翔

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利用果

几盖社区的 270 余栋大棚发

展特色农作物种植，为乡村

振兴注入新活力。

圣女果种植是该公司主打

产业，自从公司落户果几盖

后，用工优先考虑当地群众。

发展之初，当地群众陈智

秀就来到基地务工，能在家门

口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她很

满意。“我们在这里做工，一

小时 10块钱，每天做 10个小

时，每个月可以拿2000多元工

资，还是可以的。”陈智秀说。

圣女果种植是劳动力密

集型产业，从育苗、移栽、

田间管护，到采摘，用工量

都非常大。圣女果产业的发

展，为当地群众家门口就业

增收创造了条件。

“仅管护期间，圣女果

每天用工量都在 20 人以上，

一直持续到 10 月份。”该公

司负责人梁德华说。

本报讯 （王 群 报道）

近段时间，在赫章县兴发乡

营 盘 村 的 莲 花 白 种 植 基 地

里 ， 村 民 背 着 竹 篓 、 提 着

框正忙着采收莲花白。

近年来，营盘村着力调

整农业产业结构，助力群众

增收，莲花白种植就是其中

一项产业。该村以“致富带

头 人 + 农 户 ” 模 式 开 展 种

植，以直补到户、带动就业

等形式助农增收。

“今年我们共流转了 110
余亩土地，涉及农户 40 余

户，带动就业 50 余人。现在

正值丰收季节，务工人员每

天 8 点开始劳作，一天需要

20 多人采收，群众能在家门

口就业，都比较积极。”种

植户李俊松说。

营盘村党支部副书记刘

明溢说：“人才振兴产业才能

振兴，营盘村因地制宜，以

致 富 能 手 带 动 群 众 种 植 蔬

菜，既兼顾了产业发展，又

激发了发展的内生动力。”

本报讯 （周训贵 王 倩 周高定

报道） 7 月 6 日，笔者走进大方县大山

乡松鹤村的三文鱼养殖基地，看到基地

被群山环绕，绿树成荫，气候宜人，工

人正在捕捞三文鱼。

“这里山清水秀，水质好，为养殖

三文鱼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该基地

管理人员郭振江说。

近年来，松鹤村因地制宜发展了三

文鱼养殖，让村民端上“绿饭碗”，走

上了致富路。

大山里养出三文鱼，从一个石漠化

严重的穷山沟变成如今的“聚宝盆”，

成了附近村民就近务工的重要渠道。对

于当地村民罗才伦来说，他成了基地的

一名固定工人，每个月有了一笔稳定的

收入。

“发展养鱼以来，我就在这里打工

了，已经有八九年了，每个月有两千多

元的收入。”罗才伦说。

据了解，从 2013 年以来，该基地

先后投资 2000 多万元建成了三文鱼标

准化种苗孵化、养殖示范基地，可年产

三倍体种苗 150 万尾、三文鱼 240 吨，

产值 700 余万元，产品销往云南、湖

南、广西等地。

大方县大山乡

生态赋能三文鱼养殖

纳雍县玉龙坝镇

圣女果长势旺 田间管护助增收

赫章县兴发乡

莲花白采收忙

本报讯 （高 宇 报道） 时下，织

金县白泥镇烤烟已进入收烤期，烟地

里，翠绿的烟叶迎风摇曳，荡漾出层层

绿浪。烟棚内，工人编烟上竿、开炉烘

烤，一派繁忙景象。

“今年烤烟质量比较好，产量也有

所提高，现在烤烟陆续进入成熟期，7
月以来，我们每天及时打顶抹芽、采

收、烘烤。”先锋村烟农李勇说。

据了解，今年以来，为抓好烤烟生

产，白泥镇紧盯烤烟基地建设，立足实

际、签订烟叶订单合同，通过抓组织领

导、强基础设施、抓技术指导等措施，

加强白泥镇大坝、银碧、三合、先锋四

大烤烟种植基地建设，确保让烤烟这片

“金叶子”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助推

器”，切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

“为保证烟叶质量，提升市场竞争

力，今年年初，我们对烤烟种植进行了

提前研判，以提升产量和品质为出发

点，在种植、管理、采摘各个环节，联

合烟草站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烟地，

开展面对面技术指导。比如，在汛期阶

段，技术人员每天都在烟地里，为烟农

提供防汛、病虫害防治等服务，以精心

管护换取烟农最大的收益。如今，全镇

烤烟已进入收烤期，预计十月初，全镇

烤烟将采收结束。”白泥镇分管农业负

责人杨跃华说。

据悉，今年白泥镇按照“订单式”

生产模式种植烤烟 5000 亩，预计收购

烟叶 87 万公斤以上，总产值可达 2000
万元，小小“金叶子”将有效助推当地

群众增收致富。

织金县白泥镇

5000亩“金叶子”助力群众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