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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大进在全市安全生产暨防灾减灾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维护良好发展环境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本报讯（记者 单 虹）9月 23日，

全国、全省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结
束后，市委、市政府紧接着召开全市
安全生产暨防灾减灾工作电视电话
会议，迅速贯彻落实全国、全省会议
精神，对全市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
作进行部署，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市委书记郭大进在市级主会场
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按照党
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部署
要求，认真落实好党中央关于“疫情
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

要求，强化隐患排查，牢牢守住底线，
全力维护良好的发展环境，以实际行
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郭大进传达了省委书记王宁的
批示精神，肯定了全市安全生产工
作 取 得 的 成 绩 ，分 析 了 存 在 的 问
题，强调指出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
极端重要性。他指出，从客观方面
来看，我市安全基础薄弱、风险隐
患高，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清醒地认
识到存在的问题、短板，时刻绷紧
安全生产这根弦。

郭大进要求，要突出抓好矿山、

道路交通、工程建设、城镇燃气、消
防、危化品等重点行业领域的安全生
产工作，对自建房、工贸、水利、水电、
旅游、校园安全等重点领域的苗头
性、倾向性、反复性隐患问题要开展
拉网式排查整治，确保安全稳定；要
扎实抓好防灾减灾工作，加强地质
灾害防治和防汛工作，做好地震灾
害的防范应对工作，落实好紧急转
移安置避险机制，提升应急救援综
合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
的生命财产安全。

郭大进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

安全是第一责任。要坚持“一把手”
亲自抓、负总责，进一步落实各方责
任，严格落实地方党政同责的要求和
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进一
步排查整治问题隐患，强化监管执
法，进一步做好值班值守，推动安全
生产和防灾减灾责任的落实。

王斌、申琼、马忠华、胡江辉、戈
昌武、郭盛、王东锋、杨建军、刘和开、
陆学美、毛玖明、胡智雄等在市级主
会场出席会议。

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
区）设分会场。

◆实习记者 孔 竣

金秋九月，处处散发着丰收的
气息。记者走进位于巧家县马树镇
的巧家县草莓科技示范园看到，一
排排草莓大棚整齐排列，棚内一颗
颗果实饱满、鲜红欲滴的草莓散发
着诱人的馨香，工人正忙着采收这
些“致富果”。

巧家县巧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王琪告诉记者，巧家县
草莓科技示范园占地 500 亩，包括
高标准示范种植园、智能化育苗园、
H 架生态绿色观光采摘园、智慧农
业空中草莓采摘园、科普知识教育
园及分拣速冻冷藏库等，集标准化
种植示范、观光采摘、工厂化育苗、
技术培训、科普教育等为一体，年产
值 500万元。

马树镇种植草莓的历史经历了
不断尝试和突破，迎来了如今的阔步

前行。2017年，马树镇试种165亩草
莓成功，2018 年便迅速扩大种植规
模，达1700余亩，形成了初具规模的
草莓种植基地，实现了年产量 3400
吨，年产值 4420 万元。2019 年，县
委、县政府为使巧家草莓产业标准
化、规模化发展，投资 999.72万元由
马树镇政府作为实施主体集中连片
打造草莓核心示范区 1000 亩，带动
周边群众和企业发展 3400 余亩。
2020年，县委、县政府为推动巧家草
莓产业快速可持续发展，投资 6949
万元启动建设云南巧家夏季草莓产
业项目，建设 500 亩夏季草莓示范
基地，作为巧家现代农业的示范标
杆；2021年，马树镇积极争取沪滇协
作资金，投资 596 万元新建了草莓
交易中心。今年，巧家县采用以奖
代补的方式对核心区新建草莓大棚
进行补贴，提高群众的种植积极
性。同时，建立健全草莓农残检测

体系，提高草莓产业科技化程度。
刚开始，有的群众想种草莓，却

因为没有资金。为此，巧家县多方统
筹资金，通过流转土地，集中规模化
种植夏季草莓、冬季草莓约1.8万亩，
通过“党支部+合作社+公司+农户”
的生产模式，大力吸纳农户进入合作
社参与生产经营。

草莓产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1.8万亩的规模种植为当地群众就近
务工提供稳定就业机会，按 1.5 亩 1
个劳动力计算，可为当地群众提供稳
定就业岗位 1.2万余个，每人每年务
工收入按2万元计算，可增加群众务
工收入近2.4亿元，农户逐步实现“资
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
的目标。在促进群众稳步增收的同
时，马树镇还开展种植技术和经营模
式培训，为散户种植提供必要学习条
件，引导自主创业。

马树社区居民赵成花是草莓园

里的老员工了，主要负责疏叶、摘果，
她说：“在草莓园上班，不仅能挣钱补
贴家用，还方便照顾家里的老人和孩
子。”

草莓产业的红火，带动乡村旅游
的发展。马树镇积极争取整合资金，
优化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要素
保障，为发展乡村旅游蓄力。马树镇
镇长王自谨说：“草莓上市，市场俏、
收益高。游客入园采摘草莓，又能带
动乡村旅游火起来。‘草莓产业+休
闲旅游’，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

如今，草莓已成为马树镇的一张
特色名片，也成了马树群众增收致富
的新动能，小小“致富果”，结出了马
树镇人民如今的幸福新生活。

马树镇：草莓成为“致富果”乡村振兴新动能

本报讯（通讯员 甘光涛 卓韫
菊 关 金 周 羽）时下，正值辣椒采摘
季，在永善县码口、莲峰、务基等乡
（镇）辣椒种植基地里，红彤彤的辣
椒挂满枝头，在秋日阳光下格外耀
眼夺目，浓郁的丰收气息扑面而来。

在码口镇利其村，村民们趁着
晴好天气，挎着箩筐采摘成熟的辣
椒，田间地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今年以来，码口镇以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接续乡村振兴为目
标，在不断壮大水果、冷凉蔬菜等优
势产业的基础上，瞄准市场，围绕做
实产业链、做优服务链，乘势而谋，

积极推进订单辣椒产业，按照统一
订单、统一种苗、统一指导、统一收
购的“四统一”方式，采取“党支部+
企业+合作社+农户”的产业化经营
管理模式，通过党员示范带动、农技
人员全程指导等措施，在全镇种植
了美人椒、艳红椒、韩国红辣王等辣
椒品种2150亩。

在新落户码口镇的辣椒加工厂
内，红红的辣椒堆成了小山，工人们
正有序地对辣椒进行筛选、分装、称
重、盐水灌装和真空封口等一系列
工序。

与此同时，一旁的剁椒生产线，

正开足马力生产。鲜红的辣椒经过
自动清洗、筛选、剁碎、二次筛选、加
盐、搅拌后包装成袋，发往贵州等地
进行二次生产后，销往全国各地，成
为餐桌上的美味。

昭通市绿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郭代全介绍道：“我们今年
四月份在码口镇建了个剁椒泡椒粗
加工厂，现在收了 500 吨辣椒，今年
预计收入达到 1200 万元，厂里的工
人有 22 人，平均每个工人每天收入
100多元。”

辣椒加工厂的建立，补齐了辣
椒产业链，不仅解决了长期困扰群

众的辣椒销路问题，还让当地群众
有了更多就近就业的机会。码口镇
利其村村民王顺祥不仅种植了 5 亩
辣椒，年产值达到 1.5 万余元，还在
辣椒加工厂里务工，每天有100元以
上的务工收入。从下地种椒再到进
厂务工，码口镇利其村不少村民和
王顺祥一样通过辣椒产业实现了增
收致富。

据悉，今年永善县码口、莲峰、
务基等乡（镇）累计种植辣椒达 6500
余亩，预计明年辣椒种植将突破
10000亩，辣椒产业正成为永善群众
增收的又一重要产业。

永善辣椒产业红似火

9月23日，由水富市科学技术协
会等27家单位联合举办的“2022年水
富市全国科普日主场活动启动仪式”
在水富市博爱小学举行。

此次科普活动，围绕生态文明建
设、碳达峰碳中和、疫情防控、安全生
产等重点工作，开展科普助力“双
减”、卫生健康、食品安全、农业生产、
科学防疫、防灾避险等知识宣传。旨
在通过宣传，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
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在全社会营
造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
良好氛围，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通讯员 狄廷秀 摄

水富启动2022年

全国科普日活动
本报讯（记者 李丽娟）9月 23日，我市召开生态文

明创建暨生物多样性保护专场新闻发布会。市林业和
草原局、市生态环境局、昭阳区人民政府、巧家县人民
政府、盐津县人民政府、大关县人民政府、绥江县人民
政府相关负责人联合作新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

昭通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物种丰富
多样。“十三五”以来，全市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
理，统筹推进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湿地保护
建设、野生动植物保护、有害生物防治等工作，为筑
牢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维护生物多样性作出了
积极贡献。

截至目前，全市有高等植物 5000余种，其中被列入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2021版）的国家重点保
护植物 113 种。值得一提的是，巧家五针松为我市独
有，被誉为“植物界的大熊猫”。全市有脊椎动物 671
种，有哺乳类动物 150余种、鸟类 356种、爬行类动物 54
种、昆虫 1340种、淡水鱼类 113种，其中被列入《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2021 版）的国家重点保护陆生
野生动物 124 种。去年以来，大山包越冬的黑颈鹤达
1938只，且呈逐年增多趋势。

当前，我市以“林长制”为抓手，全面加强林草资源
管护，强化自然保护地建设与管理，强化生态保护修
复，加强湿地保护与管理，抓好野生动植物保护，开展
生物资源调查，以开展宣传教育为工作重点，在生态文
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取得了显著成效。

会议指出，全市各级各部门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
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国
家和省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各项决策部署，与广
大人民群众一道，共同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坚
决守护昭通生物多样性物种宝库，更好地向全社会
展示昭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民共保共享的生物
多样性美好画卷。

我市召开生态文明创建
暨生物多样性保护专场新闻发布会

本报讯（实习记者 孔 竣）为深入学习《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第四卷，9月 22日，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四卷市委宣讲团开展进机关宣讲活动，市直各部门相关
工作人员到场聆听宣讲。

宣讲现场，宣讲老师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
的重大意义和理论创新成果作了系统阐释，并围绕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和我市深
入实施“六大战略”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有力举措以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作风建设和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推动

“双提升”专项行动取得更大实效3个主题进行了全面深
刻的解读。

宣讲主题鲜明、视野宽阔、内涵丰富，理论性、思想
性和操作性强，对机关干部更好地把握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和精神实质，推动
党的创新理论走深走实走心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大
家纷纷表示，将结合实际，深入思考，切实把本次学习
成果转化为具体工作成效，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

宣讲进机关

本报讯（通讯员 李 剑 刘跃武）近段时间，昭阳
区卫生健康部门严格按照省、市、区疫情防控要求，
在原有 27 个核酸采样点的基础上，新增 6 个便民核
酸采样点。

据介绍，为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满足常态化
核酸检测需求，昭阳区卫生健康部门按照区委、区政府
疫情防控工作部署要求，优化核酸采样点布局，在城区
大型商场、广场、医院和客运站等人员密集场所适当位
置，新增 6个便民核酸采样点，分别位于昭通仁安医院、
李景铧中医骨伤医院、艾维眼科医院、美年大健康、西
南博大口腔医院、昭通中心城市客运枢纽站。目前，昭
通仁安医院、李景铧中医骨伤医院、艾维眼科医院 3个
便民核酸采样点已建成投入使用，其余 3个便民核酸采
样点预计于 9月 26日全部投入使用。

在昭通仁安医院便民核酸采样点，笔者看到，需要
进行核酸检测的市民，在工作人员的统一安排下，严格
执行“一米线”、佩戴口罩有序地进行核酸采样。因为
下雨，医院还搭建了雨棚，为市民提供暖心服务。据介
绍，该院采样时间分为两个时段进行，上午 8 时至 12
时，下午 2时至 5时 30分。

前来进行核酸采样的货车司机吴远详说：“我们
跑运输每天都要做核酸检测，到仁安医院来很方便，
排队进行核酸采集只需十多分钟就完成了，不耽误
时间。”

昭阳区

新增6个便民核酸采样点


